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德国贸易之路
通往德国市场的下一步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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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1806年不来梅，德国

www.melchers.de

美最时集团
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1200 名员工遍布全世界，
其中800名在亚洲

55 个公司聚焦亚洲&欧洲
贸易

亚洲贸易 150年
历史

8 个办事处在中国, 6 个在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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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时集团
德国与中国的成功 - 历史

2020年集团净销售额:

5亿欧元
品牌百年灵和百达翡丽的
代表

• 1806年 成立于不来梅

• 1846-53年 在墨西哥，夏威夷成立分公司

• 1819-39年 从进出口业务转为制造业

• 1952-54年 恢复与远东地区的贸易

• 1960 成为索尼消费电子产品的唯一进口商

• 2001公司组织结构重组后获得快速发展

• 2006 – 今天 全世界共计55个分公司 业

务范围扩展至全世界

• 1854年在亚洲扩展业务

• 1866年在香港成立首家分公司

• 1887年 成为北德意志劳埃德船舶公司在中国

和香港的代理商

• 1970年亚洲新办事处成立

• 2005 扩大亚洲办事处网络：以二线城市为中

心 -大连、乌鲁木齐、长春、重庆、哈尔滨

• 2016年 美最时进入亚洲/中国市场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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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历史，中欧贸易

www.melchers.de

◆陈列在中央苏区（闽
西）历史博物馆中的
“美最时”牌马灯。



德国电子商务前景



7

德国电子商务
概况

www.melchers.de

2021年的总销售额为991亿欧元，比去年增长19%，预计2022年将继
续增长。

2020年，德国网上零售业的最大卖家是服装和电子产品。服装占总销
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而电子产品排在第二位，占24.2%，15.1%的销
售额来自于休闲和爱好领域。

据预测，至2024年德国的电子商务用户数量将达到约6800万。年轻人
尤其喜欢在网上购物，平均约有43%的网上购物者在20至39岁的年龄
组中。

客户群

销售额

畅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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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子商务
市场前景

www.melchers.de

电子产品零售

所有种类商品

(客户LOGO)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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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子商务
电子产品的销售渠道

www.melchers.de

来源: EcommerceDB,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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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子商务
市场优势

www.melchers.de

→德国在物流、经商便利性、邮政联盟可靠性和整体B2C电子商务结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拥有建立数字销售结构的完美环境。

B2C电子商务指数

No.6 

152位中的

邮政联盟可靠指数

No.3 

77位中的

经商便利指数

No.22 

190位中的

物流绩效指数

No.1 

160位中的



11

德国市场平台前景
国际市场平台

www.melchers.de

一站式解决方案

• 包含仓储、物流、营销解决方案等的生态系统

• 市场领导者地位保证了低价

• 在欧洲的影响力使我们能够无缝地增加更多的市场

亚马逊 - 跨国电子商务平台，目前是德国最大
的互联网零售商

高用户量

• 德国人口8324万，亚马逊用户4400万

高利润率

• 对同类型产品德国和中国电商平台价格差异大

ebay - 全世界最大的在线电
子商务平台之一

销售额

• 2021年在德国达到12.5亿美元

要求

• 店铺卖家，每年最低收费4.95元

• 平台交易佣金：一般费率约为3.5%-

9.15%

• 非店铺卖家佣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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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市场平台前景
德国亚马逊的竞争对手

www.melchers.de

Otto - 德国领先的在线电子商务平台，总部在德国汉堡

销售额

• 2020/21年在德国为96亿欧元

• 欧洲最大的面向终端消费者的在线电子、时

尚和生活方式零售商

要求

• 需要德国本地公司的营业执照

• 应由德国本地的物流供应商送货； 必须用德语提供客户服务；标题和内容必须是德语；需要增值税

➜美最时是您当地的otto合作伙伴

业务

• otto集团在全球有400多家商店

• 74%的收入通过集团的约100家网店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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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市场平台前景
SATURN & MEDIAMARKT

