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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过去 1 年，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爆发式增长，但是在
营销推广上，还处于蛮荒阶段。而营销，作为打开
市场很核心的一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纵观整个市场，营销相关知识零散，缺乏系统性的、
针对跨境出口电商营销指南的梳理。Morketing 作
为一个用营销连接商业世界，也是全球首家专注于
移动营销的媒体平台，发现这一市场空缺后，我
们联合上下游生态企业和专家，一起协力组编了
《2017-2018 年跨境出口电商互联网营销白皮书》
（以
下简称《白皮书》）。
白皮书包含，2017-2018 年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现状、
未来趋势，以及营销现状和趋势的描述。同时，针
对多种跨境出口电商营销平台卖家和独立站分别作
了解析。
《白皮书》第三章节开始，针对海外主流推广引流
渠道，给出了详细的梳理和实操建议。除此之外，
在专业服务上，我们推荐了一些行业优质的营销服
务供应商。同时，针对平台卖家，更是进行了多平
台的解析。
区域市场差异化，其营销战略和策略也会不同，因
此，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了描述和针对性建议。
在《白皮书》最后，Morketing 还给出了经典案例
解读和行业关键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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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整 体 概 述

跨境出口电商行业概述

PART 1
中国的跨境电商经历了几个阶段：
2003 年之前：跨境电商 1.0 时代的主要商业模式是
网上展示、线下交易的外贸信息服务模式，不在网
络上涉及任何交易环节。在跨境电商 1.0 阶段中，
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网为典型的代表平台。
2004-2012：2004 年，跨境电商 2.0 阶段来临。这
个阶段，跨境电商平台开始摆脱纯信息黄页的展示
行为，将线下交易、支付、物流等流程实现电子化，
逐步实现在线交易平台。2010 年速卖通正式上线，
行业进展加快。
2013- 至今：2013 年成为跨境电商重要转型年，跨
境电商全产业链都出现了商业模式的变化。跨境电
商 3.0 阶段具有大型工厂上线、B 类卖家成规模、
中大额订单比例提升、大型服务商加入和移动用户
量爆发 5 方面特征。

对于传统外贸模式，出口跨境电商将国产优势商品
直接对接国外消费者，缩短了贸易中间环节，减少
了商品流转成本。全球贸易正逐渐向线上化发展的
趋势明显。特别是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电商市场的快
速发展，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给外贸企业带来更
多的机遇。
其中，整体的营销实力，将是跨境电商非常关键和
重要的核心实力体现。
随着新兴市场包括俄罗斯、巴西、以色列、阿根廷
等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给中国卖家带
来更多的用户规模，目标人群不断壮大。国际新兴
市场的电商发展，人们对电商观念改变以及当地供
应的不足等给中国企业带来机遇。

而另外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用户消费升级，由
低价向品质延伸。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正在逐渐呈
现出对商品品质需求的提高。这是用户消费的升级。
2016 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电商出口国。 同时，中国卖家也逐步通过品牌化的打造输出更多
目前，在亚马逊等平台上，中国卖家开店速度远远 有品牌附加值、高质量的商品。
超过其他国家客户，更不要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独
立站。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扶持，跨境电商正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监测数据显
处于一个行业爆发的阶段。
示，2016 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 5.5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2%。
跨境出口电商行业发展环境

发展现状和未来

2018 年两会，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成为关键
词，去年进出口总额增幅创六年新高，中国成为世
界第一贸易大国。其中，跨境电商在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近年来，国内企业纷纷布局出口跨境电商市场。相

2017 年中国进出口跨境电商（含零售及 B2B）整体
交易规模达到 7.6 万亿，其中，出口电商交易规模
达到 6.3 万亿，增速可观。而今年中国进出口跨境
电商整体交易规模预计将达到 9.0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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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出口电商营销现状

PART 2
目前，出口电商营销仍处于一个比较蛮荒的阶段，
系统化的营销成功案例极少，对营销的系统性掌握
和运用程度还处在较初级的阶段，这对所有出口电
商人来说是个机遇。

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说，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如
何降低营销成本，是需要核心考虑的。

任何一个阶段，引流都是电商行业的核心关键点。
电商的本质还是将产品卖给人，人则对应了流量。
平台卖家需要在万千卖家中取得竞争优势，独立站
卖家则更需要从 0 开始让用户发现其存在。因此，
都离不开对商品的持续曝光需求。只有持续曝光才
能给卖家带来在平台上排名的不断提升，才能给独
立站带来用户的持续积累。

对于中国的出口电商来说，无论是平台卖家还是独
立站卖家，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国
内同行涌入，出口电商不仅面临国际卖家的竞争，
还面对大批国内卖家的涌入。与此相应的是国内平
台卖家在平台上价格上的厮杀，互相压低价格导致
大家利润空间被极大的压缩。

营销概括
整体来看，用户诉求上，更多的还是希望可以获取
更多的优质媒体流量，同时在现有营销的基础上进
一步节约人力成本，投放效率效果的提升，通过营
销不断塑造品牌影响力。
阶段特点
全球互联网进入了下半场，互联网新增人口增长率
迅速变的缓慢，互联网人口普及率增长疲软。
从互联网营销的角度看，新增流量增速放缓了，整
体流量的规模也就变得相对固定，下半场，互联网
企业对流量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必然会带
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营销成本越来越高
从事出口的跨境电商企业对此有深刻的认知，拿
Google Adword 来说，同一个词，现在的价格与去
年的价格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营销成本上的增加。
全球的出口电商，随着 Amazon、Ebay、速卖通等
电商巨头之间的竞争，以及 Walmart 等跨境电商新
贵的加入，营销成本必然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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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争越来越激烈

比如独立站由于建站，推广，SEO，语言、物流、
支付等一些门槛的存在，目前并没有像平台出口电
商一样，迅速由蓝海变成红海。
但长远看，独立站在出口电商领域大规模普及的趋
势下，竞争不可避免。
3）出口电商变现压力越来越大
由于营销成本的增长和竞争的加剧，留给出口电商
生存的时间窗口收窄，出口电商变现压力越来越大。
一个新的出口电商卖家，如果不能通过营销推广迅
速变现，可能就会迅速消亡。
出口电商在 Amazon 等电商巨头夹缝下的生存空间
被进一步压缩。对于出口电商来说，选品的盈利周
期缩短，一个新兴品类从出现到增长到衰退的周期
变短，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4）用户体验更为重要
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营销成本增加，但企业仍然
需要通过营销推广来获取新用户。另一方面，企业
需要想方设法提升老用户的留存，用户体验变得更
为重要。
对于 Amazon 等平台来说，平台政策会越来越向买
家倾斜，对于卖家端，平台政策则会越来越严格，
这一切的根源也在于平台面临拉新成本增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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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阶段性特点来看，体现在这几方面：
首先，从全球范围看，还有大量有待开垦的电商市场 , 特别是增量喜人的新
兴市场，例如东南亚、中东乃至南美、非洲，中国电商出海拓展空间巨大；
其次，产业升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让中国出口电商企业自信出海，
并在更大范围内积极应对、筹备下一次产业技术升级；
最后，中国电商的蓬勃发展让中国企业更快适应全球渠道升级，减少中间
环节，提升服务。不管是面对电商生态链上下游环节的整合优化，还是面
对消费者的精细营销及会员管理，中国电商在全球的影响不可小觑。
不过，考虑各国各地区文化、发展差异，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如何克
服国内外消费、购物环境的差异，扬长避短，不断完善，真正立足当地市场，
出口电商仍将面临挑战。
营销趋势
今年的出口跨境电商竞争环境相比过去的两年明显有所加剧。更多卖家的
进入，使得产品同质化竞争更加严重，同时随着流量成本的不断提高，卖
家想单纯依靠平台流量来获得销售业绩的突破也越来越难，因此，在出口
电商营销领域中，站外营销，尤其是精准的站外营销，成为今年出口跨境
电商营销的一个热点和趋势。
如果单从营销的特点来说，今年的出口电商营销有几个明显的趋势：
首先，品牌营销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卖家开始逐渐改变原来粗暴的产品
促销方式，而是同时结合更多的营销渠道和方式，重视品牌建立所带来的
持续价值。
其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独立站来进行品牌营销和引流，实现品牌的
多重曝光的同时满足不同渠道流量的承接和转化需求。
最后，受市场竞争环境和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的影响，卖家对产品细节的打磨

也越来越完善，开始逐渐回归良性的商业本质，真正向产品为王的时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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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营 销 方 式
PART 1

第三方平台和独立站的营销推广现状

平台：站内营销

上会详细阐述）。

所有跨境出口电商平台卖家都会用到的推广方式即
站内推广。例如，在亚马逊平台，利用一些广告资
源做新产品的推广，以及对一些核心热卖产品的持
续曝光促使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产生认知；

从 SEM 来 讲， 对 于 Google Adwords 需 要 对 营 销
投入做更为精细的管理；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诊
断广告效果，提升转化。利用 SEO 的方法提升免费
流量，SEO 是所有营销渠道中，投入回报最高的。

独立站：站外营销 & 独立站优化
对于独立站来说，搜索引擎营销、社交媒体营销、
电子邮件营销等为主流方式（这在后面的营销方式

PART 2
站内，一个是靠广告，一个是搞促销，需要注重把
控营销的投入产出比。正常推广的途径先是站内再
站外，如果站内数据没有分析得很清楚，不要轻易
走站外。站内在前期对产品的测试和转化率的测试、
风险相对比较低。
以 eBay 为例，站内可以利用平台提供的工具，这
个工具是根据平台买家、消费者的习惯进行。eBay
是重店铺的，速卖通也是重店铺的。亚马逊不同，
它的平台是侧重于单品，侧重于品牌。

内容营销实现低成本引流和品牌推广，通过社交媒
体内容营销来提升品牌影响力，从而增加品牌词带
来的营销机会；重视 EDM 邮件营销，在营销渠道里，
通常，EDM 营销是仅次于 SEO 的。

站内营销 - 第三方平台站内推广
不衰。拍卖只是作为一个推广，拍卖产品可以吸取
很多的曝光量和流量进来。
因此，站内营销需要关注几个方面：平台规则、引
流策略、费用情况、品质控制。这个在《白皮书》
第四章节会有详细介绍。

eBay 注重店铺推广，主要有几种方法：这种模式是
从 eBay 成立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拍卖模式，拍卖
模式会用低价去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这个模式经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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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外营销

PART 3
搜索引擎

重，以及一些站外资源的规划。

搜索营销是指 Search Engine Marketing（SEM），
是指当用户利用搜索引擎查询信息时，通过搜索引 邮件营销
擎付费营销（PPC）或搜索引擎优化（SEO）的手段，
使营销内容展现在目标用户面前，通过用户点击访 重视 EDM 邮件营销，在营销渠道里，通常 EDM 营
销是仅次于 SEO 的，ROI 第二高的一种营销渠道。
问目标网站达到营销目的的一种网络营销手段。
其中 PPC，Pay Per Click 的缩写，即按点击付费，
PPC 是付费搜索营销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Google
Adwords，百度竞价排名都属于 PPC。

EDM 简单理解就是企业向目标客户发送 EDM 邮件，
通过邮件沟通渠道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向其直接传
达自己的产品相关信息，达到促进销售的目的。

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的缩写，即搜
索引擎优化，是指根据搜索引擎排名规则对网站从
站内到站外进行全方位的优化，从而达到在搜索引
擎的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进而为网站带来流量实
现营销目的的网络营销手段。

EDM 的优点
• 精准直效：

搜索引擎优化（SEO）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涉及在线内容的管理和创建，意在提升其
在主流搜索引擎如 Google、bing 等中的表现，从
而带来更多的自然流量。
第二部分则是在电商平台的 SEO，例如在亚马逊和
eBay 这样的主流电商平台中有着数以百万计的商
品，如何让自己的产品能在买家第一次搜索时就找
到，提高商品曝光率，是一个成功的出口电商所必
须要掌握的，对很多独立站电商来说，SEO 已经是
从建站初期就必须去考虑的事情。
广义的 SEO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量：
1、SEO 功能的完善及页面的优化，这是网站搭建
过程中一个最为基础以及常见的部分，涉及范围广
泛，根据不同的搜索引擎做相应的优化以提升权重；
2、关键词的部署，规划好网站及产品分类，选用恰
当合适的关键词；
3、SEO 数据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对网站点击
量、关键词的展示量、关键词排名、外链健康程度
等 SEO 指标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优化结果；
4、内外链策略，通过内链规划来提升站内页面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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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精确筛选发送对象，将特定的推广信息投递到
特定的目标社群。
• 个性化定制：
根据社群的差异，制定个性化内容，让企业根据用
户的需要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
• 信息丰富，全面：
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超级链接都可以
在 EDM 中体现。
• 具备追踪分析能力 ：
根据用户的行为，统计打开邮件， 点击数并加以分
析，获取销售线索。
EDM 需要对用户进行精准的划分，将精力放在活跃
的价值用户身上，用户的细分可以从很多层面进行
考量，如活跃度、消费习惯、产品类型、年龄阶段
等等。做好用户的精确划分，才能够有所重点地针
对一些特定人群进行引导消费，进而提升用户的销
售转化。
EDM 是一个典型的低成本高回报的营销方式，但是
低成本只是表面的直接投放成本，建立一个强有力
的客户邮件体系即需要 CRM 系统，也需要持续投入
进行优化，以保证增长。在服务商的选择和团队组
建上，也要注意 EDM 的本地化，而不要一味套用国
内市场的经验。
广告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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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e Program 是一种国外流行的互联网营销模
式。1996 年美国互联网上效果型网络广告（Affiliate
Program）的构思被提出，特别是 amazon 采用了
这个 Program 迅速成长起来，并渗透美国，也使
Affiliate Program 发展成为了当今最流行的营销手
法之一。
Affiliate Program 参与者（称为 affiliate）注册参
加广告商的联盟计划，获得一个特定的只属于这个
参与者的联盟计划链接。把这个链接放在自己的网
站上，或者通过任何其它方式推广这个链接。当有
用户通过这个链接点击来到广告商的网站后，联盟
计划程序会对用户的点击，浏览，销售进行跟踪。
如果用户在广告商的网站上完成了指定的行动，广
告商将按预先规定好的佣金支付给站长。

⛙⛙    2017 年 Q1 Twitter MAU( 平均每月活跃用户数 )
为 3.28 亿

Twitter 增长复苏的原因为主信息流个性化改造 + 个
性化推荐，以及直播内容布局
⛙⛙    2017 年 Q1 YouTube 视频观看时长达到每日几
十亿小时，用户规模 10 亿用户
⛙⛙    2017 年 Linkedin 用户数达到 5 亿规模

⛙⛙    2017 年 Q1，Pinterest MAU 达到 1.5 亿，半数
来自美国
⛙⛙    2017 年 Q1，Facebook 旗 下 的 Instagram
MAU 突破 7 亿，DAU 达到 2 亿
另外，社交媒体最新动作：

Affiliate Program 主要分成 3 种付费方式：按点击
付 费 Pay Per Click（ppc）， 按 引 导 付 费 Pay Per
Lead（ppl），按销售付费 Pay Per Sale（pps）。

⛙⛙    2017 年 Facebook 打击虚假新闻，并加大力度

主流的广告联盟包括 Google Adsense 以及诸多第
三方联盟，Affiliate 推广者精通海外营销和广告投
放，他们拥有较为优质的流量渠道和合作资源，通
过自己承担广告费的模式来将广告主的产品或者服
务推广出去，然后赚取佣金的差价，这一模式导致
了他们对于 ROI 非常关注，而他们最常使用的也是
数据分析工具，了解究竟有多少流量形成了转化。

移动一样，视频也是一个巨大潮流。”

监控用户上传的大量内容，并删除像谋杀和自杀等
不适宜的视频和帖子

⛙⛙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在 2017 年 2 月宣布“像
⛙⛙    2017 年 Twitter 将通过网页端和 App 推出“每
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的全方位直播”

⛙⛙    通过技术的手段对集成在 YouTube 网站和应用
程序的广告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加强视频广告的
审计和对垃圾视频的处理。

社交营销
社交媒体建立了人与人直接的关系，创造了口碑传
播的途径，这是卖家所需要的；
社交媒体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意表现形式，可以
让卖家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商品，吸引用户，比如
Instagram 上有三分之一的热门快拍来自商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    2017 年 Q1 Facebook DAU（日活跃用户数）平
均值为 12.8 亿。MAU（月活跃用户数）超过 19.4
亿人次
⛙⛙    Facebook 移动广告营收在总广告营收中所占比
例约为 85%，比例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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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社交营销过程中，

