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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Of The Board



广东微链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广东全球拼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广东省电脑商会 副会长



作为一个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创新创业者
已成功服务几千万互联网用户，他基于对创新技术的大变革将驱动商业全球化

大发展的判断，带领团队，不断创新，朝着打造全球化链商平台的目标砥砺前行。

在中国银行
信息科技部

工作

创立广州
网纵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创立广东
微链科技
有限公司

成立广东
全球拼购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1998年 2010年 2018年 2019年



广州网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0年3月，是创新型网络技术高科技企业。公司专注于网络接入、

管理、优化领域，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先进、可靠稳定的网络设备与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线已涵盖多行业，广泛应用于ISP带宽运营商、教育、政府、企业等行

业，成功帮助数以万计的国内外用户优化与管理好网络，提升网络应用价值！

公司获得中国IT行业创新企业奖及其他资质和荣誉。旗下产品流控大师连

续4年获得行业流控路由产品首选品牌、行业技术创新奖；WIFI大师和缓存大师

荣获中国具创新互联网产品奖。



广东微链科技有限公司
创立于2018年，是全球拼购母公司，专注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研究开发服务，

助力游戏领域的区块链应用落地及互联网商品零售，以“共建共享，链接美

好生活”为使命，朝着“打造区块链第一应用平台”的目标砥砺前行！



The GGbingo 











卖全球、买全球、服务全球
携手全球拼购，共享跨境链商红利
让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让中国品牌响彻全球

诚信、创新、坚持奋斗、协作共赢

链接世界产品，服务全球用户



世界工厂 全球用户



全球24小时卖货
遍布全球的平台运营精英（卖手）

24小时全球卖货，3年内在全球
实现十万人规模的运营团队

供应链平台
全球多产业商品和流通，

卖全球，买全球，服务全球。

合作资源
众筹众创，共建共享，
在全球各区域市场运营
中心

技术创新和支撑
主链技术平台、链商平台、
链游平台、社交平台，流
量汇聚平台。

企业级合作
产业园区

全球分布式

培训&
创业平台

多行业&多品类



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微链区块链研究院微链全球运营中心







4大创新发明专利，25个软件平台著作权证，32个全球商标，网文网证ICP等

多项顶级资质、国家区块链备案      审批、广东省网信办蓝皮书优秀应用案例。



全球商标
32个

软著证
25个







Development History 



2019年3月,全球拼购与米享科技
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备忘录。

2019年4月,全球拼购介绍大会在吉
隆坡隆重召开，拿督、前联合国外
交官、投资女王与300多位嘉宾汇
聚一堂。

2019年4月,全球拼购首轮社区测
试圆满结束，该次测试为了验证系
统与落地模式，发展社区团长。

2019年6月,开启线上线下联
动，全球拼购社区体验店陆
续成立开业。

2019年5月,全球拼购系统上线发布
会在中国第一高塔：广州塔隆重召
开。

2018年10月，公司董事长在迪拜
塔向前来考察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李兆前做汇报。



2019年7月,全球拼购深圳分
享会圆满成功。

2019年8月,柬埔寨商会会长正安成为全球
拼购柬埔寨合伙人，推进柬埔寨市场发展。

2019年9月25日，全球拼购发布大
会在广州长隆。国际会议中心成功
举办。

2019年7月,全球拼购团长分红启
动会成功举办，团长卡正式启动。

全球拼购跨境电商交流会

2019年7月16日，甘肃爱萍大酒店召开全
球拼购分享会，与110位参会嘉宾分享电
商创业机会。



2021年全球拼购链商平台董事长在
广州国际物流展会做全球拼购跨境链
商分享。

2020年12月,全球拼购链商平台年终答谢
会。

2021年10月，广州第3子公司正
式成立。

2021年10月，广东全球拼购跨境
链商成立一周年。

2020年12月，由全球拼购公司参
与发起的阿联酋中国跨境电子商
务协会在迪拜成立。

2019年10月，全球拼购在马来西
亚、印尼、加拿大、越南等国家
相继落地上线。



2021年11月，邵阳市商务局领导莅临
隆回运营中心指导工作

2021年11月，董事长视察长沙运营中心，
晚上8点，现场工作人员业务热火朝天。

2021年12月3日，甘肃运营中心跨
境电商交流会

2022年全球拼购新年答谢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2021年11月，再出发——微链元宇宙，
黄埔一期交流会，参会嘉宾参观子公司交
流合影