www.melchers.de

销售额

• 在2021/22年第一季度，Ceconomy AG的

Media Markt和Saturn的销售额约为69亿欧元

• 目前德国线下有134家Saturn店铺；270家

MediaMarkt店铺，全欧洲有870家

优势

• 核心业务是电子产品

• 线上和线下双渠道销售

• 线上销售占32.5%，2021年线上销售额大幅
上升

Saturn & MediaMarkt - 德国和欧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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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市场平台前景
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网店

www.melchers.de

• 创造指定的品牌空间，没有任何竞争产品

• 直接接触终端客户和他们的数据

• 低费用直接降低成本（节省15%的市场费用）

网店的优势

65%的德国公司拥有网站（2021年）

通过一个指定的网络平台，你可以与客户互动，
增加消费者的信任，推广你的品牌

在德国，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网店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德国约有15万家网店

流量是通过品牌意识、线下活动和社交媒体的努
力而创造的

➞ 53%的德国公司使用社交媒体营销



我们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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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参考客户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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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我们？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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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MMERCE TEAM 电商团队

www.melchers.de

Roman Will
Head of Digital Office 

Germany

电商项目总监

Alexander Schultz
Key Account Manager 

关键客户经理

David Liu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Photo

背景
- 在欧洲超过10年的品牌电商规划和管理

经验

背景
- 曾就职于亚马逊中国担任高级区域发展经理，

担任卖家顾问，对品牌出海和卖家运营管理拥
有丰富经验

- 就职于施华洛世奇中国，超过8年的B2B销售
管理经验

背景
- 多年德国知名游戏公司亚马逊运营总监，

拥有丰富的欧洲、德国电商运营管理经验
- 曾在短短9个月完成新品Amazon Choice“ 

Janika Scherbaum
Digital Project Manager –

Marketing

电商项目经理-市场推广

背景
- 多年欧洲电子商务市场推广经验，KOL

管理，平面设计，数据分析经验丰富

Matthias Behmk-

Marotzke
Key Account Manager –

Marketplaces

关键客户经理-多平台

背景
- 拥有20年的欧洲消费电子管理经验
- 8年专业化德国多平台市场管理经验

Pit Voss
Media Design Specialist

多媒体主任

背景
- 多年媒体设计和软件开发经验
- 图片设计，视频设计和编辑，网页规划

设计专家



19

• 关键词分析优化

• Listing内容本土优化

• 图片和视频

• 店铺设计和A+页面

• 本土语言关键词分析

• 活动设置和管理，优化

• CRM

• VOS

服务包 1:亚马逊营销
„增加当地品牌影响力”

www.melchers.de

页面形象本土化优化 流量管理 客户管理

• 国际品牌咨询，品牌策划
，品牌定位，市场&选品分
析和建议

▪ 我们绝对本土的优势与德国
KOL建立了伙伴关系，策划
和制作社交媒体推广内容

▪ 覆盖Facebook、Instagram

和TikTok等

▪ 强烈影响着德国人的购买行
为

▪ 我们和当地KOL的网络帮助
您完成优秀的产品测试视频
系列

品牌构建 社交媒体营销 产品测试视频

平台内

平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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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营销
例子: FRUGALINO 社交媒体运营

www.melchers.de

社交媒体运营
• Instagram&Facebook

• 一年半时间收获2000 

关注者
• 有机内容和赞助内容

特殊的赠品活动带来
1000至3000次互动

影响者营销
开展15项活动，推广产
品，增加流量，并与社

区互动

平均每月有208次有机访问和2643次付费访问转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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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POST FRUGALINO SHOP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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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POST FRUGALINO SHOP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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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营销: WESTINGHOUSE HANDMIXER

www.melchers.de

Available on
- Amazon
- Otto
- Google Shopping
- Kaufland

Source: Instagram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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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外营销案例-社交媒体视频推广

-绝对本土化口味，视频内容策划和欧洲本土场景拍摄

-直接对接，提供多个KOL选择+社交媒体高效推广，迅速提高
销量和品牌曝光

-高品质画面和手法
-定制内容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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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渠道

www.melchers.de

强大的、遍布欧洲的联盟
营销商合作伙伴网络

强大的、遍布欧洲的
KOLs合作伙伴网络



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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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货接收