有一个 4D 营销模型。

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社交媒体营销的落地点是内容
营销，社交营销有几种内容展现形式：文字内容、
图片、视频、直播、白皮书、电子书……
需要根据用户传播的需求点，比如与众不同的、
对用户有用的、社会 & 娱乐热点等，然后通过社
交媒体将内容传播推广出去。最普遍推的社交渠道
有 Facebook、Twitter、YouTube、LinkedIn、
tumblr 等。
社交媒体营销 KPI 考核一般关注这几个维度：社交
媒体话题流行度、品牌曝光度；网站 SEO 流量的提
升；分享或 likes、点赞等社交媒体互动指标；社交
链接；社交媒体的流量等指标；转化率、销量等。
网红宣传
消费者对于广告的接受程度正在减弱，随着社交网
络的崛起，人们更加信任那些“网络红人”所推荐
的产品，网红营销正是一种将网络红人的影响力施
加到产品销售上的一种推广方式。
不少跨境出口卖家已经开始利用网红为店铺引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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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网红带来的不止是订单，还有商家最
想建立的品牌和口碑。
海外网红市场 ：
1、Youtube—视频网红
主要以创意、搞怪、唱歌、舞蹈等才艺的为主
2、Facebook—社交网红
主要以社会热点、时事等话题性的东西为主
3、Instagram—照片网红
主要以美女、健身、摄影等美的东西为主
选 择 网 红 时 有 很 多 标 准 可 以 参 考， 例 如 在 挑 选
Youtube 网红时，如何筛选网红 ，可以遵循以下几
个步骤：
1、在 YouTube 页面搜索栏输入相关产品的关键词；
2、根据产品面向的区域选择合适的红人；
3、选择红人时一定要查看他发布的内容，比如之前
推广的相关产品和最近发布的视频时间来确定他的
粉丝是否为产品潜在目标用户群体。
4、不管是免费还是付费的红人的订阅数 >10K，每
个视频观看量不少于 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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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红营销不断成熟，不少电商对于网红推广也
不仅限于数据指标，更关注品牌调性是否与网红相
匹配，后者是否喜欢自己的产品并且能够不断持续
的推广。

规模大大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程序化广告仅仅
是广告行业的信息化工具，工具是要被营销人员所
用才能发挥效用的，需要将媒介分析及优化策略在
工具落实才能帮广告主通过程序化的手段去管理大
量广告投放过程。

视频营销

程序化广告对于跨境电商的意义在于规模化整合并
提供海外的媒体渠道；更好地决策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对合适的用户投放合适的广告创意；
通过竞价手段，有效控制成本提升转化；缩短优化
周期，能够快速、规模化覆盖人群，同时高效优化
结果。

电视和电影是故事的始祖。视频自然而然成为了讲
述故事的最佳载体：它使观众身临其中，产生共鸣。
视频营销不是市场营销的新概念，多年来它不断
发 展， 与 1941 年 诞 生 的 第 一 个 电 视 广 告 早 已 不
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YouTube、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类社交媒体平台出现，电视广告已经
不是视频营销的唯一方式。
在美国，广告主支付的网络广告费用将在 2017 年
首次超越电视广告费用。
视频营销可以更好地展示产品，让信息更吸引人，
也易于分享。视频营销可以获得更高的品牌信任度，
在视频里放上顾客的评论可以增加品牌的信任度。

程序化广告目前已经衍生出多种交易模式，以满足
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并且在媒介资源上也引入了
更多样化的渠道，丰富用户受众，覆盖的范围也有
PC 发展到移动，跨屏，ott 等多种。在技术层面，
程序化整合了许多营销技术，比如许多电商都在使
用的“重定向功能”等，常用于电商进行老客户唤醒，
提高复购率等，而 Lookalike 扩展人群技术常用在
新买家获取上。

电商网站，在主页上使用视频是个极好的网页设计
策略。这一设计可以让网站具有视觉吸引力，让访
客长时间停留在网站上。也可以突出主页上的重点
内容，将受众目光吸引到关键内容板块。
此外，由于页面停留时间是影响网站关键词排名的
重要因素，受众长时间观看视频也可以实现搜索引
擎优化。使用视频时要注意，视频加载时间过长或
者移动设备无法加载视频都会对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程序化营销
程序化营销是指运用程序化技术的手段将媒体广告
流量中的每次曝光机会进行管理，能支持采用程序
化的方式进行广告采买、投放以及后续的数据回收；
让整个营销传播的过程能逐步可数字化，可通过数
据来观察来管理，有效管理营销的输出；通过给技
术程序下达逻辑指令的方式让程序化购买自动化的
去帮我们执行。
程序化营销的直观优势是整体广告交易效率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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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推 广 渠 道
PART 1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习惯使用搜索引擎寻找他们需
要的信息，对于跨境电商来说，全球使用量最大的
搜索引擎——Google，能够让更多的客户找到自己
的产品或店铺，是所有主流海外推广渠道中所必需
关注的。
Google AdWords 是其最重要的广告产品，其中包
括了关键字搜索广告、图片多媒体广告、Youtube
视频广告及 App 广告等多种形式。
关键字竞价广告：Google 的用户在搜索商品和服务
时，搜索广告可以把商家产品展示在搜索结果旁，
搜索广告采取点击付费模式，即当用户点击广告后，
才开始计费。搜索广告的建立流程可以大致分为市
场调研及关键词选择、建立广告系列、设定竞价投放、
追踪和优化 4 部分。

Google
进一步考量广告的关键词匹配度、相关性、着陆页
表现等多个因素。
图片多媒体广告：AdWords 中的多媒体广告包含文
字、Gmail、横幅广告、应用 app 等形式。Google
的多媒体广告联盟覆盖百万计的网站、新闻站点、
网络媒体、Gmail 和 Youtube 频道等，官方称能够
触及到全球 90% 的互联网用户。
多媒体广告可以采用广告精准定向、关键字、人口
属性和再营销等方法，最大化广告的展示效果，广
告的制作过程大致包括选择广告形式、设定广告展
示位置和人群、设定目标预算等。在结算上既包含
点击付费，也有展示次数付费。
数据分析：Google AdWords 本身附带详尽的报表
系统，可以用来衡量投资回报率，评估网站流量和
品 牌 关 注 度。 此 外，Google Analytics ( 分 析 ) 是
一项用来追踪所有入站流量的强大工具，可以搭配
AdWords 使用，在报表中加入诸如跳出率、平均工
作持续时间等进一步的数据，优化预算分配、出价、
到达页和广告文字等。

每一个 AdWords 账户可以构建多个关键词广告组，
在设定好详尽的关键词内容，就可以进行竞价投放，
Google 采用的竞价包含两部分，价格和质量评分，
所以能否获得前排展示位置不仅要设定出价，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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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PART 2
YouTube 视频：youtube 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
于 2006 年 11 月，被 Google 以 16.5 亿美元收购。
在 2017 年 4 月的 Vidcon 上，公司 CEO 宣布其每
月登录其网站观看视频的用户达到 15 亿，用户每天
在移动设备上观看的视频时长超过 1 个小时。

Youtube 视频广告的形式包含多种，其中包括在首
页展示，以 CPM 计费，主打品牌的广告形式；可选
择跳过的 Trueview 广告；Display Ads 展示广告等，
除了付费广告推广之外，建立自己的视频主页或寻
找网红投放视频软广也是一种推广思路，数据显示，
68% 的用户购买行为会受到 youtube 视频的影响， Youtube 有一套广告生成工具，并有针对广告效果
72% 的 youtube 订阅者会在最喜欢的播主发布新 的评估系统，并且可以以效果为导向进行运作。
视频后 24 小时内观看。

Facebook

PART 3
Facebook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根据 2018
年第一季度的运营数据显示，其日活跃用户已经超
过 14.49 亿，移动广告占 Facebook 整体广告收入
的比例已经高达 91%，发展势头迅猛，也受到众多
企业的关注和使用。
覆 盖 众 多 的 活 跃 人 群， 是 多 数 跨 境 电 商 选 择
Facebook 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直接的引流外，
Facebook 同样可以帮助大电商树立自身品牌的知
名度，运营 Facebook 主页已经是绝大多数跨境电
商必选的一个推广方式。

术支持，则可自动设置动态广告。
Facebook 并 不 强 调 拥 有 哪 些 特 定 的 广 告 形 式，
更 突 出 通 过 一 套 广 告 系 统， 同 时 在 Facebook、
Instagram 和 Audience Network 上投放广告，即
一条广告多处投放，每条广告只需创建一次，完成
后 在“ 版 位” 下 选 择“Facebook、Instagram 和
Audience Network”即可。

动态广告是 Facebook 广告体系中的个性化广告产
品，可根据用户在网站、应用或其他网络平台表现
出的兴趣，自动向他们推广相关的商品。上传商品
目录并创建营销活动，所有操作只需进行一次，即
可视需要持续为每件商品寻找合适的受众，并根据
最新的价格和库存状况推广商品。其特点是：触及
更多潜在受众、对用户进行再营销和跨设备覆盖。
如果跨境电商的独立站是使用 Shopify、Magento
或 BigCommerce 等 Facebook 的合作伙伴提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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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目前覆盖 20 亿人，支持的广告形式包括视频、照片、轮播、幻灯片和全屏广告等。Instagram
支持视频、照片、轮播和快拍；Audience Network 主要是将广告投放到 Facebook 之外的地方，支持视频、
照片和轮播广告。
Facebook 提供了多种广告管理工具，衡量潜在客户人数、安装量、购买量、转化量和投资回报等指标，
了解营销决策对销量目标的直接影响力。
另外，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竞价机制，客户想通过什么样的竞价方式，什么样的营销途径，达到什么样
的营销目的，系统可以把广告曝光给对应类型的人，因为这些人进行这个行动的成本最便宜，所以就是系
统帮客户自动优化 ROI。

PART 4
Instagram 是 Facebook 旗下著名的图片社交平台，
人们在 Instagram 寻找灵感和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
物，其中就包括品牌和商家发布的内容。目前，全
球有超过 100 万广告主使用 Instagram 的广告推广
产品。根据官方统计，75% 的 Instagram 用户会在
被广告帖子打动后采取行动，1/3 的热门图片快拍
来自商家。
Instagram 是许多年轻人热衷使用的产品，吸引年
轻用户成为不少电商平台的目标。由于形式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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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图片、视频等感染力较强、创意要求较高的形式，
因而在转化效果和自身品牌的建设上会有很大帮助，
但同样门槛很高。
Instagram 广告的创建需要使用 Facebook 广告工
具、Power Editor 或 Instagram 合作伙伴。广告形
式包括图片，视频，轮播，快拍等形式。其中快拍
即为在 Instagram Stories 版位投放的广告。具体
而言，商家可以上传照片或视频（最长 15 秒），在
用户的两个快拍之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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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Stories 广告只能使用覆盖人数、 意花费的金额）和投放期（希望推广投放的时长）等。
视频观看量、转化量、应用安装量或访问量作为目 完成这些详情设置后，即可完成推广的创建。之后
标进行投放。如果电商商家使用，则建议效果类商 会由官方对推广进行审核。
家将广告用来提升网站访问量。
值得注意的是，要在 Instagram 上投放广告，必需
使用推广帖是使用 Instagram 推广的又一个便捷方 要拥有 Facebook 主页。 Instagram 广告会向使用
式，步骤包括打开 Instagram 商家主页；轻触选择 iOS 和 Android 版 Instagram 应用的用户展示，桌
想要推广的帖子；点击帖子图片下方的推广，填写 面及非客户端浏览无法看到广告。
推广详情：设置受众（想要覆盖的用户）、预算（愿

PART 5

Pinterest

Pinterest 是一家以兴趣发现为主的图片社交网站，
通过在页面底部不断的加载新图片，像瀑布一样为
用户提供内容。赞助广告（Promoted Pins）与用
户自己发布的原生 Pins 几乎一样，商家可以通过付
费形式让自己赞助的广告被更多的用户看到，从而
起到推广的作用。
目前，Pinterest 月活用户超过 1.75 亿，75% 的点
赞图片来自商业推广，Pinterest 官方称赞助广告并
不会对用户造成干扰，相反它帮助人们找到适合他
们的产品和服务。在有用户点赞之后，这则赞助广
告同样会出现在点赞者的信息流中，从而推向更多
人，但这一过程是免费的，官方称大多数的赞助广
告都会收获约 20% 左右的额外传播关注。
Pinterest 的 广 告 形 式 包 括 赞 助 图 片 Promoted
Pins、 赞 助 视 频、 点 击 跳 转 赞 助 图 片、 动 图 广 告
Cinematic Pins 等。

MORKETING

2017-2018

Pinterest 的广告采取点击付费（CPC）的模式，其
中电商卖家可以着重关注点击跳转的广告形式，用
户在点击赞助图片 Pins 后，可以直接跳转到商店，
增加进店销售额和店铺流量。但需要注意的是，

PART 6
Snapchat 是近年来在欧美地区年轻人群中非常流
行的阅后即焚社交应用，根据官方第一季度数据显
示，日活跃用户为 1.9 亿人。因为用户群体的因素，
snap 的广告以创意性强，年轻化、富有乐趣而著称。
目 前，snap 的 主 要 广 告 形 式 有 三 种， 包 括 snap
ads、地理定位图片滤镜广告和动态视频滤镜广告。

Snap Ads 提供移动视频广告，广告商还可以选择添
加互动元素。Snap Ads 以长达 10 秒的垂直全屏视
频广告开头，还可以让 Snapchatters 选择向上滑
动以查看更多扩展内容，例如长视频、文章、app
安装广告或移动网站等。需要注意的是，电商卖家
最为关注的引流广告必须适配苹果的 safari 浏览器
和 Google 的移动版 chrome，并且通过 Google 的
移动网页友好测试，载入时间必须在 6 秒内，适合
竖屏阅读等。
Geofilters（基于地理位置的滤镜）：企业和个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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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erest 的流量主要为兴趣流量，并非很强的社交
关系，因而要注重创意和兴趣展示，以及结合其他
社交平台进行配合。

Snapchat
以为他们的活动、业务按需购买 Geofilters，但只
能在特定地点使用。你可以选择自己上传或使用模
板来开始制作你的 Geofilters，选择一个时间并为
你的 Geofilter 设置地理围栏（geofence）。然后
提交你的 Geofilter，工作人员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Filter 的观看量约为每天 10 亿次。
Lenses 为品牌商提供一种创造性的品牌推广方式，
不仅可以让受众有一种眼前
一 亮 的 感 觉， 同 时 还 可 以
为 用 户 提 供 互 动 的 乐 趣。
用户可以拍摄自拍视频和
叠 加 图 像。 这 些 滤 镜 是 由
Snapchat 与 品 牌 商 合 作 创
建的，从 2014 年 10 月首次
推出该广告方式以来，大约
只投放了 100 个广告。因此，
中小型企业目前还不能广泛
使 用 Lenses， 但 是 该 广 告
形式的设计在未来应该能被
品牌更容易接受。Taco Bell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提供
墨西哥式食品的连锁餐饮品
牌）的一个 Cinco de Mayo
（五月五日节：墨西哥传统
的爱国主义节日）广告就被观看了 2.24 亿次。1/3
的日活跃用户会使用 Lenses 功能。
对于电商卖家来说，由于需要额外的专门的创意
支持，后两种广告形式仅对有广告创意实施能力
的商家推荐。一些第三方开发的工具能够尽可能
的 帮 助 商 家， 如 Snapchatters， 该 网 站 展 示 的
Snapchatters 主要是那些没有编辑团队的独立创作
者。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在没有预算的条件下制作有
效的内容，Snapchatters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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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 三 方 平 台
PART 1
亚马逊是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以网络书店起
家，后期转型为综合性的网络零售商。目前，亚马
逊已覆盖包括美、加、英、德、意、法、西、日本、
中国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许多中小跨境电商
首选的平台之一。
目前亚马逊平台的站内推广模式包含官方促销活动
和广告推广两部分，广告板块有自助广告和优选广
告两种，后者主要针对大型品牌广告。
官方促销包含：1、系统自动根据时间和搜索量，进
行抓取的宣传活动，不需要商家进行报名，符合条
件的产品会自动参加；2、由亚马逊官方策划的促销
活动，有特定的主题和要求，会由官方市场部人员
在数据库中针对卖家进行筛选，发送邀请，受邀商
家才可以加入或通过客户经理申请。

亚马逊
活动进行宣传，价格较高。产品赞助广告是以 CPC
模式为核心的关键词竞价广告，当用户在亚马逊站
内搜索商品时，竞价排名高的产品会优先展示给买
家，这也是卖家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亚马逊内部的广告系统可以很方便的在现有广告组
的基础上添加新的商品，广告花费计算工具则可以
帮助卖家衡量竞价效果和 ROI，但与其他付费推广
一样，赞助广告十分考验卖家的优化能力和投放能
力。

在促销活动中，决定商品排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
产品相关性、价格和折扣、配送及好评数、过往销
量和上架时间等，各个元素的权重占比不同。
推广方面有系统自动推广，此类推广是基于产品的
相关性为依据，当消费者看过或购买过某商品后，
系统会在商品的详情页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他推
荐相关感兴趣的商品。
想要获得交叉推荐机会，首先，需要丰富自身的商
品数据，以不同属性尽可能多的与亚马逊上的同类
热销品产生关联；尽可能多上传商品，在不同页面
获得交叉推荐的曝光机会。
付费推广包括展示广告和产品赞助广告，展示广告
主要用于品牌类商家为自身品牌、店铺或某些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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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