2021年11月，湖南隆回运营中心正式
开业



2022年2月《广东省电脑商会2022新
春团拜会》在全球拼购总部召开。

2月25日，全球拼购白云区第二分公司、
第三分公司开展专业知识培训会议。

2月26日，Lazada跨境电商部 
Alibaba 副总经理Andy到访全球拼购
长沙子公司考察指导

2月23日，全球拼购与深圳亚马逊电
商运营团队达成合作

3月3日，甘肃省“十四五”电子商
务高质量发展课题调研组到兰州永
登爱萍大酒店全球拼购子公司进行
实地调研。

2月16日，阿里巴巴集团跨境电商平
台 Lazada 副总经理Andy一行到访
全球拼购总部考察合作！



3月20日，俄罗斯笛娜商贸集团
CEO — Alex莅临全球拼购总部考
察合作，双方为《中俄友谊—中俄
贸易》助力

3月12日，中东投资峰会在阿联酋召开
“全球拼购 ”列为跨境商贸平台合作对象

3月9日，全球拼购肖总带领团队到访万
州子公司指导工作

3月14日，跨境电商资源平台《全球跨境帮》团
队到访全球拼购总部，双方围绕GCBE跨博会、
跨境电商产业带、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产业园、
TikTok直播峰会、跨境培训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

3月19日，全球拼购市场领导人培训会在
广州全球拼购总部成功召开并圆满结束

3月12日，全球拼购总部庄总、肖总
带领团队到访全球拼购南宁子公司，
进行了深入探讨全球拼购服务东盟市
场事宜。



3月26日，全球拼购Bingo团队到访
中山市辉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双方
围绕供应链合作达成正式合作

全球拼购Bingo旗下Tabell品牌成功
入选阿里巴巴AliExpress 《中国好卖
家》，助力中国优质产品卖全球！

3月23日，全球拼购董事长和总经理
到访广州中国原创电商直播基地，达
成初步合作！

3月30日，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领导一行到访全球拼购
总部，双方围绕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
训，达成校企合作共识

4月7日，成功签约3家电商运营团队
进行深度合作。

3月22日，大洋教育股份公司领导
莅临全球拼购总部，双方围绕跨境
电商和直播电商人才培训达成战略
合作共识！



5月1日，全球拼购云浮市运营中心启动，
助力当地跨境电商业务发展！

5月10日，CCTV央视新闻报道全球拼购跨
境电商！

5月10日，中国品牌，世界责任，全球
拼购参加品牌强国先行工程，并接受
“广东电视台”采访。

5月11日，阿里巴巴速卖通团队到访全球
拼购总部！AliExpress重点支持品牌卖家
出海，给予流量支持。

5月18日，全球拼购与到访Tiktok团队、
wayfair电商团队等业界优秀领军者达
成诸多合作共识！

5月27日，全球拼购跨境电商团队到访邵
阳市中南科技职业学院，双方针对跨境
电商专业人才培训达成战略合作。



6月18日，全球拼购荣获
《2022年度最具创新力品牌》
奖项。

6月23日，「创新共赢▪点亮全球」全
球拼购中山灯饰运营基地开业盛典暨
跨境电商就业峰会在广东中山顺利召
开。

7月10日，全球拼购湖南邵阳市双清区运营
中心正式成立。

7月11日，全球拼购跨境APP正式登录
苹果APP Store 、应用宝、华为、小米、
OPPO、ViVO应用商店，欢迎下载体验。

8月1日，全球拼购携手CCTV品牌之星，
助力中国品牌建设，塑造中国品牌价值，
坚持品质，勇于创新，让中国产品走向
世界，让中国品牌响彻全球！

8月13日，全球拼购云上展厅珠宝
数智云基地签约仪式圆满成功



Business Introduction 



1.公司拥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对公
司店铺进行装修、选品、定价、
营销、发货、售后等。

2.公司整合其它各类电商平台运
营团队，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共
建共享。

1



全方位店铺托管运营，利益捆
绑模式，销量才是保障，让您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2



团队拥有多年的电商培训经
验沉淀，专注跨境电商孵化，
面对运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
难点进行各个击破。

3



随着公司体量增大，将上游
与下游成员链接形成网链结
构，最终发展成为F2C、
F2B的商业模式。

4



给客户提供多渠道的FBA配
送方式，打造成熟的跨境物
流体系。

5



中转仓是进出口电商的刚需；

海外仓是海外直邮的集货地。

国内有广州，深圳，东莞中转
仓；泰国的曼谷、清迈，新加
坡，菲律宾都已有海外仓。

6



陕西西安子公司

广西南宁子公司

兰州永登子公司

重庆万州子公司

重庆渝北子公司

顺德运营中心

湛江运营中心

龙泉驿区运营中心

广州天河运营中心

广州海珠运营中心

中山横栏运营中心

云浮市场运营中心

......

广州白云第一运营中心

长沙店铺运营中心

湖南邵阳店铺运营中心

......

子公司 市场运营中心 店铺运营中心

顺德家电供应链公司

供应链公司

长沙培训中心

培训中心

广州白云中转仓

深圳中转仓

菲律宾海外仓

中转仓

上海黄浦市场运营中心

东莞常平运营中心

广州白云第二运营中心

重庆万州店铺运营中心

甘肃兰州店铺运营中心

深圳店铺运营中心

北京丰台市场运营中心 四川成都店铺运营中心

广西南宁店铺运营中心

吉林长春店铺运营中心

东莞中转仓

清迈海外仓

曼谷海外仓

新加坡海外仓

中山灯饰供应链公司



应用创新技术，

链接流量和资本，

全球多产业联动！







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在一起做一件

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感谢 THAN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