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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宣言

满怀着自豪、希望与信心，我们在此介绍

第一期的 Asian Sources 杂志，这份月刊杂

志将为亚洲消费品出口至西方提供商业资

讯服务。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企业创立于一个经济

低迷的时期，主要出口市场美国的需求滑

坡以及整体经济的不确定性，严重的影响

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我们深信，推

动贸易空前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我们对

未来有充分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贸易关

系中买卖双方的能力。

因此，我们坚定的推出了这份杂志，希望

为国际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承诺，

我们将尽心尽力，使 Asian Sources 成为国

际贸易的促进剂，推动国际贸易持续、稳

定、健康的发展。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将通过

有说服力的、专业的广告信息，提升亚洲

制造产品及相关进口服务公司的推广潜

能。另一方面，我们将通过杂志中的编辑

报道，为负责采购、分销及推广决策的西

方商人们收集亚洲供应市场的信息，分析

其发展并预测其走向，尽量消除国际跨文

化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我们的创立还有更加广泛深远的意义。我

们相信，只有在东、西方商人之间建立起

持久互惠的贸易关系，才能促进物质的丰

富，从而实现世界和平的理想。藉此坚定

信念，我们反对那些不利于贸易关系及世

界和平的因素，无论他们与这份杂志的关

系如何。保护主义及其他限制自由市场竞

争的因素，追求私利的官僚机构，以及投

机或目光狭隘的商人，这些都是我们反对

的对象。

但是，在我们开始投身于国际贸易服务的

使命之际，让我们把所有的负面因素都抛

诸脑后，因为有更多的积极因素让我们倍

加乐观的面对未来。

创 刊 宣 言

1971 年 2 月



我们的使命

以适当资讯，在适当时机， 

通过适当渠道，连结全球买家 

和供应商

买家	 	

•		全球产品及供应商搜寻	 •		更快捷的评估

•		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		供应商及市场资讯

供应商

•		全球推广及销售渠道	 •		更短的产品上市周期

•		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		买家及市场资讯

团队成员

•		稳健的公司	 •		个人发展

•		职业机会	 •		激励型的环境

•		业界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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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优质的买家及供应商社群

 “中国制造”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生产成

本上涨、产品质量参差等诸多挑战。而科技

的进步使生产、贸易、销售和消费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供应商亟待通过独特的推广方式脱颖而出，

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买家；买家也亟需高效

的平台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环球资源自创立起，四十五年来始终专注于 

B2B 领域，以专业和诚信打造优质的买家和

供应商社群，同时亦深受买卖双方高度信赖。

业界独有的优质买家社群

超过 140 万名国际买家，包括 95 家全球百强

零售商，以及亚马逊网站上的超级卖家，这

些买家都使用环球资源的服务进行高效采购，

并且他们都是经核实的高质量买家社群：

•	 活跃买家：过去 12 个月内，使用至少一

种环球资源采购服务的买家。这些服务包 

括：环球资源展、环球资源网站、采购杂

志以及产品资讯速递。

•	 已核实买家：在环球资源举办的展会现场

经过面对面核实的活跃买家。

环球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吸引买家，包括搜索

引擎优化及推广、电子邮件推广、网站推广、

参加第三方展会等。

与此同时，更通过独有方式筛选出预先注册

或参加环球资源展会、订阅环球资源杂志的

顶级买家，为供应商提供无可比拟的优质买

家社群。

独特的已核实供应商社群

环球资源独一无二的“已核实供应商”体系，

帮助供应商向买家展示专业、可靠的企业形

象，快速赢得买家信赖。

•	 已核实供应商：所有供应商的营业执照和

业务范围都通过了第三方认证公司的认证

审核，以确认供应商是合法和实体存在的

经营单位。

•	 已核实制造商：供应商是合法登记的制造

商，并在营业执照资料中清晰记录了供应

商的产品制造范围。

•	 供应商评估服务：环球资源与国际知名第

三方机构合作，为买家提供涵盖供应商的

生产设备、产能及产品质量等多项能力的

评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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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优质的买家及供应商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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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整合推广