PART 2
eBay 是一家兼有 B2C 和 C2C 的在线购物及拍卖的
网站，商品种类包罗万象，目前在全球多个国家设
有站点，包括美、英、法、德、澳、日等是其最主
要的电子商务市场。eBay 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交易方
式，包括拍卖、一口价和二者相结合的形式。拍卖
顾名思义就是以竞拍的方式销售，一口价则是以定
价的方式售卖，混合模式是在拍卖的基础上，提供
一个商家指导价格。
相较于其他电子商务平台，eBay 的准入门槛相对较
高，因为其针对的主要是成熟的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在产品和服务层面有较高要求，价格竞争也更为激
烈。eBay 的优势则在于有着庞大用户群体、灵活的
交易方式以及便捷的支付手段。
eBay 的推广目前分为品牌解决方案和推广条目两
类。品牌解决方案主要以 eBay 网站上各个位置的
展示广告为主。
推广条目（PROMOTED LISTINGS）广告会出现在
多个不同的位置，例如：电脑和移动搜索结果页面、
在搜索结果中的突出位置和产品详情页面的
特 定 区 域。Promoted Listings 的 设 置 方 法
分为 3 个步骤：首先，选择商品，可以自行
在已有商品列表中选择或自行上传商品列表；
之后，设置广告投放的竞价价格，起始周期等；
最后是对广告效果进行评估。

PROMOTED LISTINGS 的优势在于扩大商品的触及范围、
可根据效果对广告及时调整、付费方式为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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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全 球 速 卖 通（ 英 文 名：AliExpress） 正 式 上 线 于
2010 年 4 月，是阿里巴巴旗下唯一面向全球市场打
造的在线交易平台，被广大卖家称为“国际版淘宝”。
全球速卖通面向海外买家，通过支付宝国际账户进
行担保交易，并使用国际快递发货。是全球第三大
英文在线购物网站。
目前速卖通的营销推广手段包括速卖通营销、速卖
通直通车、促销活动和站外引流。
直通车是速卖通的效果付费广告产品。当买家搜索
了某个商品的关键词后，购买了相应关键词推广服
务的商品就会出现在展示的位置上，当买家点击广
告后，才会对推广商家扣费，即 CPC 广告模式。
速卖通直通车的最大作用就是为卖家引流，快速提
升店铺流量、并用它进行新品测试或打造自己的明
星产品。
速卖通的投放方式目前包括两种：关键词投放会将
商品信息投放在搜索结果的右侧，以及搜索结果的

PART 4
Wish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移动 B2C 跨境电商平
台，主打移动端购物。Wish 淡化了传统电商的类目
浏览模式，而是采用瀑布流推荐的方法，根据用户
的浏览轨迹和使用习惯，推荐相应的商品。其特点
是“算法推荐”的购物体验。
Wish 的 推 广 手 段 包 括 两 部 分，ProductBoost 是
Wish 的竞价推广产品，ProductBoost 通过将商户
提供的产品数据和 Wish 后台算法结合起来，增加
相关产品的曝光量。商户可提交相关产品参与每周
的活动，以付费的模式提高自己的商品在用户信息
流中出现的次数。

速卖通
页面下方；商品推荐模式则会把推广商品的详情页
放在页面下方的展示位置。
商品的排名主要受到商品信息的匹配程度、商品推
广信息的清晰度、商品评分和店铺评分 4 个主要因
素影响，评分主要来自商家所获得的买家评分为主。
想要获得好的展示位置，必须获得优级别的评分才
可以。
直通车商品推荐投放会在买家浏览的商品页面下方
投放一组与之关联的商品，该方法主要考察商品出
价以及与相关性，这决定了卖家商品是否能引起关
注，参与的方法是在推广计划中选择参与“商品推
荐投放”并设置价格即可。
直通车目前分为两种推广方式，重点推广计划和快
捷推广计划，一般来说商家可以使用快捷推广计划
快速测试商品，批量处理，在选出值得力推的商品后，
使用重点推广获得更好的效果和收益。
此外速卖通还提供了一系列营销工具供卖家使用。

Wish
该推广方式时需要注意竞价金额和总预算、关键词
匹配以及挑选合适的产品。
Wish 推广的另一个方法是产品促销，Wish 会向用
户发送促销邮件或进行其他信息通知，向用户推送
与其愿望清单相似的产品。想要进入促销除了提供
更优惠的价格外，成为 wish 优质店铺更是关键，
诚信店铺的认证条件主要围绕发货率、评分、跟踪
比等数据进行判断。

创建推广活动需要设定预算、起始周期、竞价金额、
关键词，之后就可以使用 ProductBoost。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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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Lazada 于 2012 年 3 月推出，是东南亚领军的网上
购物平台，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 、以及 越南设有分支机构。Lazada 同时在香港、
韩国、英国、以及俄罗斯设有办事处。
该平台同时也提供了包括货到付款在内的多种付款
方式，提供全面顾客服务和免费退货服务，而且零
售商通过一个零售渠道可以简单、直接接触到 6 个
国家中约 5.5 亿的顾客。
Lazada 的推广方式之一是参加官方的促销活动，在
活动前 1-2 周官方会开放功能，卖家根据活动要求
提供商品，提交功能关闭后将无法再修改，系统会
根据价格、库存、类目和产品进行审核，之后即可
参加促销活动。

PART 6
DHGate 敦煌网是一家中国在线外贸交易平台，为
中小企业提供 B2B 网上交易，采取佣金制，免注册
费，只在买卖双方交易成功后收取费用。
敦煌网的广告推广主要分为展示广告、竞价广告和
官方提供的展示计划。
展示广告主要位于敦煌网主页、轮播图、单品展位、
店铺展位、各类 banner、类目页展位等。在选择展
示类广告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价格有竞争力、买
家反馈良好的产品。
竞价广告位于搜索结果前 10 页主搜区的第三名及最
后两名，作为竞价广告专属展示位。竞价产品可以

PART 7
Shopify 是一家电子商务软件开发商，适合跨境电
商建立独立站，用户支付一定费用即可利用各种主
题 / 模板建立自己的网上商店。
通过 shopify 建站，电商客户可以获得多个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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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ada
Lazada 的另一个推广方式是“推广展位产品”，推
广展位能给卖家产品带来更高的曝光率，尤其适合
新产品的推广。激活这项功能后，卖家可在产品页
面的右侧推荐区域看到产品推广展位（仅在 Lazada
电脑及手机端显示），但每次最多可看到四个。
推广展位产品是以每点击成本（CPC）为计算方式，
Lazada 会根据不同类目设置不同的收费标准，并且
只有在真正感兴趣的顾客点击之后才会向卖家收取
相关费用。由于推广展位产品显示于产品页面，因
此它能帮助卖家更多地接触到那些真正的客户。
此外，跨境卖家还能随时查看和跟进推广展位产品
的具体数据，从而清楚地了解产品的市场反应。

DHGate
直接展示在搜索结果页第一页第三名，并且价格最
高者可以在前十个搜索结果页面中均有出现。竞价
广告的投放过程包括登录系统、选择要竞价的商品、
选择广告位置、最后设置出价。
展示计划是敦煌网的一站式推广解决方案，覆盖电
脑和移动端，展示计划的产品会在移动端展位、电
脑端首页、搜索结果页、产品页等多个位置出现。
展示计划选取产品展示的原则最多的还是依照产品
的被点击数，产品被点击次数多说明产品受买家喜
爱。展示计划按规则从展示计划总池抓取产品，只
有在总池的产品数越多，被抓取的机会才越高，无
点击不收费增加店铺整体曝光程度，同时提高单个
产品的整体权重。

Shopify
营销推广支持，包括直接在 Facebook Messenger
上卖货，搭建 Facebook shop 页面，Pinterest 购
物图钉推广，以及使用 Shopify 的工具直接在亚马
逊、wish、Wanelo、Houzz 等 多 个 电 商 平 台 上 销
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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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营 销 服 务 商
PART 1

Yeahmobi

Yeahmobi——跨境电商海外营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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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绍：
（1）服务范围：营销托管；CPA 营销；CPS 电商合作；品牌营销；询盘服务；
智能硬件海外营销。

（2）服务品类：服装、饰品、3C、工艺品、电子工业、快消品、发制品、旅游；
（3）服务类型：独立站、移动电商 APP、平台大卖家、传统外贸。
（4）流量渠道：Facebook、AdWords、LinkedIn、Instagram、Twitter、VK、
Yandex 等。
（5）覆盖地区：主要针对北美、欧洲、中东、东南亚、日韩、俄罗斯。覆盖全
球 200+ 国家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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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1）提供独立站跨境电商解决方案
针 对 独 立 站，Yeahmobi 提 供 保 障 ROI 的 效 果 营 销 服 务， 其 自 主 研 发 的
YeahTargeter 智能投放平台，利用机器学习进行投放优化训练，将人工智能应
用至投放预警和归因，有效的保障 ROI。
（2）提供电商 APP 解决方案
针对移动电商 APP，Yeahmobi 提供以 CPA、CPI 为主的效果营销。通过智能
投放系统与专业创意团队，提升电商 APP 下载安装量。
（3）提供大卖家跨境电商解决方案
针对大卖家，Yeahmobi 提供建站、运营、引流、分析、优化等一整套整合营
销解决方案。帮助大卖家站外引流，及建立完整独立站引流，通过完善的分析，
根据行业调整优化产品展示、购物、支付流程，达到最优转化。通过搜索引擎
优化与营销、社会媒体营销、视频广告营销、电子邮件营销全方位提升订单量。
选择网络红人助力销量增长。
（4）提供传统外贸跨境电商解决方案
对传统外贸企业，Yeahmobi 提供海外营销策略制定、广告优化管理、多产品组合、
网站再优化、数据分析等服务，提升海外销量。
Yeahmobi 行业洞察
谈及营销推广的核心，Yeahmobi 团队建议出口电商应聚焦于“关注”二字。
“出口电商应该将精力聚焦在产品与服务方面，这也是出口电商能否赢得品牌与
用户的关键。电商营销应该关注效果、关注 ROI。让专业的人来做电商运营，
Yeahmobi 可以在保障 ROI 的前提下提供效果营销。”
Yeahmobi 团队同时提出，出口电商的发展趋势是更加垂直化、品牌化、系统化。
垂直化电商可以深度经营细分领域，充分发挥其行业优势，利用有限资源去创
造最大化的价值，做专业且个性化的电商。
品牌化的运营会为电商企业赢得源源不断的海量订单与全球声誉，品牌附加值
更是让企业可以保持盈利空间，从而能持续创新，形成正向的发展循环。
而系统化则是电商运营与电商营销将不断提升的地方，就比如 Yeahmobi 的自
动化智能投放平台 YeahTargeter，利用人工智能解放优化师，在目标 ROI 的前
提下，系统自动进行广告投放优化，为再营销与拉新找到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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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Madhouse

Madhouse——一站式 ROI 优化平台

基本介绍
（1）服务品类：旅游、家具、婚纱摄影等。
（2）流量渠道：Google、Facebook、Yandex 等。
（3）覆盖地区：以俄罗斯、英国、美国、日本为主。
（4）客户情况：50+ 电商客户。典型客户：韩国艺匠、国家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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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为电商企业提供培训，代投，问题解答，物料制作等多方位服务，同时提供在线
交流平台营造一个有效的行业沟通氛围。
Madhouse 自营一站式广告投放和优化平台，通过对接 Facebook 和 Google 两
大主流推广渠道，能够帮助客户最大化广告投入的 ROI。另外，有经验的优化和
运营团队，也是出口电商营销提高 ROI 的重要因素。
独家优势
11 年的国内品牌客户服务经验；多媒体多币种资质；经验丰富的美工团队；紧密
的媒体关系。
Madhouse 行业洞察
Madhouse 通过高效的渠道管理，有效的数据挖掘、最佳的投放策略帮助电商企
业实现 ROI 最大化。Madhouse 运营总监石磊认为，创意和本地化，是出口电商
在做移动营销的时候需要重视的问题。
石磊分析：首先，我们要做好从推广到销售之间的一系 tracking 的工作。其次，
在推广时，需要做大量创意的 A/B 测试，来挑选广告效果最好的创意物料。另外，
在不同的地区推广，要选择不同的本地化的元素和热点来增强营销的效果。
另外，可以考虑品效结合的推广方式。通过内容营销实现低成本引流和品牌推广，
培养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做好再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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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蓝瀚互动

蓝瀚互动——鲁班：跨境电商社交引流

服务领域
品类：服务于 Jewelry、Clothing、Finance、3C 等多个垂直电商行业。
流量渠道：Facebook、Google、Instagram、Twitter、Youtube、Pinterest 等
客户情况：1000+ 以上客户。
产品简介
2017 年， 蓝 瀚 互 动 正 式 推 出《 鲁 班 - 跨 境 电 商 社 交 引 流 解 决 方 案》： 针 对 社 交
平台电商广告投放进行全链条管理和优化服务。旨在助力中小跨境电商卖家优化
Facebook 广告投放流程，利用适配电商广告的模版快速生成创意和落地页，将社
交平台用户引流至包括 Amazon 在内的电商平台，进而提升商品排名和销量。方案
还对用户数据进行追踪，生成成本／收益分析报表，指导卖家进行跨境电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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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提供跨境电商社交引流解决方案，包括：
（1）Facebook 广告投放优化：针对电商推广，优化 Facebook 广告投放流程；
（2）电商用户引流数据分析：打通电商站内、站外数据，推广成本、收益一目了然；
（3）创意模板和落地页制作：多款精致的广告素材、落地页模版，便捷操作，助力
创意一键生成；
（4）站外流量提升商品排名 / 销售额：利用落地页引流数据，提升商品销售额和排名。
营销服务项目
（1）咨询服务：定制化行业资讯；专业出海投放指南；专业广告投放建议；
（2）线上培训：出海专家定期线上营销课程；前沿资讯定期分享；
（3）专业数据支持：定制数据报告；行业数据分享；潜在市场分析。

行业洞察
蓝瀚互动团队根据多年的跨境电商营销推广经验总结到，在跨境出口电商营销中，
企业核心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正确选择媒体渠道：
主流的海外媒体渠道有各自的优势和针对性。选择对媒体熟悉、有强势关系的代理商，
能够帮助商家有效利用媒体资源的长处，针对性地匹配适合的商品，影响相应的人群；
选择蓝瀚的全媒体流量资源，能够对接最全面的媒体资源，展开协同作用，免除不
同服务商间的切换；最高级的代理资质，也让广告活动的执行沟通更直接有效。

（2）获得最新技术的协助：
在强媒体环境下，大数据、优化操作、市场洞察、项目管理等方面对营销工作的效
率提出更高要求，电商企业应寻求具备强大技术能力的服务商，提供更先进的技术
工具及服务，帮助商家适应节奏，节省成本，获得经验支持和更出色的投放效果。
（3）品牌化进程加快：
从大环境来看，中国商家的转型升级，是从加工制造向品牌、技术的转型升级。每
个商家都需明确自身的品牌风格，从低价战走向品牌战，在出海的大潮流中树立起
自身独特的旗帜。企业应选择优质服务商，帮助商家实现品牌的建立和顺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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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Avazu

Avazu Holding——Avazu MediaBuy

Avazu MediaBuy 基本介绍
（1）服务项目
Avazu MediaBuy 团队为客户提供贯穿整个媒体采买与投放的一站式服务，从测试
分析、战略规划到规模投放、全程优化，实现开放式媒体采购与效果导向整合的跨
平台营销，显著提升广告投放 ROI。
（2）流量渠道
Avazu MediaBuy 对 接 全 球 主 流 平 台， 如 Facebook（ 含 Instagram）、Google、
Twitter、VK、Yandex、众多覆盖优质流量的 DSP、Mobile DSP 以及大部分精准定
向和实时竞价平台，通过付费搜索广告（Paid Search Ads），展示广告（Display
Ads）及视频广告（Video ads）等为广告主精准获取核心用户并促成转化。
（3）客户情况
兰亭集势、Anker、Akulaku、Amazon 等。
（4）投放情况
团队累计投放产品总计达到 500+ 个，团队日常自有素材库与受众库，可以精细化
覆盖与拓展 Facebook&Google 90% 以上的受众，通过日常投放对于受众的细分与
积累，总计拥有自主标签的 1000+ 独有受众群体，总用户量累计高达 10 亿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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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zu Holding 行业洞察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难以阻挡，国内电商企业有深度拓展全球市场的需求，国外电
商也有布局国内市场的需求。
Avazu MediaBuy 团队认为：国内电商企业在进行全球化之前，不仅要提前做好市
场调研，了解目标市场的宗教文化禁忌，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本土化，还要谨慎选择
有多年全球化深耕积累，并有着丰厚海外分发渠道和资源的平台来获取流量。
在电商全球化推广过程中，Avazu 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本土化，不只是简单的英文翻译
电商出海时，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多语言翻译能够帮助用户理解和使用产品，
从而提升转化率。本地化的多语言翻译，对电商全球化的推广至关重要。
（2）宗教文化禁忌，小心踩到雷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宗教与政治等禁忌，如果这些问题出错，很可能导致一
款优秀的电商产品 " 意外猝死 "。在国内风靡一时的产品，在国外极有可能会因为
宗教信仰及文化等因素遭遇用户抵制，甚至违反当地法律。
所以，电商在进行全球化之前，要对当地宗教、禁忌和文化等因素进行谨慎评估，
并进行针对性调整。
（3）精准定位，要提前做好市场调研
提前做好精准的市场调研，选择最适合发力的重点市场，是电商在全球化前应做的
基本功。对目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家人口规模、移动手机渗透率、电商
市场潜力等要素进行评估。
（4）选择正确的分发渠道，获取流量
电商的全球化推广还需选择正确的分发渠道获取流量。主要为以下几点：
1）手机预装捆绑。这需要互联网企业在不同地区搞定不同手机品牌甚至当地运营商，
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但随着中国手机厂商海外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张，分发能力
也在不断提升。
2）GooglePlay、AppStore、Facebook 等应用商店和社交网络，也是最重要的优
质流量来源之一。
3）在各个国家，都有各种数量繁多的流量联盟，帮助产品在产品发布、版本更新、
融资窗口期等关键节点获取流量。
4）寻找拥有海量资源和流量并在全球化领域有着多年深耕经验的平台。
另外，做好数据分析。不同渠道的优势不同，市场情况也瞬息万变，所以需要对产
品和推广做好数据监测与分析，并及时调整产品功能与渠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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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铂金智慧