• 质检

• 翻新，维修

• 贴标换标

• 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

• 一级和二级的售后服务咨
询和销售支持

• 我们不仅代表中国制造商
面向终端客户，也面向亚
马逊或otto等平台

服务包 2: 售后
„如果它有一个开关，我们就可以处理它!“

www.melchers.de

售后维修翻新 内部呼叫中心 欧盟责任人

• 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网店
和合作伙伴网络销售您的
二手商品

▪ 如果您们的产品无法修复，
拆卸和利用损坏的技术保留
可用备件

▪ 备件可用于下次维修
或者直接出售

▪ 高素质的电子技术人员
▪ 维修过程细化到芯片水平

二手销售 生态循环利用 维修和翻新至再上架

客户支持

产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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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
内部呼叫中心

www.melchers.de

• 入境指示和操作说明

• 分析性故障识别和设备调试协助

• 新安装指导&协助

• 设备操作&部件协助

• 任何服务问题的处理

我们提供：

超过800平方米的工作室
（呼叫中心）

位于德国的中心地带

经过专业培训的人
本土客服人员

可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或市场渠道

联系

超过15年的本土运营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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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
维修与翻新

我们专注于电子产品售
后，拥有超过15年的服
务经验

位于德国中部，基础设
施和交通完善

超过30名高素质的电气
工程师和讯息技术人员
团队

与客户的定位评估会议
（报告服务水平）

严格履行关于每位客户
“维修权”的欧盟指令



30

我们提供售后维修服务的客户来自多国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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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服务过更多欧洲产品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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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德国专业精神 维护您的每一件产品

www.melcher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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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
维修与翻新

www.melchers.de

地处欧洲中部位置的优势使快速修复和翻新成为可能

提供所需零部件
• 在车间里储存和使用

技术人员培训
• 维修流程精确到每个产品
• 让团队熟悉新产品和流程

开始维修计划评估维修方案
• 通过我们的技术人员

进行拆卸
• 编写详尽的方案报告
• 时间：1周

维修方案和流程将根据客户的个人需求进行调整

提供产品样品
• 需要了解产品的构成

报价 & 合同



多渠道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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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母语人士组成的团队创
建A+级产品页面

• 关键字优化，广告管理

• 优越的平面设计师创意等

• 用母语进行关键词分析

• 活动设置和管理

- 页面管理等

• 全范围的商店管理，包括
广告，设置和页面等

• 物流管理

服务包3: 多渠道销售（其他平台和渠道）
你的商品得无处不在，直接增加你的销售业绩”

www.melchers.de

eBay Otto Saturn & Mediamarkt

• 网络商店的建立和管理

• 建立后端业务

▪ 通过Instagram和谷歌购物
促进产品销售

• 我们与零售连锁店有长期
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MediaSaturn等）可以在
必要的时候协助您开拓线
下市场

专属网站 社会化销售 线下渠道

平台管理

直接面向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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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SATURN AND MEDIAMAKET

www.melchers.de

现状：入驻门槛高，您需要。。
1.德国当地公司营业执照

2.德国本地海外仓库存和发货，退货

3.德国当地物流商配送

4.德语电话客服

现在：您只需要。。

德国VAT和商标，必要认证

其他都交给我们，包括：
1.选品市场建议

2.产品通过我们的账号上架
Listing编辑，关键词，页面

3.广告活动管理
4. 海外仓库存服务（可选）

5. 消费者订单配送
6.客服中心

7. CRM管理 我们在合作的伙伴，
取得优秀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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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他平台收入上涨： (ebay, 
Kaufland, Metro, Saturn)

www.melchers.de

• 选品，德国市场上推出合作伙伴的适当的产品
• 为客户提供页面风格、关键词和语言的本地化服务
• 广告和流量活动服务

我们帮助客户获得显著的销售增长

57% 
亚马逊平台收入上涨：

平均业绩数据

产品界面 产品介绍

24%
OTTO平台收入上涨：

前5名多渠道客户的平均收入分布

服务包3: 多渠道销售
„你的商品得无处不在，直接增加你的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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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www.melchers.de

Roman Will
数字化业务发展负责人

roman.will@melchers.de

Alexander Schultz
数字化项目经理

alexander.schutz@melchers.de

David Liu
销售经理-中国区

davidliu@melchers.com.cn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