电子商务打破了贸易在时空上的限制，但是

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网络诈骗层出

不穷。今天，越来越多的买卖双方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展开贸易。

环球资源拥有亚洲第一个 B2B 贸易网站和 14 

年专业办展经验，为买卖双方提供了线上线

下无缝组合的专业贸易平台。

行业垂直化

碎片化的信息同时困扰着贸易双方。一方面，

供应商需要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突显自身的

独特性；另一方面，买家需要在众多无用信

息中快速筛选出满足自身需求的供应商。

环球资源专注 16 个特定行业，提供深度行 

业化网站，以及按产品细分的行业展会和贸

易杂志，提升推广及采购的效益。

环球资源网站	GlobalSources.com

聚焦酷产品，同时网站内容深度行业化，产

品及供应商信息详尽丰富。新产品特色版块

每日更新，独家发布知名第三方调研机构最

新数据和展会动态，持续高效吸引买家关注，

促使买家发出询盘。

网站首页特设 O2O 专区，来自 O2O 供应商

的精选产品在黄金位置呈现，帮助供应商彰

显企业实力，与此同时，帮助买家迅速锁定

目标供应商。

环球资源买家 App 应用，即手机版环球资源

网站，让买家随时随地轻松搜索产品，及时

发送询盘和询价，并可获得个性化产品推荐，

同时买家还可以通过此应用在环球资源展会

上享受丰富的采购体验。

环球资源展

每年四月和十月在香港举办多场专业采购展

会，聚焦热门行业，覆盖创新产品，其中包

括环球资源消费电子展、移动电子展、礼品

及家居用品展以及时尚产品展。

为买卖双方创造面对面接触的机会，深入洽

谈，达成合作。截止 2017 年，展会到访买家

总数超过 200 万人次。

展会开辟多个特色专区，包括分析师推荐专

区，各种新品发布会、体验区以及一系列针

对亚马逊卖家的服务，同时特别举办各类高

峰论坛，不仅有效促成贸易，还能帮助买卖

双方洞察商机，运筹帷幄。

展会上特设创客空间（Startup Launchpad）， 

聚合初创企业领袖以及制造商、海外分销 

商、零售商、媒体、投资者，全力推动创新 

发展。

环球资源贸易杂志

杂志包含了丰富的新产品报道、供应商及产

品广告，帮助供应商迅速吸引买家关注，区

别于竞争对手。

每年四月及十月刊杂志为展会专刊，在展会

现场向参观买家派发，帮助供应商接触高品

质展会买家。

行业垂直化	O2O	贸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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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买家习惯线上、线下同时采购

80% 买家经常或定期使用环球资源网站进行采购

54% 买家会在展会月内下单

*	来源：环球资源展买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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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网站、展会、杂志等推广渠道的强强组 

合，环球资源还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辅助

买卖双方更高效、便捷的达成合作。

生意通

领先业界的询盘管理系统 “生意通”及其手

机应用“环球生意通”，是迄今为止 B2B 业

界唯一实现了云端信息同步的询盘管理系统。

它帮助供应商轻松管理询盘、甄选询盘，随

时随地与买家进行沟通，并可在展会中即时

获取买家的线上及线下采购动态。同时还可

实时跟踪查看询盘报告，轻松管理外贸团队。

外贸工作坊

每年举办 60 余场外贸工作坊，针对当下最 

热、最新的外贸话题，提供高品质、实战性

强的出口营销技巧和操作实务课程，如询盘

分析、关键词、外贸团队管理等。为外贸经理、

外贸业务员，提供近 5,000 个培训席位。

除了面对面授课外，近两年来启动的网络直

播培训方式，突破时间、空间限制，有效覆

盖更多外贸从业人员，帮助出口企业全方位

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专业的外贸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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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出口精英的领先管理资讯

1992 年，环球资源推出中文月刊《世界经理

人》，以“卓越管理实践 成就企业精英”为

使命，以全球视野传播领先管理实践。2017 

年，世界经理人迎来创刊 25 周年。

世界经理人利用杂志、网站、论坛、移动端

及社交媒体等多种交流平台，汇聚逾 400 万

中国高级经理人精英社群。

为中国制造发声

世界经理人的社群大部分来源于制造行业，

这一行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为满足读者对

制造业不断发展、探索的需求，世界经理人

以专业调研、封面专题、管理解读、名家访

谈等形式对制造业热门话题进行精准解读。

助力企业“智”学成长

今天的商业环境变幻莫测，需要中国企业管

理者懂管理、善推广。世界经理人通过“智

学成长”系列论坛及活动帮助中国出口企业

不断成长壮大。

智胜未来出口系列论坛：每年举办 30 多场，

力邀经济学家、行业权威、企业代表等共同

探讨包括智能制造、工业 4.0、创新等出口及

制造业热门话题，为中国制造实现转型升级

出谋划策。

高端管理培训：联合多家资深培训机构，为

企业精英打造专业实用的管理培训课程，有

效引领企业管理者寻找最佳管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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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2013 年，环球资源与深圳国际机械制造工业