铂金智慧——SaaS 型数据服务企业

基本介绍
（1）客户情况：覆盖全球 180 多个国家的 14 万家企业客户
日本市场包括：OTTO Japan & FABIA、乐天、loopsky，以及一些传统品牌的线上商城：
如 NEWTOWN、RIZAP（高尔夫教学机构）、Condé Nast Japan（康得纳斯出版集团）。
国 内 市 场 包 括： 麦 包
包、海尔的日日顺商城、
中 粮 我 买 网、 众 信 旅
游 悠 哉 网 等； 传 统 品
牌的线上商城如微软、
耐 克、 巴 宝 莉、 古 琦、
欧莱雅、百威等品牌。
（2）覆盖地区：主要在
日 本、 欧 美， 去 年 开
始进入中国市场。

MORKETING

2017-2018

主要服务
铂金智慧是一家致力于让数据应用更简单的 SaaS 型数据服务企业，当前旗下有两块主要产品：
（1）铂金分析 Ptengine：是一项提供站内／页面流量监测与优化的服务，核心是基于用户行
为洞察为站内营销策划／沟通／创意设计提供优化依据，广泛被业界客户所赞扬的是热图工
具及过滤器；
Ptengine 当前按流量收费，按年付费的方式服务于全球 180 多个国家的 14 万家客户；
（2）DataDeck: 是一项企业可以接入数据源自行设计数据报表的数据可视化整合平台。它帮
助企业整理数据资产，真正提高企业各个环节的数据驱动力，支持快速连接与整合多种数据源 ,
通过简单拖拽完成 Dashboard 及报表制作 , 并且方便用户基于数据展开协作。
DataDeck 的商业模式较为灵活，可定制也可直接购买 License。
独家优势
（1）转化漏斗的设置与分析：帮助电商企业知晓用户流失环节及流失用户特征、流失原因，
有的放矢开展优化，降低流失率；
（2）更好地易用性，更易理解数据：方便于市场策划、创意、设计、内容、运营人员沟通协作，
及时发现问题／机会并采取行动；
（3）全球的经验方便为国内跨境出口电商提供数据应用／优化的引导。
行业洞察
在分析整个跨境出口电商现状时，铂金智慧华南区总经理刘艳林总结了五大特点：
（1）跨境电商依旧保持增长态势，以 B2B 为主但出口 B2C 的占比逐步提升；
（2）竞争加剧：更多的跨境出口电商加入阵营，这主要是受政策和资本的双重驱动；
（3）区分市场，全球布局。中国卖家的机会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西欧国家网购渗透率较高，
但中国电商在当地的渗透率较低，有提升的机会；东欧南美等地仍处于电商红利期，有较大
增长空间。
（4）品类上来说，服装、3C 是跨境出口网购的两大主要品类，中国服装和高性价比 3C 产品
在全球依然有竞争优势。
（5）从跨境出口电商运营管理三要素：品牌／产品、物流、流量来看，品牌建设是趋势，物
流方面平台和大卖家对海外仓的投入加剧。流量仍然以第三方平台为主，但自建独立站保持
增长。
作为一家 SaaS 型数据服务企业，铂金智慧还提出，跨境出口电商在做营销推广时，核心应
重视品牌建设与流量运营。因为自有品牌毛利率较高。同时，因为消费者对优质品牌需求持
续提升，未来拥有品牌资源的公司将在转化率和复购率上明显胜出。
流量经营上，除了注重站外引流外，还应注重站内／页面流量的分析与转化率的提升；站外
引流成本居高不下，分析每一个到站／着陆页的流量特征，促成每一个到站内／页面的流量
的转化则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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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Socialmantic

Sociomantic——个性化全渠道展示广告

基本介绍
（1）广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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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态广告展示：HTML5 广告横幅的框架会根据您的品牌参考一对一定制，并动
态的抓取实时的产品信息，个性化地展示给每一个用户。
原生广告：精准定向，更加吸引用户。
（2） 广 告 资 源： 全 球 45+ 广 告 资 源 合 作 伙 伴。adscale、fidelity、PubMatic、
YAHOO、AdMatic、Yandex 等。
（3）媒体资源：优质的直接媒体资源：BBC、eBay、Linkedin、Discovery、vimeo 等。
客户情况

平台优势
以用户为中心的方式：
（1）正确的终端；
（2）正确的价值；
（3）正确的曝光；
（4）实时的结果；
（5）正确的数据；
（6）正确的广告设计；
（7）正确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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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区 域 市 场
PART 1

印度

印度电商发展概况
印度位于南亚印度次大陆，面积位列世界第七，印
度人口众多，位列世界第二，截至 2017 年印度拥
有人口 13.3 亿，仅次于中国人口的 13.8 亿。印度
也是世界第三大（购买力平价）经济体。印地语和
英语被定为印度共和国的联邦官方语言。
Forrester 统计显示，印度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
最 快 的 电 商 市 场， 每 年 新 增 互 联 网 用 户 约 1 亿。
eMarketer 预测，2020 年印度电商零售销售额将达
到 794 亿美元，而《印度快报》报道称，2020 年 ,
印度电子商务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 1000 亿美元。
截至目前，印度 13 亿人口中有 2/3 还没接触互联网，
在接入互联网的用户中，只有约 10％的用户在电商
网站购物，这表明印度电商的增长空间还非常大。
另外，德勤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消费者的购买力
正在不断增强。2015 年，印度用户的平均线上消费
金额为 247 美金，预计这一数字将在 2018 年增长
至 288 美金，并在 2020 年达到 464 美金，年复合
增长率为 18%。此外，电子支付系统的完善、本地
化物流的覆盖、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客户参与
以及移动广告，都促进了印度电商的发展。
印度零售业的发展也很大程度上为电商行业发展提
供了原动力。目前，印度零售行业年复合增长率接
近 11%，预计市场规模将在 2020 年从 6000 亿美
金增长至 10000 亿美金。2016 年，印度线上销售
额占全国总体销售额的 2.5%，并预计将在 2020 年
达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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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关机构预测，印度将是世界上最大、增速
最快的消费市场。到 2020 年，印度一半的互联网
用户来自农村，其中 40% 是女性，33% 的用户在
35 岁以上。到 2025 年，印度网上消费将增加 9 倍，
从目前的 450-500 亿美元增加到 5000-5500 亿美元，
占据零售总额的 30% 到 35%。
目前，在印度电商市场大概分为三个阵营：亚马逊、
Flipkart（腾讯投资）是第一阵营，两者在过去一年
的时间里交替着坐第一的位置，差距也并不大。而
阿里投资的 Snapdeal 是第二阵营，阿里速卖通在
第三阵营。
电子支付
互联网业务，支付是血脉。在 2016 年 11 月旧币废
除政策颁布以前，印度消费者对现金的依赖使电子
支付普及率较低，成为电商发展的一大顽疾。在旧
币废除后，电子支付正在重塑印度消费者的支付习
惯。
莫迪政府出台旧币废除政策以来，印度电子支付市
场迎来利好形势。其中，电商平台 Flipkart 用户选
择电子支付的比率已从 40% 提至 50%，货到付款
比重逐步下降。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7 月底，采取预付费方式在线购物的比例已上升
至 77%。预计到 2019 年，印度超过 85% 的网民将
采用在线支付手段购物。
目前，有印度版支付宝之称的 Paytm 是印度最大的
在线支付平台，拥有 2.3 亿的电子钱包用户。
从废币政策颁布后的用户数据中总结印度支付领域
的三点趋势：一，旧币废除后印度电商平台上的用

户变得非常活跃；二，以往只是用线上支付功能的
用户，开始使用线下支付进行消费；三，印度电商
行业迅速发展，支付成为助推器。
印度物流
物流服务很大程度上是电子商务能否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虽然目前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已经实现了“当
天达”和成本效益，但无可否认的是，一个脆弱的
物流链条无法支撑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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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成为印度电商物流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成为
了影响服务差异的主要因素。
在开发印度这个新兴市场之时，中国跨境电商卖家
通常会采取直邮的方式把产品从中国运到印度的消
费者手上，因为这不需要再新市场备货，免去产品
水土不服滞销的烦恼。而快件到印度时长大概为 7
到 15 天，邮政渠道到印度的时长大概 20 到 30 天。
但是，印度市场用户对时效要求非常高，因为类似
Flipkart、Amazon 印度等当地电商已经培养其用
户今天下单两天后就收到货物的习惯。所以，为了
提高用户的体验，亚马逊近年在印度的仓储总面积
几乎翻了一倍，达 50 多万平方英尺，为印度数以千
计的零售商和中小企业提供物流仓储服务。除此之
外，如 Flipkart、Snapdeal、eBay 等，也在建立
自己的物流中心和分销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新鲜血液的年轻物流公司更容
易吸引电商公司，因为新兴物流公司可以提供快速
交付服务、IT 服务和 COD（货到付款）机制，这些
因素是电商公司取得成功的最基本要素。以及第三
方承运物流企业也开始崛起。所以，中国出口电商
企业走 B2B2C 的海外仓模式实现更快的物流体验更
符合消费者的期待。
未来一段时间内，印度电商行业将呈现以下几个趋
势：
1、B2B 电商或先行突破
目前印度 B2C 电商平台呈现出的整体趋势是，GMV
稳定增长，但企业同时也在持续亏损。B2B 电商平
台则呈现不同的趋势。B2B 电商主要提供生产原材
料的采买以及批发两类核心采购服务，其核心价值
在于克服整个交易中间环节的压力。在中国市场上，
这种模式已经成熟，但在印度市场上，线下批发采
购仍然是一个无组织性的市场，因此 B2B 电商的潜
力巨大，甚至可以改变行业现状。
印度 B2B 电商平台的市场估值将突破 7000 亿美金。
由于 B2B 的模式特性，B 端客户的付费意愿更强，
他们更看重商品品质，而非价格，因此电商平台不
需要以折扣促销等方式吸引用户。此外，B 端客户
的成交量和成交额也更大，这些原因均促使 B2B 电
商平台获得更高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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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上线下趋向融合
目前，国际 VC 和 PE 资本借助其在中国市场上投资
的积累，在印度市场上复制经验，并投资一批电商
企业，造成印度互联网市场上的高溢价投资。国际
资本在印度市场上用雄厚的资本催熟了电商行业，
打造多家电商领域的独角兽公司。然而市场的资本
催熟造成了印度电商市场的线上发展越来越受限于
线下基础设施尤其是滞后的商业流通业的限制。这
一结果迫使印度电商企业开始向线下转移，并形成
目前线上线下模式融合的趋势，以拓展二三线城市
和偏远地区客源。

此外，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目前印度
农村网民中，66% 网民使用地段可上网手机，25%
人口使用智能手机。网民更多使用 2g 或者 3g 网络
进行上网。

另一方面，为了保障顾客留存度，传统零售行业也
开始往线上探索，以确保市场份额不被新兴电商平
台挤压。电商平台的线下体验中心鼓励顾客亲身体
验平台货品，尤其是高档货品，提供交互购物环境，
以增强顾客的购买体验。

根据埃森哲发布的一份公开报告显示，印度女性，
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消费结构正发生重大改变。

4、女性购买力进一步释放
与中国市场女性消费者强大购买力不同的是，男性
目前仍是印度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数据显示，目
前印度农村男性互联网使用者占比 98%，女性网
民 仅 占 2%。 而 城 市 男 性 网 民 占 79%， 女 性 仅 为
21%。

3、农村市场正在崛起
相关报告显示，2020 年印度网民数量将达到 7.3 亿，
新增网民中 75% 将来自印度农村地区。未来网购热
潮中，超过 2.5 亿互联网用户都将来自印度农村地
区，是电商进一步拓展市场的时机。

印度农村女性的识字率正在快速上升，2001 年农村
女性的识字率是 46%，而 2011 年这一比例已经达
到 59%。随着印度平均家庭的不断变小，女性开始
和丈夫一起工作挣钱。尤其是印度农村妇女，正变
得越来越独立、购买力更强、也更加网络化和喜爱
品牌产品。
同时，农村女性在家庭购物行为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37% 的农村女性享有购物主导权，这一比例
高于印度城市女性 (21%)。在有工作的农村女性中，
享有购物主导权的比例更高达 40%，在很多家庭妇
女甚至有权决定是否购买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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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PART 2
英国电商发展概况

流行的支付方式。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文通称英国，是
欧洲西部的群岛国家，面积 25.4 万平方公里，人口
5650 万，其中英格兰人占 83%。以名义 GDP 为量
度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为量度为世
界第九大经济体。英国亦被归类为高收入经济体，
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现今位列世界第十四。主要宗
教是新教和罗马天主教。

这几年英国移动支付方式快速发展，根据巴克莱银
行报告显示，相比于 2015 年，2016 年英国移动支
付规模上涨了 150%，交易次数也上升了 134%。
同时有 57% 的用户接受采访表示，随着移动支付
额度的增加后，他们会增加对移动支付的使用。
PayPal、SOFORT、Maestro、Solo 在 英 国 的 使 用
也很普遍。

2015 年至今，英国电商市场发展速度惊人。过去的
12 个月，近 87% 的英国消费者至少网购一件产品，
一度成为欧洲电商大国。未来 12 个月内，英国电商
市场潜力将大幅提高。英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2016 年英国网上销售额增长了 21.3%，到 2017 上
半年，增长幅度达 30%。

另外，英国的银行业接受英格兰银行监管，每年 4
月 6 日起至下一年 4 月 5 日前无外汇兑换管制，任
何需要支付的报酬类款项都可以在官方渠道进行查
询。对于在英国开展电子商务的公司而言，税务主
要包括基本税收、VAT 和海关关税，不同业务流程
的用户需要就具体税目予以缴纳。

价格和个性需求，是英国消费者选择跨境零售的主
要原因。大部分人并不十分在意跨境零售商在哪里，
只要他们销售的产品对，价格合适就行。绝大部分
跨境购买行为都通过购物网站，如 eBay，Amazon
来完成。如果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比较小众，这两家
网站通常会推荐海外卖家。

物流发展

英国消费者在国外购物网站上的人均花费很高，而
且对线上零售很有信心，因此他们随时准备着从国
外购买产品。最新的英国互动媒体零售集团（IMRG）
的调查确定，有近 65% 的受访者曾跨境线上消费，
英国人网购的主要品类包括 3C 设备和数字媒体内 影响他们决定的最大因素仍然是配送服务和退换货
容，包括电子游戏、音乐下载、电子书、电脑和手机等。 问题。
其次是时尚产品行业，包括服装和鞋类，所占市场
份额约 1/3。约有 48% 的消费者网购食杂产品，而 英国线上购物主要集中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但
是对于国外来的零售业者来说，想要成功进入市场，
有 11% 的英国人食品是完全网购而来。
仍然需要覆盖整个国家的物流服务。
手机成了消费习惯购物首选工具，2017 年，英国消
费者将越来越依赖移动设备购物，移动设备 App 需
求将增长；2017 年下半年，随着新的购物技术的出
现，跨境电商在英国发展也随之增长。
支付方式
关 于 网 上 支 付 方 式，UK based Maestro、Solo
cards 等借记卡主导了英国一大半的线上支付市场，
2015 年英国有 45% 的网购订单通过借记卡完成支
付，然后就是电子钱包、信用卡及银行转账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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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面对英国线上消费者时，跨境电商需要制
定最优物流方案，同时也要在购买流程中清楚且再
三强调物流信息，三分之二的英国消费者认为，如
果在付款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配送和退换货方面的信
息，购物流程会更方便。

同时，配送和退换货已经是区别零售商的重要标准
之一。跨境零售商们要赢得英国消费者，就需要注意，
70% 的英国消费者表示，一个好的配送体验会让他
们再次购买这个零售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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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线上购买者对物流退换货方面的态度

尽管更倾向于配送到家，近五年来，选择线上购物
线下取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消费者可以选择到零
售商的实体店去取他们的网上订单，也可以根据自
己方便的时间地点在取货点或货柜取他们买的商品。
98% 的英国消费者都知道这一配送选择的存在，有
四分之三的消费者曾经用过或者打算用这种方式。

跨境电商需要积极寻找与这些取货点或货柜合作的
道路，因为多达 35% 的英国消费者用过这种配送方
式，而且很多人也用这样的方式退货。跨境电商可
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品牌联合的效果，如果顾客知
道并且信任某个取货点或货柜的提供商，这种信任
也会延伸至跨境零售商。

在所有线下取货的实体中，到零售商的实体店取货
是最受欢迎的，70% 的消费者这样做过。但对没有
英国门店的跨境电商来说这个选择是不可能的。为
了克服这个障碍，英国现在有很多取货点或货柜可
供使用，它们可能分属不同的运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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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德国线上消费者使用线上购买线下取货的情况比较

视；联盟营销是英国国内正起步的营销方式，据
IAB UK 数据称，联盟营销在 2014 年创造了 165 亿
英镑的销售额。

营销和品牌

消费习惯

跨境电商所选取的营销渠道和方式对生意的成功与
否具有深远影响。英国电商营销的方式主要包括邮
件营销、媒体、电视广播和联盟营销。从带来的访
问量、购买量的增长方面看，邮件营销仍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营销工具；媒体营销随着消费者习惯和科
技环境的变化，媒体数字化方面的投入在不断地增
加；电视媒体和广告自 2012 年以来，英国全国在
商业电台上的广告花费在增加，地方性品牌广告花
费有所下降，这表明品牌对本地化和线上广告的重

英国消费者们一直都对新鲜、新奇的商品有着浓厚
的兴趣，也很乐意尝试新东西 – 尤其是那些精通社
交网络的人们。因此，未来的电商们需要设计引人
注目、独特，最好是独家的商品信息，而且得精心
布置信息发布地点，来吸引这个已经趋于成熟的市
场中的目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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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消费者的性格与行事特征决定了他们对于价格
的挑剔，在喜欢讨价还价的同时对品质的要求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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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减。对产品从外观到品质都要求极高。对于交货
期限也是如此，如果产品延迟到货又没有对此进行
调解，可能会导致罚款甚至取消订单，商家一点不
能懈怠。同时，和他们沟通要注重礼仪，谨慎小心，
不然贸易成功率将会接近于零。
另外，英国人比较青睐广东物美价廉的产品，尤其
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产品。家居类产品需求大且购
买频次高，是出口英国返单率最高的产品。而镜子、
灯具销售金额也很高。电视及周边产品等价值高的
产品在英国具有大市场。
做英国跨境电商也要了解英国各种节日。以节日为
噱头进行准确营销，按照英国顾客喜好、风俗习惯、
购买心理等等进行本地化销售。这样才能为进军英
国市场做好充足准备。

PART 3

德国电商发展状况
德国是位于中西欧的联邦议会共和制国家，人口约
8,180 万，为欧洲联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为
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及欧洲第一大经济体。语言为德
语，互联网覆盖率为 83%，其中，4510 万 3G 活跃
用户以及 90 万的 4G 用户，并且 4G 用户数量也正
在快速增长。其中，在线消费者高达 5200 万。
2016 年德国电商总销量到达 598.7 亿欧元，是俄
罗斯市场总营收（205 亿欧元）的两倍以上，德国
市场前景一片开阔。现在，德国已经成为欧洲仅次
于英国的第二大电商市场。根据 eMarketer 预测，
到 2020 年，这个数额将提高近 200 亿美元，达到
772.2 亿美元。

德国

eBay 占 的 份 额 比 较 大 之 外， 德 国 本 土 电 商 平 台
Otto、Zalando 等也都在迅速发展。其中，Otto 曾
一度成为仅次于亚马逊的全球第二大 B2C 零售商。
另 外， 其 他 的 大 型 电 商 平 台 有 :Zalando 、
Notebooksbilliger.de、Cyberport、Bonprix 、
Tchibo 、Conrad 、Alternate 和 Apple。
目前，服装（116 亿），书籍（53 亿）和电子产品（40
亿）是最受德国人青睐的三大产品品类。但是，家具、
灯具、装饰品、家居用品、鲜花及电脑、配件和游
戏类产品销售额增长最快。

据德国电商和快递贸易协会数据显示，德国网络零
售业务的营业额在 2017 年第二季度增长至 140 亿
欧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亚马逊和 eBay 等
网络平台占据了近一半的销售额。除了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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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
德国消费者最常用的四种支付方式是：未结清发票，
PayPal，信用卡和直接记账。在移动端，PayPal 虽
然在德国广泛使用，但在德国最常见的在线支付方
式还是 invoice，即收到卖家发来的付款通知后，消
费者再按照上面的金额和账号付款。据悉，该国有
58% 的网购者是先下单后付款。此外，有 34% 的
德国人习惯于使用信用卡支付，包括 MasterCard,
Visa 和 American Express。
除此之外，Sofort Banking 和 Giropay 的使用比较
受欢迎。其中，SOFORT Banking 是欧洲最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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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线银行转账支付方式，在欧洲，使用 Sofort
Banking 在线支付最多的国家是德国，覆盖了德国
的所有银行机构。Giropay 是德国本地的一种在线
网银转账付款方式， 使用 Giropay 付款时，系统会
通过安全连接定向到用户在银行开设的网上银行帐
户。然后用户可使用 PIN 码登录并使用交易密码确
认付款。
另外，手机支付在德国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欧洲也是越来越普及。德国电信与万事
达合作，加速了手机支付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普
及，从网上支付、手机钱包、支付卡、POS 终端 4
个方面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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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结清发票占整个支付方式的份额正在减少，但是
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增大，未结清发票支付的笔数
并没有减少。在一些领域， 如时尚产品中，很多顾
客偏好使用未结清发票，因为退换货方便。

告主来说，社交媒体用户仍然有巨大潜力。其中，
Facebook 的覆盖率较高。

物流发展

德国人非常严谨，对产品质量要求高，80% 的德国
人在购买前都会详细阅读销售及售后服务条款。如
果电商卖家要决心打入德国电商市场，一定要对消
费者信息透明化，如有清晰而且又详细的产品页面，
提供详细的产品价格、信息和退货政策。而且，他

在整个欧洲，德国在物流配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90% 的德国人喜欢送货到家，配送方式及时间对他
们来说是至关重要。供应商要保证货物在承诺的时

间顺利送达，而且在过程中消费者能够知晓货物的
配送情况。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手机技术的发展
让每个消费者都可以与供应商和物流公司随时联系。
83%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根据卖家的物流评价来
决定是否购买一样商品。而且，55% 的消费者认为
标准的送货时间 (3--5 天 ) 应该是免邮费的。

消费习惯

们非常喜欢比价，26% 的德国人喜欢用手机查看同
一种商品在不同的商铺的价格。他们认为，在网上
购买到一样物美价廉的商品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
事情。

针对独立站点的消费者选择，德国人宁愿选择信任
度高的电商平台，因为他们认为安全度是最重要的，
德国当地主要物流供应商包括 Depost（德国邮政）、 永远把信任度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当电商企业的
DHL、DPD 等。从德国到主要的欧盟国家一般 2-7 网站可以给到消费者很多信任度的时候，那收获会
天就可以到了，德国当地货物派送一般是 1-3 天。
更大。
总体来看，在给予顾客多种配送方式选择后，德国
零售商收获了 79% 的顾客好评或忠诚度。
另外，德国境内经常出问题的是东南部。多数物流
集散中心坐落在莱茵或者鲁尔区。在这两个最大的
区，物流执行情况经常是不稳定的，因为大区中的
货物转运并不能保证及时无缝的连接，给在运输截
止时间前将货物送到增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德国面
积大，最远的仓库之间长途运输可能需要六到八个
小时才能到达。而如果从莱茵或鲁尔区出发，这个
最远距离就是到德国的东北或者东南部。

另外，德国的退货率有时高达 50%，相比较欧洲其
他国家是最高的。这并不是因为德国人难以取悦，
而是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条例严格，还受消
费者行为影响，很多人喜欢同一产品购买多个颜色
和尺码，收到试用后，退掉不想要的产品。所以，
如果电商企业准备好要进入德国第三方电商平台，
一定要完善退货政策。

营销方式
在 德 国， 电 商 企 业 三 个 主 要 营 销 渠 道 是： 一、 点
击 付 费（Pay per click）， 大 部 分 通 过 Google
AdWords 来操作。二、邮件营销，邮件仍然是最便
宜的数字营销方案。据 Radicati 集团的一次调查显
示，2017 年全球有 11 亿商业邮箱帐号，其中 77%
属于个人消费者。三、社交媒体平台：在德国，社
交媒体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据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的数据显示，有大约 4000 万德国人使
用社交网络。虽然德国人口仍然负增长，但是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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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PART 4
俄罗斯电商发展状况

物流发展

俄罗斯联邦，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的一个国家，拥
有超过 170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
八分之一；国土覆盖整个亚洲北部及东欧大部，横
跨 11 个时区，涵盖广泛的环境和地形，是世界上最
大的国家，拥有 1.47 亿人口，平均年龄是 39.1 岁，
主要居住于其欧洲部分。

物流仍然是俄罗斯跨境电商最大的痛点，俄罗斯国
土面积达 1709.82 万平方公里，东西最长约 9000
公里，交通大动脉仅依靠铁路，单程运输需要的时
间是六天半。

俄罗斯的电商产业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而言起步较
晚，现状是互联网普及率不高、支付方式上较多人
使用现金。2016 年电商交易规模约增长 5.3%，达
到 216 亿欧元。2017 年俄罗斯 16 岁以上的互联网
用户数量增加了 3.5%，达 8700 万人。另外，智能
手机普及率为 45%，有网购经历者约 3000 万人，
Facebook 用户达 1100 万人。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
的上升，电商市场规模还会不断扩大。
俄罗斯的主要跨境电商平台来自中国，90% 的海外
包裹也都来自中国。从金额上看中国占俄罗斯海外
网购的 52%，平均每天有超过 50 万个包裹从中国
发到俄罗斯。

对于居住在莫斯科等大中型城市的消费者而言，网
购商品的妥投时效一般都要在 15-30 天。只要这些
消费者对网购商品的时效不是很在意，当地的物流
服务还是能勉强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但俄罗斯地
广人稀，尤其是一些远东和新西伯利亚地区，货物
的妥投时效几乎没有保障，签收时效极大遏制了当
地居民跨境购物的热情。
电商企业应该在当地选出一个合适的物流合作伙伴，
这个合作伙伴能高效的应对俄罗斯的广大地域和气
候与温度的差异，履行物流配送的责任。在这里，
运送费用会比西欧国家高出许多，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货物需要长距离运输。

除此之外，在俄罗斯设置仓储也可以节省跨国运输
花费的大量时间，避免单个货物运送至顾客手中所
海 外 三 大 电 商 平 台 AliExpress,eBay 和 Amazon, 带来的成本和流程中的麻烦。跨国零售商应该将货
占了俄罗斯电商平台的一半以上。本土电商平台 物以大宗货物运送到俄联邦，虽然这样也会有不同
Yandex Market、Ulmart、Wildberries 也发展迅速。 的流程和复杂手续产生。当然这个选择并不适用于
数量不多的跨境销售货物，成本可能会超过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第三方仓储会是比较好的解决
支付方式
办法。
俄罗斯电商市场的支付 75% 是用银行卡或者电子
钱包，与其他银行卡占优势的市场不同，40% 的
俄罗斯人选择借记卡，是使用信用卡人数的七倍。
其 中，61% 的 人 使 用 Visa 卡， 其 次 是 万 事 达 卡
（MasterCard）的 36%，其他各种卡约占 3%。
电商实体货物交易中，80-95% 的付款采用货到付
款方式，电商也必须提前准备好付款机制来应对。
不过随着信用卡与借记卡使用者的增加，今后货到
付款方式的减少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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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方式
俄罗斯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这些都是电商试图
进入这个市场时需要首要考虑的因素。三个最有效
也最常用的办法是通过 SEO，PPC 和媒体广告方式
改善线上商店在俄罗斯联邦中的有机搜索量。
在 俄 罗 斯， 可 以 尝 试 使 用 Yandex 的 Yandex
Metrica 和 Google 的 Google Analytics，来评估搜
索引擎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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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 方面，Google AdWords 是最普遍使用的营销
工具。Yandex 也有相似的 PPC 营销选择 - Yandex
Direct。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世界上约 26% 的人通过购物获
得快乐，但俄罗斯人相对仅有 16% 感到快乐。在俄
罗斯，人们通常是为了家人而进行购物，他们对家
人的重视甚至影响了购物习惯。俄罗斯 53% 的消费
另外，传统媒体广告已经逐渐在俄罗斯失去市场， 是在全家定期外出购物时产生的，他们用于自身的
越 来 越 多 的 广 告 主 开 始 将 他 们 的 营 销 预 算 转 向 消费仅占 32%。卖家可以以此入手，重点关注情人
SEO，PPC 和社交媒体广告方面。也就是说，俄罗 节、男人节（2 月 23 日）、俄罗斯母亲节（11 月
斯电商需要通过小心定位广告网站或其他数字媒体， 最后一个周日）等节日。
来达到期望的、合理的转化率。
2017 年， 跨 境 电 商 占 全 国 零 售 比 例 已 经 达 到
在社交媒体方面，VK 是俄罗斯本土与 Facebook 相 37%，此外，民众的下单高峰在周一到周五的 11 点
似的社交网站，有很多社区和群组，也有公司和品 到 15 点。
牌页面让顾客浏览某个品牌或商品的信息，表达他
们对品牌或商品的支持。
俄罗斯消费者喜欢把可支配收入的很大部分都花在
买东西上，喜欢在电子产品和大家电上花很多钱，
也很喜欢买外国的时尚奢侈品。但是，年轻的消费
消费习惯
者并不完全会落入这个倾向之内。
俄罗斯的消费者与其他国家不同，比起价格更重视
商品的品牌、品质和耐久性。而且因为对金融系统
（银行）的信任感较低，俄罗斯民众普遍不喜欢存款，
多数人将收入的约 80% 以上用于消费。

另一方面，在整个俄罗斯的环境中，信任是很缺乏的，
大部分消费者觉得俄罗斯的司法系统并没有起到强
有力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一个零售商越能表
现出自己网站的安全性，就越有可能成功，甚至说
对安全性的保证比价格还重要。

澳大利亚

PART 5
澳大利亚电商发展状况

澳大利亚本地市场的零售商占据线上消费的绝大部
分市场份额，高达 74.6%，意味着只有 25% 的线
上消费花费在了跨境电商和跨国购物上，但是，其
实澳大利亚有超过 80% 的消费者从跨境电商购买过
物品，远远超过了全球平均的 51.2%。澳大利亚消
费者最喜欢购买英国或美国的商品，因为并没有语
言障碍存在。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
一，然而澳大利亚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对外贸易是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
利亚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比较高，90% 的
人口都已经上网。智能手机覆盖率居世界前列，达
到 78%，比英国、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都高。澳
大利亚的智能手机市场分裂为三星（32%）和苹果
（38%）两大阵营，iPhone 是 45 岁以下人群的首选。 澳 洲 三 大 电 商 网 站 分 别 为：Amazon,，eBay
在一项市场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曾用 Australia， 和 Gumtree，即 eBay 旗下的一个分类
智能手机购物。
的广告网站。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道称，澳洲的消费者在
2016 以每人每年 4500 美元的消费额引领环太平洋
地区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澳洲消费者在线购物
的频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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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
对于手机端交易，澳大利亚人整体来说更信任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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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 (73%)，Visa 和 MasterCard 这样的金融机构也有一定信任度（26%），然
后才是诸如 PayPal 和 Western Union 之类的交易平台。
信用卡和借记卡在澳大利亚的应用很广泛，大概有 800 万人口持有信用卡。
Visa, 万事达，Discover, 和美国运通，澳洲的大多数网站都支持标准信用卡，以及
在澳洲不常用的 PayPal。一些网站还支持由澳大利亚邮政投递的货到付款。
另外一个支付服务就是 POLi，也是澳大利亚邮政公司的实时银行转账工具。买家可
以通过 POLi 将购物款从澳大利亚银行账户直接转给卖家。付款的时候，买家可以
直接从商业网站跳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页面，不需要使用 POLi 注册和在卖方页面
输入其他信息。

消费者在手机购物过程中曾使用支付软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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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发展

进行购物，58%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玩社交工具的目
的就是购物。

澳大利亚地缘广大，配送位置的分裂让高效运送成
为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在诸如北部领地，塔斯马尼亚， 因此，在该国建立社交购物通道，吸引首次购物者，
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这些区域，地理因素和人口 留住现有客户，分享促销信息等，效果会很好。
密度都挑战着配送服务的水准。而澳大利亚消费者
对商品配送时长更关注，所以商家需要更多的考虑
消费习惯
交易量和运送产品到澳大利亚所需要的渠道。
据配送公司 wnDirect 的数据，大部分商品会配送
到大都市和首府，只有 8.1% 的商品被送到农村地区。
对于想要链接当地配送方案的国际物流公司来说，
多样的运输目的地再加上一些热门地址都需要关注。
以 wnDirect 为例，配送货物会走船运，到达悉尼，
墨尔本，佩斯，或布里斯班，再从这些地方分别转
运至较近的目的地，缩短了最后一程的距离，也为
躲过一些内陆地区的自然灾害提供了另一种方案。

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希望能将不想要的货物退回，收
到替代品或退款，没有延迟或多余的麻烦。电商企