展览会（SIMM）达成协议，收购旗下相关 

项目。

机械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 

 “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下，市场巨大并且增

长迅速。收购深圳机械展加强了环球资源在

该领域的影响力。

至今，SIMM 已经发展为总面积 110,000 平方

米，参展企业总数超过 1,200 家，观众总数超

过 92,600 人的大型专业展会，成为机械产业

人士采购、学习、交流的良好平台。

环球资源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公

司在特定领域的领导地位。

2017 年，环球资源携旗下商业管理媒体世界 

经理人，打造全新品牌“智投道合”（China 

InvestMatch），为中国企业搭建海外投资及战

略合作专属服务平台。

环球资源拥有优质而稳定的中国制造业社群，

以及逾 400 万来自世界经理人的精英社群，

因而，充分了解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与需求。

 “智投道合”品牌凭借专业的国际视野和深 

厚的国际市场运营能力，围绕海外投资主题，

与权威机构合作，举办系列海外投资论坛及

专题活动，为投资双方搭建面对面高效沟通

的平台，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发掘海外投资机

遇，最终实现企业升级与全球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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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双方信赖的贸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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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其他渠道打广告，不如来参加

环球资源展。我们每次参加环球资源展

都能在现场接到订单。这是我们第三次

参展，展位已从	18	平米拓展到	36	平

米。我们的展位已经预订至	2019	年，

并将升级使用	72 平米展位。持续参展

十分重要，去年走访了我们展位的买

家，今年向我们下了订单。

Salina Huang

广州麒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在环球资源展上直接向买家推

广产品，再利用环球资源的网站平台全

年与买家保持联系。使用环球生意通	

App	可以轻松收集买家信息，并能查看

他们的询盘情况。线上线下渠道相结合

才能创造最佳的推广效果。			                                          

劳飞强，总经理	

吴江市德沃纺织有限公司

							环球资源对供应商进行核实，我们

信任这个采购平台。我们参观环球资源

展十年了。这里的新产品、新供应商以

及新创意对我们很有帮助。与其他展会

相比，环球资源展规模更大，服务更完

善，产品更丰富。我能在这里找到层出

不穷的新创意。

Mario De Sena，首席执行官

意大利	Techmade

							来环球资源展采购前，我会通过环

球资源网站寻找需要采购的产品，并与

供应商安排会面，订购样品。在环球资

源展上能找到广交会等其他展会上从未

展出过的独特产品。电子商贸专区的研

讨会让我受益匪浅。让人惊喜的是，现

场还有亚马逊卖家接待中心。明年我会

再次参观环球资源展。

Hamzeh Kirresh，副总裁兼销售经理

巴勒斯坦的摩托罗拉经销商	

买家感言

供应商感言



集装箱运输为国际贸易带来巨

大变化，亚洲四小龙崛起、中

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亚洲金融

危机、网上	B2B	贸易兴起

环球资源大事记

1970s-80s 1990s

1970	年	 韩礼士先生在香港创立	 	

	 亚洲资源（环球资源前身）

1971	年	 Asian Sources	创刊

1974	年	 推出第一本行业贸易杂志	
																		Electronics

1980	年	 推出《中国出口商品专刊》，	

	 覆盖中国供应市场

90	年代	 发行多本行业贸易杂志

1992	年	 	《世界经理人》创刊

1995	年	 推出首个国际贸易网站		

	 —	亚洲资源网站

1999	年	 	“亚洲资源”更名为	

	 	“环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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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泡沫破裂、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为全球第

一大出口国

德国工业	4.0	浪潮推动制造业

升级

2000s 2010s

2003	年	 首届环球资源展在上海揭幕

2004	年	 首创买家专场采购会

2006	年	 环球资源展进驻香港

2007	年	 首创“已核实供应商”体系

2011	年	 推出“已核实买家”体系

2013	年	 收购深圳国际机械制造	

	 工业展览会

2016	年	 推出环球	O2O	方案，网	

	 站升级，展会聚焦酷产品

2017	年	 环球资源宣布黑石集团	

	 收购公司全部股权

2017	年	 环球资源网站主页改版，	

	 并新增	O2O	推广专区

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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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我们产品和服务的更多详细信息，请扫描上方的二维码，或浏览我们的企业网站	

www.corporate.china.globalsources.com

环球资源媒体联系：

苏慧雯

电话：(852)	2555	5040
传真：(852)	2518	8764	

电邮：GSpress@globalsources.com

了解产品及服务详情，请联络：

中国大陆

电话：800-870-8887					400-602-2028

中国香港

电话：(852)	2831	0222

中国台湾

电话：0809	070	701

大连北京

青岛

西安 合肥

南京

常州 无锡

盛泽 • 苏州

杭州

上海
嘉兴

宁波
义乌

台州永康
温州

福州

晋江 • 泉州

漳州 • 厦门
汕头

台北

佛山 • 常平 • 广州 
顺德 • 东莞 • 龙岗 
江门 • 中山 • 深圳
阳江 • 珠海 • 香港
 

新德里

孟买

首尔

马尼拉

胡志明市

新加坡

环球资源遍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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