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跨境电商消费者经历过的物流问题

满足未来订单。除了顾客退还货物的配送问题外，
交易本身的财务方面也需要考虑，尤其是那些海关
征税高的物品，建立当地货物存储不失为一个解决
办法。

营销方式
澳洲人民在社交媒平台上非常活跃，因此也常常
利用它做购物的决定。根据澳洲的一个营销公司
Sensis 的数据显示，将近 2 成的用户使用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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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要面对的典型问题是需要将货物回收回库存中，
方便再次售卖。
考虑到运费和距离的问题，许多跨境电商会考虑将
货物直接销毁，而不是送回到本地的配送中心。还
有一个选择是，在当地建立一个货物存储点，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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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美国电商发展状况
美国，是由其下辖 50 个州、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五个自治领土及外岛共同组成的联邦共和国。美国
拥有 982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同时拥有接近超过
3.3 亿人口。因为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
它是世界上民族和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
美国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最早也是最快的国家，一
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应用领域和规模都远远领先
于其他国家，在全球所有电子交易额中，目前大约
有 50% 以上都发生在美国，且超过 76% 的美国电
商用户在国外网站购买过东西。但是，2015 年，中
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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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017 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美国电商销售额已经达
到了 1000 亿美元，从同比增速看，电商销售增速
在 20%，过去一年已经开始提速。PC 端的电商销
售达到了 778 亿美元，移动端达到了 223 亿美元。
目前，全美网络覆盖率达到近 87%，且美国的网络
用户人口仍在以 7% 的速度增长。但是，移动端占
整体电商的比例并不高，只有 22%，远远低于中国
的比例。未来美国移动端的电商渗透率还有很大增
长空间。尤其移动端占互联网浏览时间已经达到了
66% 之后，大多数人在移动端浏览，最后去了 PC
端下单。未来整个移动端的份额必然大幅提高。
美国访问量最大的电商网站里，亚马逊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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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的是 eBay，沃尔玛排名第三，接下来是苹
果，Target 和 Home Depot。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销售增长最快的电商产品有珠
宝手表，主机游戏，玩具，软件，家具，电器，书
本等产品的增长都是在 15% 以上。珠宝，玩具，游戏，
音乐和电影也都是移动端渗透率增长最快的产品。

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上网买衣服。衣服在电商
上的增速要比整个电商行业增速更快。这也是为什
么大型百货连锁企业业绩不断低于预期的原因。
根据 eMarketer 发布的美国消费者购买过的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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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所在地中，中国位居榜首（56%），其次还有英
国（27%）以及加拿大（20%）；而在打算购买的
跨境电商所在地数据中，中国也位居首位（72%）、
其次是英国（68%）和澳大利亚（52%）。
与美国电子商务规模相应，诸多挑战和机遇并存。
许多大型零售品牌在每一个州都有实体商店，但也

并不能保证到达每一位顾客的家门口。而电子商务
恰恰能将品牌带给更多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沃
尔玛，百思买，家得宝也占上了线上零售前十位的
重要位置。它们在实体线下建立起品牌，线上服务
则帮助他们触及更多的客户群。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在美国，很多在线零售商也

美国网民在购物季计划访问的主要网站（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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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做线下实体店，来帮助推动线上交易增长，其
原因在于：1、尽管在线销售逐年增长，但是其实所
占份额并没有那么大（美国在线零售份额只占到零
售市场的 10%），还无法与传统零售相提并论。2、
在线广告价格的大幅提升也是电商想做实体店的一
个原因。
3、做电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玩家变得多了起
来，市场从蓝海变成红海，开始争抢市场份额。
支付方式
借记卡和信用卡仍然是美国付款方式的主流，即使
是线上购物过程，也有 45% 销售额是用卡片支付
的，PayPal 在线上支付中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占
总 数 的 15%。 此 外， 其 他 支 付 方 式， 如 Amazon
Payment、PayPal Credit、Google Wallet、Skrill
等数字支付方式，也有一定的用户基础。
除 此 之 外， 还 有 Openbucks 礼 品 卡 支 付，
Openbucks 主要帮助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无法开设
账户或者对个人信息敏感的用户提供网购服务，用
户只需要用零售商提供的购物卡就可以完成支付。

方专业物流公司操作，如 UPS， FedEx 和 USPS。
美国快递行业基本由以上三家垄断，比如 Amazon
Prime 会员下单，其 80% 的订单都由 UPS 配送，
从下单到接收订单基本见不到快递员，而大街上见
到的快递员也是标准深棕色制服，开着同色的 UPS
无门货车在大街小巷穿梭送货。
所以，很多美国消费者认为配送费用是选择下单与
否的一个原因，有 59% 的受访者认为在选购的过程
中查看配送费用很重要；有 56% 的受访者曾经因为
在最后付款阶段加上运费导致订单价钱更高而取消
购买；有 57% 的受访者表示只要订单物有所值便会
接受额外的运送费用。
此外，有 49% 的受访者认为跨国订单更划算，还有
43% 的受访者认为可以从外国购物网站上找到美国
没有的东西。因为美国本土电商配送的具体时间还
取决于配送费是多少，同时和跨国经销商的配送时
间并不差太多，因而中国电商企业还是可以与本土
商业竞争的。

西联也就是所谓的国际电汇，这是国际采购常用的
方式 . 在美国也是相当流行的一种付款方式。
物流发展
美国电商一般标准配送是 5-7 天送到，如需一天或
是两天送到则需支付运费 3.99-7.99 美元不等，美
国不少网站也会提供当日达服务，基本上运费都要
20 美元左右。
提高配送时效性在硬件上取决于三点：仓库分布和
数量、道路运输条件、快递公司质量。道路运输条
件美国明显占优，美国相比中国是真正的地广人稀，
道路运输网四通八达，仓库的选址相对容易，投资
也相对合理。问题出在每个州的税率不同，免税和
税后差价最高可相差近 10%。而在相应的州建立仓
库，消费者下单购买商品就要缴纳消费税。这也是
为什么之前几个大仓库都集中在美国中部和免税区
域。
美国目前所有电商公司的配送环节，仍然是由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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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的美国亚马逊顾客表示自己很有可能会因为物流费用
打消购买念头

营销与品牌
随着社交网络用户群体的迅速增加（至 2020 年有
望达到 2 亿），零售品牌也在利用起来这个关键的
交流渠道。Facebook 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社交网
络平台，但其他如 Pinterest、Instagram 等也在一
些领域和年龄群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搜索方面，
Google（64%） 占 据 着 搜 索 流 量 的 绝 大 多 数。 但
Bing 和 Yahoo 也有一定数量的用户群体，虽然不
见得数量庞大，但他们仍然可以触及几百万潜在客
户。

另外，在美国只要消费都是需要交税的，哪怕就买
一瓶水。因此，网购最后的结算金额，会根据消费
者填写的邮编所在州而自动生成相应的购物税。
值得借鉴的是，当地的售后服务特别好。受访者用
到“想退就退”、“一个月内随时退换”、“大多
数无条件退货”等一致的正面言论来评价当地的网
购售后服务。

消费习惯
美国人最关心的首先是商品的质量，其次是包装，
最后才是价格。因此产品质量的优劣是进入美国市
场的关键。在美国市场上，高、中、低档货物差价
很大，如一件中高档的西服零售价在 40-50 美元左
右，而低档的则不到 5 美元。商品质量稍有缺陷，
就只能放在商店的角落，减价处理。

MORKETING

2017-2018

第七章
经 典 案 例
PART 1

踏浪者：跨境出口电商品牌化，如何实现从 0 到 1 ？

2017 年 3 月初，快时尚跨境电商踏浪者宣布完成 2
亿人民币 B 轮融资，实现了跨境出口电商行业为数
不多的成功融资。在不断有新卖家打入海外市场的
当下，Morketing 采访了踏浪者营销副总张小腾，
他分享踏浪者如何在海外做品牌营销的！

选品类：以婚纱礼服为切入点延伸到女性全品类
就像快消品牌锁定年轻消费者一样，踏浪者将跨境
电商的目标消费群体定位为女性消费者，张小腾解
释道：因为男性是先天缺乏购物主动性的，女性没
事就逛街和网购，而面向女性消费者的品类远多于
男性的，这就增加了购买频次和购买频率，也支撑
公司扩大市场的规模和量级。
确定了目标消费者，再找到好的切入产品是成功出
海的第一步。这时踏浪者会调研国外流行什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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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研的数据和广告的不断测试，了解哪些产品会
适合国外消费者的喜好，从而提高购买率。
据张小腾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研，踏浪者发现每
年 2 月 -5 月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是结婚的旺季，然
而很多海外品牌婚纱非常昂贵，基本在 2000-3000
多美金，因此大多数消费者选择租婚纱。但是，婚
纱对于个人来讲一辈子只有这一件，不只是穿一天，
还要保留美好的回忆。
众所周知，苏州的虎丘是婚纱礼服的生产基地，而且，
国外很多大牌婚纱礼服都在国内虎丘生产。

2017-2018

基于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和国内充足的后端资源以
及生产能力，踏浪者开始切入婚纱领域。
张小腾介绍说，以婚纱礼服为切入产品成功进入北
美市场后，我们开始进行扩充品类的第二阶段，主
要以时尚女装为主，不断向全品类延伸。目前，踏
浪者的品类囊括了婚纱礼服、女装、鞋子，配饰和
假发，家居等。这个过程中，婚纱礼服在海外建立
了自己的品牌。
本地化：区域市场 + 支付 + 物流
从０到 1 的过程往往是孤身探索和做判断题。据介
绍，踏浪者主要的市场是北美的美国、欧洲的波兰、
北欧的俄罗斯和亚洲日本。
而在进入各个国家的本地化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
支付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最起码得保证用户能
在你的网站上正常下单，正常支付来完成整个购买
流程。
比如，PayPal 信用卡是主要的支付方式，但对于相
对新型或比较小的国家和市场来讲，信誉度没有那
么高，那发卡行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条件。踏浪者当
时选择了当地的一些支付方式，比如在法国用蓝卡，
在俄罗斯则用 Yandex 支付等。
物流是第二大难题，FedEx 联邦快递、UPS 联合包
裹、TNT 荷兰邮政和 DHL 德国邮政这 4 大海外物
流遍及全球。但在遍及全球的过程中可能不能满足
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时效性问题，踏浪者针对不
同市场的不同区域开发相对应的合适物流方式。
张小腾介绍，除了与第三方物流有深度合作，踏浪
者还在四大物流辐射不到的区域，与当地的物流商
进行深度合作，满足当地的物流需求。

除此之外，踏浪者还在美国、波兰和日本建立了海
外仓。
2017：品牌化矩阵，智能化数据
谈到 2017 年的出口电商的趋势走向。张小腾认为，
一方面是深耕产品使其达到品牌化的发力点；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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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平台的资源整合，不管是独立网站还是做第三
方的平台，最终都是通过整合资源，使产品供应和
物流时效有很好的集中发力。而这也是踏浪者的第
三个阶段：品牌化过程。
深耕产品方面，踏浪者的品牌化矩阵策略将是未来
2 年的重点，张小腾解释：踏浪者是以独立站 + 第
三方平台的方式运营的，虽然第三方平台发展速度
很快，但是仍以自己的独立网站为主，这样，供应
链的深耕就显得尤为重要。
所谓品牌化矩阵，就是以版房为中心，在后端有自
己的设计师、打板师、选款师、买手等集合的方式，
保证了产品款式风格在不同区域有更好的细分，而
且在换季的时候有快速的反应，能很快满足国外的
需求。在产品的风格、质量、时效等方面有很好的
把控，同时，成本的把控、出货的质量和客户的满
意度都由自己掌控。
智能化数据。在品牌化矩阵过程中实现数据智能，
也就是说以监测的方式加设计师和买手，以版房为
中心最终以云服务信息为辅的方式支持全国各地的
快速反应和品牌化矩阵的布局以及高效的工作执行，
多系统打通，包括踏浪者后端系统、采购系统、客
服系统、运营系统打通，让数据更智能更快速。
张小腾坦言，在出口电商领域很难有非常高效的方
式帮助和解放运营人员，而这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目前踏浪者在运营推广智能化方面有了突破，
体现在谷歌 API 和邮件 API 的智能化，也就是说相
对智能化和自动化去投广告和优化广告，让运营的
出错率更低，不仅能够提升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
出错率，而且有在效果上和占有率有明显的提升，
这就是数据智能的体现。
成功案例：网红 + 社交营销
跨 境 出 口 电 商 的 常 规 营 销 方 式 包 含 谷 歌 搜 索、
Facebook 社交营销和 EDM 营销以及其他。对于踏
浪者而言，每个渠道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谷歌搜索
会增强品牌词和搜索的占有率。
Facebook 一方面能很直观的带来很多流量、订单
和 ROI，同时在搜索层面也能够带来很多引荐性的
影响或助攻性的影响，更多的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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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腾认为：对于客户的忠诚度来讲，EDM 的效果
是最好的，因为 EDM 只面向老客户，做再营销，但
EDM 的营销方式不能支撑公司扩大市场规模，比如
要从每年 30 亿做到 50 亿，单靠这个渠道是无法达
到的，这时就要要寄托于付费型的广告和 social 的
渠道。比如网红 + 社交营销。

网红去集中转发一个周年庆的活动。具体内容为：
踏浪者给所有在校学生提供 Partydress 的服饰，
号召学生转发和宣传，奖赏比如集 100 个赞即可
free。据张小腾回忆，当天这个活动就给平台带来
了 100 多万的点击，之后持续一周的影响要比平时
高出 30%。

张小腾介绍，网红 + 社交的营销手段在从婚纱礼服
扩展到时尚女装品类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而
且，对于女装或成衣这种 SKU 很多的产品线来讲，
网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张小腾补充道：网红 + 社交的宣传手段不仅给平台
带来流量和营收，更多的是，在将平台的品牌衣服
通过网红平台曝光的同时，增强踏浪者品牌的影响
力。像这样 10 万级甚至百万级的的影响，不仅把踏
浪者在网红圈制造成一种影响力，同时在粉丝圈有
不断的分享和传播。

比如，2016 年周年庆，踏浪者召集很多有影响力的

PART 2

单月交易额突破 4 亿美金，他怎么打造“美国版闲鱼”
中国的企业仍在源源不断的
出海去做跨境电商，其中，
营销手段正在决定公司竞争
格局和公司的生死。
近日，Morketing 推出 2017
年跨境出口电商营销系列报
道，这个系列将会在 2 个月
的 时 间 里， 推 出 7 篇 文 章 +
一场线下沙龙，聚焦跨境出
口电商企业在营销过程中的
可取经验和踩过的坑。本文
为第二篇。

⛙⛙    公司名称：5miles

⛙⛙    采访对象：5 miles 创始人 & CEO 卢亮
⛙⛙    公司类型：移动端跨境电商平台
⛙⛙    是否融资：3 轮融资

⛙⛙    主要品类：提供二手商品交易服务，以及找服务、找房、找工作等 O2O 功能
⛙⛙    市场区域：美国 15 个城市

⛙⛙    营销手段：偏谷歌广告营销
⛙⛙    用户量：1000 万

⛙⛙    盈利模式：向 B 端收取上架费和谷歌 AFS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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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亮是海外移动电商 2 手买卖平台 5miles 的创始人
兼 CEO，今年 3 月，他的公司首度单月交易额突破
4 亿美金。

的跳转交互方式和界面颜色搭配，让 5miles 更像一
个美国本土的产品。

为什么要做一个“美国版闲鱼”？曾在淘宝无线和
兰亭集势任职的卢亮告诉 Morketing：首先是因为
过去 20 年，美国的电商市场没有出现什么腥风血雨，
存在竞争空间，不少中国企业仍在继续出海前往美
国市场；第二个原因则是他和合伙人掌握了在海外
获取精准用户和推广的方法。

把 58 同城在美国的“祖师爷” Craiglist PK 下去

Morketing 专访卢亮，谈 5miles 从商业模式落地、
产品功能优化、到商业变现和未来发力方向。

而在中国，如果从阿里巴巴 1998 年大黄页开始，
到现在已经产生了无数的如团购、垂直化、O2O 等
各种各样的模式，也诞生了无数的公司。所以，中
国在电商的探索远远超过国外，我们经历了各种各
样的模式，打过各种仗，这就是中国团队的优势。

出口电商：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输出 不可持续
卢亮介绍，很早就意识到电商是未来的一个巨大商
机，过去三十年，日本向美国输入（卖）的商品绝
大多数以品牌为主，而中国则是以服装、鞋帽这一
类的产品为主，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输出是不可持
续的。
在中国，商场里的服装很贵，做淘宝或电商有明显
优势。做出口电商的企业自然的认为，服装电商在
美国肯定能做好、做大，然而美国的服装极便宜，
这就导致低价竞争在未来没有太多机会。

谈到中国的电商企业在美国的优势，卢亮表示，电
商加 O2O 在过去近 20 多年里一共有 3 家公司掌握
着美国整个的市场，他们分别是 Ebay，Amazon，
Craigslist。

在美国 Craigslist 是一个私营公司，没有上市，团
队只有 50 人，然而，他们去年的收入为 7 亿美元，
净利润大概在 6 亿美元，这在中国来看是不可思议
的。
卢亮坦言，很多人认为 5miles 是模仿 58 同城，实
际上姚劲波当时做 58 同城就是仿照 Craiglist。今
天，我们的对手还是 Craiglist ，而且我们要在美国
把 58 同城的“祖师爷” Craiglist PK 下去。

卢亮及其合伙人结合过去积累的电商商业模式上的
运营经验，再把中国的无线互联网领域以及创业方
面知识结合后，5miles 就此诞生——一个在海外本
地的二手买卖的电商平台。

卢亮认为，创新，不一定要去做一个全新的模式，
如果 5miles 在防欺诈、评价体系等用户体验方面
比 Craigslist 做的好，这也属于一种创新。或者将
Craigslist 不能在手机端使用的功能，我们结合用户
体验将其实现，这也可以是一种创新。

据卢亮回忆，2014 年刚打算做这个业务的时候，
他自己就去全世界找类似的产品，到处下载，手机

卢亮补充道：5miles 在国内有 40 个员工，在美国
有 25 个员工，加起来不到 70，而 Craigslist 的模

上安装有 2000 多个 APP，并将各种国家语言找翻
译软件后看其内容，目的就是寻找全球范围内同类
APP 的优秀功能，最终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产品上，
然后进驻美国市场。
卢亮认为未来像 5miles 这样的创业公司，从诞生
的第一天开始，就应当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或者
是一个面向海外的企业。为了更贴近美国人的习
惯，在 5miles 本土化的过程中，他们与 Google 的
Project Sand Hill 项目进行了合作，获得了不少产
品本土化的 UE（User Experience ）意见，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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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经被证明是很赚钱的，所以，我们想安下心来
做一家公司，而不是做一个模式。
两种变现方式：向 B 端收取服务费和广告

目前，平台个人用户（C 端）约 1000 万，商家（B
端）大概有 11 万，也就是 1% 的用户是商家。谈及
5miles 的商业变现，卢亮分享，目前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上架费或者服务费，不对 C 端收费，对 B 端
收取；另外一种是靠广告流量变现。

2017-2018

首先，关于上架费，例如汽车品类，5miles 给商家
部分免费（如 10 辆以内），超出 10 辆按月收费，
从 5 美元到 200 美元不等，会有一定的收费空间，
供商家自己选择车辆数量。

十月份做了优化之后，跳出率降低 23％，浏览量上
升、留存率更可观了，注册用户提高了 9 倍，很直
观的看到效果很明显，因为用户的使用体验变好了。

其 次， 利 用 Google AFS (AdSense for Shopping) 踩过的坑：适合德国市场的产品功能，不一定适合
流量变现，就像淘宝有一个直通车帮助卖家做广告 美国
一样，5miles 给 B 端提供广告投放功能和优化手段，
据卢亮介绍，在创业初期，奥地利有一家公司做的
帮助商家更快的卖出自己的产品。
Shpock 跟 团 队 心 目 中 要 做 的 APP 很 像。Shpock
卢 亮 表 示，Google 是 基 于 当 前 的 用 户 行 为 帮 助 后来在英国也很流行。同年 7 月，卢亮跑到这家公
5miles 获取更多用户，而获取的这些用户也更加精
准，所以，5miles 是全美或世界上最早一批接入
Google AFS 的公司。

司去学习。

App 上用了之后，当他使用 PC 的时候，5miles 会
通过 Google 的 DoubleClick 广告平台把他找回来，
这属于跨平台的召回，对电商平台来说，这种召回
是比较有价值的。

这个买家可能就不理卖家了，这是一种。

Shpock 是奥地利人在德国做的，而德国人的思维
非常严谨，他们的产品流程一环扣一环。当时卢
亮认为他们的产品很棒，想在第一期的产品借鉴
采用 re-targeting 广告召回，留存率在 60% 左右
Shpock 的很多功能。其中有一个产品功能是：用
户跟用户之间的聊天内容，将直接影响这个产品的
目前，5 miles 覆盖美国达拉斯、休斯顿等 15 座城市， 状态，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有大约 1000 万的用户量，而大部分流量都是来自
口碑传播。卢亮表示，因为整个团队特别关注用户 比如说，客户每一句话问完以后会有一个回复，回
的留存率、回头率和用户的使用时长。
复之后上面的状态都会跟着改变，就像一个齿轮一
样，后来卢亮把这个功能借鉴到美国。但是，刚开
与亚马逊和 eBay 以及整个电商 APP 的回头率排行 始美国人老是抱怨产品哪出了问题，后来团队跟踪
榜里，5miles 位列前三名。卢亮解释道：在电商领 美国人聊天发现：美国人之所以抱怨产品，是因为
域重新打开 APP 的一般标准在 40% 左右，像淘宝 他们的购物习惯相对随意。
这样大体量的平台大概在 50% 左右，而 5miles 重
新打开 App 的留存基本都是 60% 左右，属于比较 举个例子，德国卖家说 “你喜欢我的东西吗？” 德
高的。
国买家说“我喜欢 ！”“你准备出多少钱？” “我
准备出 20 元”，“好，咱们明天成交”，然后双方
在这方面，卢亮称，这是利用之前的海外营销推广 真的就找一个地方线下成交了。这是德国人，明天
经验，通过 Google 的精准投放、购买关键词等方 绝对成交的。
法既获得新用户又提升了 5miles 的回购率。
然而，美国人就不是这样了，美国卖家：“你喜欢
团队做了一个 re-targeting 项目，比如用户在手机 这个东西吗？”美国买家： “喜欢”；卖家再问，

除 此 之 外，Google 的 PWA（progressive web
app）也极大的帮助了 5miles 降低了跳出率。据卢
亮介绍，5miles 是最早采用 Google PWA 的公司之
一。
在采用 PWA 之后，用户跳出率降低了 50%，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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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是：卖家说 “你喜欢我的产品吗？” 买家
说“我挺喜欢的”“你愿意出多少钱”？ “20”“咱
俩成交”，然后买家又不理卖家了。还有“20 成交”，
买家说 “好”，“明天咱们在哪见面，我把货给你，
你把钱给我” ，第二天有一方可能就不去了。
卢亮总结说，美国人没有像德国人那么严谨，如果
像在德国一样，在美国运营这个产品功能的话，用
户就断掉了。这是 5miles 踩过的一个大坑，后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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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美国人的用户习惯，将 单品类汽车上，5miles 是美国 TOP10 的汽车零售
产品设为不对用户追踪，将系统的一个按纽“催催他” 平台。因此，汽车垂直领域，属于今年重点的发展
去掉了。
方向。
单月交易额 4 亿美元，2017 主攻汽车和数字资产

除此之外，卢亮将重点放在了数字资产上。对于数
字资产的诠释，卢亮说，类似信用一样，当今很多
人在手机上买了很多音乐、内容、视频或音频，这时，
用户的资产很多已经变成数字化了。

卢亮谈到 2016 年 4 月份，单月交易额就已经超过 2
亿美金了，今年 3 月份，粗算一下，可以到 4 亿美元。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易数据！
在 5miles 平台上，有对用户的评价、关乎用户的行
为以及各种各样的积分等，有一点像芝麻信用或者
2017 年，卢亮介绍，新一轮融资将会重点偏向汽车。 积分，逐渐地 5miles 将会把这个作为数字资产，形
目前，每天通过 5miles 平台交易的汽车数量接近 成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个分数做分
2000 辆。
期付款。比如，一个产品价格很高，目前一些用户
可能买不起，但如果你的分数高就可以通过分期买
卢亮解释道：虽然 5miles 是一个全品类平台，而在 到这个产品。

PART 3

海翼 Anker 王时远：从宏观态度到微观执行 将品牌化渗透到每一个环节

中国的企业仍在源源不断的出海，而品牌化和营销手段正在决定公司在市场的竞争格
局和生死。《Morketing》推出 2017 年跨境出口电商营销系列报道，这个系列在 2 个
月的时间里，通过用 7 篇文章和一场线下峰会，聚焦跨境出口电商大企业在营销和品
牌化过程中的可取经验和踩过的坑，此文为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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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湖南海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品牌：Anker

⛙⛙    采访对象：海翼 Anker 市场营销总监 王时远
⛙⛙    公司类型：跨境电商企业
⛙⛙    是否上市：新三板

⛙⛙    主要品类：移动通讯设备的充电和数据传输、智能家电硬件以及车联网等

⛙⛙    市场区域：欧美日发达国家以及中东、澳洲、南美洲、非洲、东南亚市场线上和
线下渠道

⛙⛙    营销手段：第三方平台为主的品牌规划战略
⛙⛙    用户量：2400 万

“未来 5-10 年，跨境出口领域会出现 1000 个标杆品
牌，所谓标杆品牌即中国出口到海外并得到消费者
认可且年销售额在 1 个亿以上的企业，这是未来出
口电商应该走的品牌化之路，而非以往的 B2B 拼价
格的路。”海翼 Anker 市场营销总监王时远在接受
Morketing 专访时对出口电商未来的看法。
作 为 从 中 国 制 造 转 型 为 中 国 品 牌 的 范 例， 海 翼
Anker 是跨境出海电商行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智能设
备品牌之一，也开创了出海电商企业从亚马逊 等电
商平台逐渐渗透到海外线下大卖场的先河。

和口碑打好了基础。从成立到现在，海翼非常注重
产品的研发，包括产品质量、差异化和品质的控制。
据了解，海翼有买手和供应商模式，并不是所有的
产品都是自己研发的，但其最核心以及条件比较成
熟的品类都是自主研发，比如移动电源、充电器以
及数据线，这些是海翼熟悉和擅长，并且有能力去
做的。

也有一些领域，比如海翼股份在去年 9 月开发了新
的品牌 Eufy，正式布局智能小家电市场，用平民
化 的 价 格 来 体 验 智 能 家 居。 据 王 时 远 介 绍， 作 为
从跨境出口电商企业到全球知名品牌，海翼 Anker Anker 姊妹品牌，Eufy 在定位上就与 Anker 有明确
从宏观态度到微观执行将品牌化渗透到每一个环节。 的差异，Anker 的目标群体是男性消费者，而 Eufy
王时远认为：宏观态度就是长期坚持的心态，因为 主要锁定女性群体。虽然首批产品是与其他企业合
品牌化是一个无形且需要长期坚持的事，当品牌与 作的产物，但后期将主攻这类产品的研发。
利润或其他产生矛盾时，坚持做品牌才能给这个企
业带来长期的回报。
Eufy 的差异化不仅体现在定位群体上，也在性价比
和细节设计上与友商有所区别，比如智能扫地机器
而谈到微观执行层面，王时远告诉 Morketing 的记者： 人，iRobot 同类型产品 800-1000 美金，而 Eufy 定
品牌到最后，存在用户那里的就是一张图或者是一 价在 499，性能比如待机时间长达 260 分钟等，都
句话，而在出海电商行业里要形成这张图或这句话， 体现了海翼产品的差异化。
需要三个长期坚持做下去的事情：产品、ID 或包装、
传播，然后将三者整合，这是一个出海电商企业塑 王时远补充道：“外界认为 Anker 品牌做的不错，
造品牌的必须要素。
营销做得不错，但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
的事情是产品研发，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营销都是
基于一个好的产品之上，去做锦上添花的。”
所有的营销都是基于一个好的产品
王时远认为，差异化的产品能够让有竞争力的产品
形成持续的品牌印象，海翼 Anker 在 6 年前成立的
时候，甚至之后的一两年的时间里，虽然营销上都
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但产品的沉淀，为后期的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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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颜值的时代 ，ID 和包装是竞争力
有了产品之后就有 ID，ID 即所谓的工艺设计，比
如这款手机设计成圆弧的，手感是金属材料的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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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外观都属于工艺设计。以 3C 产品为主的海翼
Anker，工艺设计对其来说是非常重要。
然后是包装，最能够体现品牌的视觉元素。在这个
看颜值的时代，ID 和包装就是企业的对外形象，也
是展示在消费者眼前的品位和风格。

比如邀请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科技媒体来评测
Anker 的产品，并给出反馈，也有很多喜欢和认可
Anker 产品的媒体帮助报道和推广 Anker 的产品，
慢慢的 Anker 的品牌和产品得到国外消费者的认可。

网红营销已经成为出口电商企业惯用的手法，且效
王时远介绍，虽然在公司成立时也有 ID 部门，但在 果反馈很直观。去年海翼 Anker 邀请 YouTube 上
3 年前才算进一步建立完整、专业的 ID 和包装部门。 的一个网红帮助评测一下数据线产品，这是一个最
对跨境电商这个行业来说，ID 和包装变成了另一种 坚韧的数据线，建议他拿这个数据线拉一辆卡车，
形式，比如在亚马逊的 LISTING（亚马逊运营工具）， 他做到了，把这个卡车拉起来了，拍了一个视频，
从用户的审美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颜值，来判断 短短几个小时就有 100 多万人观看，促使 Anker 当
是不是用户喜欢的样子和风格。
天在亚马逊上的销量就翻了好多倍。
王时远谈到从产品的定义、设计、研究产品的电路
结构、ID 包装、品质的控制和生产的优化，也就是
除了生产环节本身不做之外，其他都是海翼来做。

王时远谈到，中国的网红在变现的方式上比美国和
韩国做的更成熟，因为中国的电商领先于美国和韩
国，但是在内容产生（拍视频的质量和丰富性）方面，
美国和韩国有很多值得中国网红学习的地方。

除了站内推广 还要掌握新的触达用户和传播的方式

王时远表示，我们非常开放的去学习新触达用户和
传播的方式，并积极的做一些探索，增强这方面的
能力。

品牌化的第三个重点，则是在营销传播板块。
王时远归结两大传播方式：

工厂、卖家、品类？如何能成为独立品牌

一是对于所有跨境出口电商企业都会用到的推广方
式即站内推广，而亚马逊是海翼 Anker 最主要的电 在谈到工厂和卖家哪个更能成为独立品牌时，王时
商平台，比如利用一些广告资源去做新产品的推广， 远认为工厂和卖家都有机会成为品牌，而往品牌化
以及一些核心热卖产品的帮助，产生曝光促使消费 路上，双方各具优势。
者对新产品产生认知；
卖家的优势在于对平台的规则和玩法上更熟悉，只
王时远介绍，海翼在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的销售分布， 要先把规模做到一定的基础，也就是存活下来之后
一方面海翼通过线下渠道拓展，另一方面亚马逊带 再去谈长远的建设，从团队能力和财务的角度会更
Anker 的品牌销往不同的国家。之所以重点布局亚 有底气一些，这是优势。除此之外，卖家对市场的
马逊，主要是因为亚马逊的用户与海翼的品牌定位 敏锐感更强，背后就是对用户的洞察，这样反应就
的吻合度更高，包括亚马逊的消费群体对品质（产 更快。

品和服务、体验）的要求都比较高，在很多卖家眼里，
亚马逊是国内的京东，eBay 则是淘宝。
反观工厂，工厂就是产品，工厂对产品的了解是卖
家不易追上的，发挥出产品天然的优势，这就是得
同时，和很多卖家一样，强调及时回报，就是投入 天独厚的。
产出比，海翼看中的，亚马逊在一些数据跟踪提供
以及营销的维度等全方位的满足卖家的需求。
而做品牌要具体到企业的团队思路，有很多工厂成
功转型的，也有很多卖家成功从线上做到线下的，
二是，除了站内推广，Facebook 等社交媒体以及一 所以，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策略和选择，都有机会，
些大众科技媒体、网红营销和直播等，海翼 Anker 只是看微观的企业如何去做。
都有尝试和体验。

MORKETING

2017-2018

除了企业本身，具体哪些品类更有机会成为品牌？ 的起步积累。
行业内有一个观点，很多人认为有一些品类很难出
品牌，或者几乎没见到什么品牌，被称之为低品牌 从大方面看，电子消费品竞争足够激烈，深圳仍有
忠诚度的品类。
10 万多的企业在做这个品类，他们仍有机会去竞争，
也有机会做成独立的品牌。
但王时远坚信几乎所有的品类都可以出品牌，比方说，
有什么品类的重要性比口香糖还低呢？但你脑海里
只有两个品牌，一个叫益达一个叫绿箭，连几毛钱 结语
的东西，甚至平均到一颗才几分钱，生活中可能你
根本不会想去买，顺便走过路过一个小摊拿一盒的 从一个跨境出口电商企业做到全球知名品牌，海翼
品类，这个品类都能出全球知名品牌，还有什么品 Anker 给出了自己的运营战略和团队思路，将产品、
ID 或包装以及传播，有效整合。如何形成一个品牌
对外的统一印象，从产品规划层面讲，在品牌发展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品牌化的核心，不是品类的问题， 方向这个指导思想上去引导产品做规划，而不是看
到市场有赚钱的机会就跟风去做。
而是企业的问题。
类不具备这种潜力。

在于如何去做品牌，在亚马逊平台上，一个单独的
品牌或者商标也有机会做到一个亿美金以上的，我
们分析发现有超过 100 多个品类，因此，所有企业
都有机会成为某品类的知名品牌。

在组织人员能力、建设以及流程等全方位优化上，
使其产生土壤，让品牌基因成长起来，这将遇到很
大挑战，但到了这个阶段的企业往往能形成品牌竞
争力，品牌能够植入到用户心理层面。

比如，服装、时尚类、户外用品等，福建有几个卖 “好的产品会走入家庭，因为有好的产品就会有消费
家近几年就卖户外帐篷，一个月能赚到几百万。这 者为其买单；但好的品牌能够走进消费者的心里”，
些品类之前并不被看好能做成品牌，但现在去亚马 王时远总结。
逊看那些评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有了相当不错

PART 4

从营销角度看兰亭集势这跌宕十年

对于无论是刚入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的新人还是沉淀数年的出口电商从业者，“出海电商第
一股”兰亭集势的十年跌宕起伏对整个行业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MORKETING

2017-2018

从 2007 年正式上线，到 2013 年纽交所上市成为在
美上市的中国跨境电商第一股，再到从上市 2 个月
后持续到现在的连年亏损，兰亭集势都“率先”经
历着跨境出口电商的无数个“第一次”。
作为全球移动营销第一媒体平台 Morketing 仅从营
销的角度分析兰亭集势“入坑”的可能性因素！也
作为《2017 年跨境出口电商营销系列报道》的第四
篇。
兴
2006 年，兰亭集势由时任 Google 中国首席战略官
的郭去疾、文心、刘俊和张良四人创办，张良是前
网易高管，刘俊是前卓越网副总裁负责运营，文心
是前博客中国网副总裁负责营销，在这样硬实力创
始团队的领导下，兰亭集势带着这种天生的优势基
因开启“开挂”模式。
2007 年 3 月兰亭集势正式上线，上线第一年的收
入就达到了 626 万美元；2009 年 2 月，郭去疾正
式从谷歌中国离职，出任兰亭集势董事长兼 CEO；
同年，兰亭集势上线婚纱产品线，当年销售额达近
三千万美元；2010 年兰亭集势完成了对欧酷网的收
购；2013 年兰亭集势在纽交所上市，成为当年在美
国上市的中国跨境电商第一股；2014 年初，兰亭集
势完成对美国社交电商网站 Ador 公司的收购。

亏损 470 万美元，2014 年亏损 2400 万美元，2015
年净亏损 3940 万美元；2016 年净亏损达 230 万美
元。
连年的亏损也伴随着公司经营问题的出现，2015 年
曾一度爆出兰亭集势因资金流断掉而只给员工发底
薪，直接导致近 500 名员工离职。
此外，2014 年刚任职的总裁马克 • 斯塔宾格斯不到
半年就爆出离职；随后几年内，包括创始人之一的
文心、原 CTO、原 CFO 等高管相继离职。
除此之外，兰亭集势与供应商的矛盾也曾严重激化，
由于经常拖欠供应商货款，并对供应商进行限制，
强制压价、收缴杂费，甚至要求供应商主动降价，
否则搜索排名靠后。
跌宕的可能性因素
很多人认为兰亭集势的跌宕是自身的战略失误导致
的，本文仅从营销战略进行分析其导致的可能性因
素，分别从谷歌搜索等流量渠道和自主品牌的建立
进行分析。
1. 谷歌等流量渠道
兰亭集势是以国内的婚纱、家装、3C 产品为主向海
外提供整合供应链服务的在线 B2C 平台。众所周知，
这类独立站主要是靠流量获取新客户，在海外获取
流量的方式不外乎谷歌搜索。

兰亭集势最初主要是集合国内的供应商向国际市场
提供“长尾式采购”模式，从最初的电子产品，拓
展到了包括家居、婚纱、美容等 14 大类的产品，主
要辐射的市场除了北美和欧洲之外，还向亚洲、中东、 兰亭集势的四大创始人都是互联网出身，其中，郭
南美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 17 种语言的 去疾还来自原谷歌中国。创始之初，很长一段时
网站版本。
间，他们把挣到的所有钱，全部投入购买 Google
在 2008 到 2010 年间先后经历了三轮共计 5127 万
美元的融资后，兰亭集势于 2013 年 6 月 6 日，在
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上市两个月的时间就从开盘
时的每股 9.5 美元飙至 23.38 美元。

AdWords（俗称“Google 右侧广告”，通过关键
词搜索而展现在右侧的链接广告），购买了大约 40
万个英文关键词，曾经在半年内把销售额做到了
200 万美元。

对于兰亭集势来说，Google AdWords 和 SEO（即
好景不长，上市两个月后，兰亭集势被指控人为抬 搜索引擎优化，是一种利用搜索引擎的搜索规则来
高市场价格，被美国三家律师事务所集体诉讼，这 提高目的网站在有关搜索引擎内的排名的方式）是
导致其股价持续的暴跌，数日之内，市值蒸发了一半。 其主要推广方法，公司主要通过搜索时提供的赞助
商链接来获取用户注意。
截止到今天，从兰亭集势的历年年报显示，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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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婚纱、3C 等产品毛利相对比较低，虽然
业务量多，但盈利较少，这是国内做普通产品外贸
B2C 的普遍问题。其盈利主要来源于制造成本的低
廉与价格差。
这类跨境出口电商平台起初都是把廉价国产货卖到
海外，因为很多产品都是 OEM，所以质量也参差不
齐，要想赢得回头客难度较大，因此，只能拼命打
广告、拼流量，但持续下来，营销成本居高不下。
然而，兰亭上市后，随着谷歌算法的变化，导致其
获取流量困难，获客成本大幅增加；再加上 2015
年兰亭在海外建仓储物流又遇到了税务等问题，导
致其资金链陷入困境；以及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进
入跨境出口领域对其造成直接的收入影响，腹背受
敌，使兰亭不得不缩减谷歌等营销渠道的投入成本。
而这种缩减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最新的财报数据
（2017 年 第 一 季 度） 显 示， 销 售 和 营 销 支 出 为
1520 万 美 元， 而 去 年 同 期 为 1420 万 美 元。 销 售
和营销支出占总净营收的 20.9%。而 2014 年第一
财季这个占比为 31.8%；2015 年同期为 27.8%，
2016 年第二季度为 21.4%。可见，兰亭逐年在缩减
营销投入。
虽然兰亭集势的高管曾接受 Morketing 采访时说，
兰亭是按产品线的多渠道组合营销，且以最终出来
的数据做基本的投放决定，进而选择合适的营销渠
道。但不得不说，目前的营销投入比例与创立之初
的营销投入相比，在逐渐减少。
是否可以猜测，兰亭集势的连年亏损和营销正向投
入不足有关系？这个可以作为一种思考。
2. 自营品牌
品牌，一直是跨境出口电商的痛点，因为这个行业
从诞生之时就被贴上“OEM、倒买倒卖”的标签。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国内做普通产品的外贸 B2C
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从贴牌做起。
其盈利主要来源于制造成本的低廉与价格差，这就
决定了出口企业为了提高利润可能会牺牲产品的质
量，这也直接导致回购率低。再加上，随着越来越
多跨境出口电商企业的不断涌入，产品同质化和竞
争愈加激烈。以及海外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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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所有出口企业开始走品牌化道路。
兰亭集势在上市前夕，就已经推出了服饰自有品牌
TS，随后婚纱也有兰亭自营品牌，但事实是，这些
品牌在海外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可能导致的原因
一方面是兰亭对自营品牌的营销推广力度有限（由
历年财报营销投入逐年缩减可知）；
另一方面，由于服饰不像 3C 产品，只要小家电产
品质量过硬、性价比高和外观精致就比较容易制造
口碑；服饰不但要求质量合格，还必须紧跟时下潮流，
符合海外消费者颜值标准的同时，还要看是不是知
名的设计师等附加条件，这些都对服饰的品牌提出
很高的运营要求。
兰亭集势自营品牌在海外认知度的高低也对其业绩
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所以拓展品牌是兰亭集势
寻求业绩增长行之有效的远期战略，且需要一直坚
持。
升级供应商体系和品牌化，局面扭转
2017 年第一季度财报净营收为 7270 万美元，同比
增长 8.0%。兰亭集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去疾表
示：
“公司在第一季度的营收超出管理层预期的上限，
连续两个季度取得同比增长。我们在第一季度的出
色表现直接得益于我们对于既定战略的坚持和有效
实施。”
郭去疾所说的既定战略即是兰亭集势在过去 2 年内
围绕自己外部的供应商库进行了升级，包括对供应
商筛选设立了以下几大标准：第一，选择拥有公司
资质的供应商。第二，更倾向于选择拥有品牌的供
应商，希望供应商的产品在拥有性价比的同时还拥
有品牌的溢价能力。第三，更青睐做传统出口的企
业成为供应商。第四，更愿意和兰亭集势有很强合
作意愿的商家。
目前，兰亭集势所有的供应商均为拥有公司资质的
企业，且近 50% 为品牌供应商，在售品牌数量达
1000 多个。同时，在整个供应链升级过程中，兰亭
集势不只淘汰不合格的供应商，也拓展了新的品类
和供应商，整个供应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目前，据兰亭高管透露，兰亭集势所有的决策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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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导向，由财报可以看出，供应链升级战略
的确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如果在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拓展方面也同样加大力
度升级，可能财报的数据会更好看。

第八章
关 键 词 解 析
PART 1
1. listing 优化
listing 可以理解成一个产品或产品页面，这个页面
里包含这个产品的所有信息，如基本的属性、价格、
图片等信息。Listing 优化是贯穿运营始终的一项工
作，需要从几个维度进行优化，分别从标题、产品
描述、评论、关键词、价格和销量排名等几个维度
进行运营。
2. 专题页
专题页一般是网站内部设置的，针对一个活动、话
题做的页面。
3. Coupon 专区
Coupon 即优惠券。Coupon 专区是专门为用户设
置的，可以领取网站内商品优惠券的页面。
4. 买家秀项目
买家秀意指购买某商品的顾客（买家）把买来的商
品以文字或实物照片的形式在网上展示（秀），供
其他买家参考。买家秀给买家带来一定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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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营销
从而提升电商服务质量。买家秀是买家尽情展示用
户购买体验和心情故事的地方，买家可以通过文字
或图片方式自由的秀出所购买的商品质量和美观，
同时买家可以写下购物心得和卖家提供的服务质量
等问题，同时买家秀也是商家和买家之间的一种互
动的宣传方式。买家秀能够约束卖家的不良行为，
对于买家而言如购买到劣质的商品或者遭遇恶劣服
务态度，都可以通过买家秀方式展示出来。
5. 网盟
广告联盟简称网盟，网盟就是大量的网站组成联盟
并通过联盟平台帮助广告主实现广告投放。对于网
站主特别是大量个人站长来说，网盟是网站盈利的
重要方式，而对于广告主而言，网盟推广实际上是
搜索引擎推广的延伸。从总体上来看，网盟推广虽
然没有搜索引擎推广那么精确，但是它却覆盖了潜
在客户更多的上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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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1. SEO
搜索引擎优化 ( 英语：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简称为 SEO)，是一种通过了解搜索引擎的运作规则
来调整网站，以及提高目的网站在有关搜索引擎内
排名的方式。由于不少研究发现，搜索引擎的用户
往往只会留意搜索结果最前面的几个条目，所以不
少网站都希望通过各种形式来影响搜索引擎的排序，
让自己的网站可以有优秀的搜索排名。当中尤以各
种依靠广告维生的网站为甚。

站外营销
4. EDM
Email 营销（Email Direct Marketing，简称 EDM）
也即：EDM 营销、电子邮件营销。Email 营销是在
用户事先许可的前提下，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目
标用户传递有价值信息的一种网络营销手段。Email
营销有三个基本因素：基于用户许可、通过电子邮
件传递信息、信息对用户有价值。

5. Affiliate
联盟营销（Affiliate Marketing），通常是指网络联
所谓“针对搜索引擎作最优化的处理”，是指为了 盟营销，也称联属网络营销，是一种按营销效果付
让网站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接受。搜索引擎会将网站 费的网络营销方式，即商家（又称广告主，在网上
彼此间的内容做一些相关性的数据比对，然后再由 销售或宣传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厂商）利用专业联盟
浏览器将这些内容以最快速且接近最完整的方式， 营销机构提供的网站联盟服务拓展其线上及线下业
呈现给搜索者。搜索引擎优化就是通过搜索引擎的 务，扩大销售空间和销售渠道，并按照营销实际效
规则进行优化，为用户打造更好的用户体验，最终 果支付费用的新型网络营销模式。
的目的就是做好用户体验。
（1）站内优化
6. KOL
顾名思义就是指网站内部优化，即网站本身内部的 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 KOL），
优化，SEO 站内优化包括代码标签优化、内容优化 指拥有更多、更准确的产品信息，且为相关群体所
和 URL 优化。
接受或信任，并对该群体的购买行为有较大影响力
（2）站外优化
的人。
是指网站的外部优化，就是增加外部链接。站外优
化是个很笼统的说法，包括网站的外部链接和网站
的品牌推广。
2. SEM
搜索引擎营销（Search Engine Marketing，简称为
SEM）是一种以通过增加搜索引擎结果页（Search
Engine Result Pages，SERP）能见度的方式，或
是通过搜索引擎的内容联播网来推销网站的网络营
销模式。
目前主流的 SEM 包含：搜索引擎优化（SEO）、关
键字点击广告（PPC）及付费收录广告（PFI）。
3. SNS
SNS 英 文 全 称 Social Network Services， 即 社 会
性网络服务，专指旨在帮助人们（一群拥有相同兴
趣与活动的人）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
这类服务往往是基于互联网，为用户提供各种互相
联系、交流的方式，比如电子邮件、即时消息服务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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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1. ROI
投 入 产 出 比（Return on Investment）， 简 称
ROI。一定周期内，广告主通过广告投放收回的价
值占广告投入的百分比。
2. CPC
每点击成本（Cost Per Click，简称 CPC）。有的时
候也被视为每千人点击成本（Cost Per Thousand
Click-Through），是以每次点击（或每一千次点击）
为单位进行收取的。对广告主来说 , 避免了只浏览
不点击的广告风险，是网络比较成熟的国家常见的
收费方式之一。
3. PPC
点击付费广告，（Pay Per Click，简称 PPC），是
根据点击广告或者电子邮件信息的用户数量来付费
的一种网络广告定价模式。
4. CVR
转化率（Click Value Rate，简称 CVR），衡量 CPA
广告效果的指标，通过点击广告进入推广网站的网
民形成转化的比例。统计周期通常有小时、天、周
和月等，也可以按需设定。
5. Bounce Rate
跳出率，指某个时间段内，只浏览了一页即离开网
站的访问次数占总访问次数的比例。

效果评估标准
以实际销售产品数量来换算广告刊登金额。即根据
每个订单 / 每次交易来收费的方式。用户每成功达
成一笔交易 , 网站主可获得佣金。CPS 广告同 CPA
广告一样广告主为规避广告费用风险，按照广告点
击之后产生的实际销售笔数付给广告站点销售提成
费用。
9. CPT
每 千 次 展 示 成 本（Cost Per Thousand， 简 称
CPT），对于优质媒体发行商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销
售指标。但因为公开竞价系统的出现使得这一价格
在持续的走低，原因在于程序化交易不再依照内容
而是根据用户行为进行投放，而前者一直以来都是
媒体溢价的关键。然而在程序化交易的支持者们看
来，这一趋势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媒体发
行方通过程序化交易将可以售卖出更多的广告库存。
10. CPM
千 人 成 本（Cost Per Mille， 简 称 CPM）， 是 一 种
媒体或媒体排期表送达 1000 人或 " 家庭 " 的成本
计算单位。这可用于计算任何媒体，任何人口统计
群体及任何总成本。它便利说明一种媒体与另一种
媒体、一个媒体排期表与另一媒体排期表相对的成
本。千人成本并非是广告主衡量媒体的唯一标准，
只是为了对不同媒体进行衡量不得已而制定的一个
相对指标。衡量一个媒体价值的数字。

6. CTR
点击率（Click Through Rate，简称 CTR），指网
站页面上某一内容被点击的次数与被显示次数之比，
它可以告诉你，广告的投放是否成功吸引消费者的
注意。
7. CPA
每行动成本（Cost Per Action，简称 CPA），指访
问者采取一些具体界定的行动来回应广告而产生的
成本，比如说参与视频叠加单元、观看完视频后点
击链接到客户网站，或者完成一次购买。
8. CPS
按 销 量 付 费（Cost Per Sales， 简 称 CPS）， 是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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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MORKETING
简 介

Morketing，全球移动互联网营销圈第一媒体平台。

创意源于 Mobile Marketing，O 从 Mobile 逐步包

含 Global 及更多寓意。在移动互联网和数据技术冲
击下，营销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离这
些变化最近的正是 Morketing。

从 2014 年创办至今，Morketing 从单一媒体发展

We are the world's 1st media platform in the

包括内容报道、线下活动、研究分析、数据库、线

the concept of Mobile Marketing, we adopted

成一个营销人的服务平台。目前，Morketing 产品
上论坛、视频教程以及行业服务等。

global mobile marketing industry. Inspired by
the name of "Morketing", but its connotation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to cover other concepts
like Global. The marketing industry today is
undergoing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under
the impact of Mobile Internet and data tech,

Morketing 愿景

营 销 连 接 商 业 世 界

and we are the media closest to this change.
Established in 2014, we have developed into
a service ecosystem for marketers. Now, our
products include information coverage, events,
research analysis, database，online forum,
video courses and industry services.

OUR MISSION

Connecting Business World with Marketing

MORKETING.COM
MO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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