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最大电子商务企业
Koreacenter.com
2000年MAKESHOP 首次，开始提供租赁行
网店解决方案服务。MAKESHOP与其他公司所
提供的服务相比，有显著的区别，这种差异
化服务，使得MAKESHOP的网店ASP服务占有率，
在韩国、日本、中国等东北亚市场 独居首位。
此外，对于打入日本、中国、美国、德国的
市场，韩国中心公司也成为了典范 ，因此也
具备了国际化IT企业的资质。MAKESHOP不断
发展新模式的 E-business和扩张线下事业，
为了使利益最大化，今后MAKESHOP会不断尝
试各个领域，并且不断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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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现状

工作人员

核心价值
 韩国中心公司追求的最终目标

销售额

韩国 440名

720
韩国中心公司追求的目标

580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创造更多的价值

510
海外 250名

390

鼓励创业者，为创业者加油

2011 2012 2013 2014

走在前沿，成为世界领袖

Makeshop&MALLTAIL 合算
(单位 : 亿 韩元)

德国 - FRA
KOREACENTER.COM
日本 – 东京
中国 – 上海

美国 - CA
- NJ
- DE

Since 2000 / Koreace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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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center.com
公司沿革

2000 – 网店 ASP Makeshop 全面上线
2001 – 被中小企业指定为“有发展前途的Venture企业”
被中小企业指定为“技术Venture企业”
2002 – 全体网店用户突破“1万人”
认证为技术革新中小企业
2003 – 大韩民国 电子商务“大奖”
2004 – 设立中国 上海 独立法人“Korea&china”
首尔市 Venture 大奖

2008 – 设立美国分公司 MAKESHOP N COMPANY Inc
荣获韩国网络一等奖“韩国网络振兴院奖项”
2009 – 荣获 IT Innovation 一等奖“韩国知识经济部长授予
2010 – 日本配送服务”MALLTAIL”全面上线
2011 – 美国新泽西 MALLTAIL上线
中国配送服务”MALLTAIL”全面上线

走向大韩民国 电子商务的历史
2001-2004
2005 –

2012

2005-2007
2008-2011
대한민국 전자상거래의 역사와 함께 했습니다

大韩民国电子商务 大奖
日本 GMO 网络集团资金合作
2006 – 认证为技术革新中小企业
2007 – 韩-日
2013自动翻译系统“MAKETRANCE”全面上线
2014
与SKT协同，网店ASP行业最出的”MoBILESHOP
“服务上线 MAKESHOP 突破10万用户 被评为优
秀ASP服务（信息通信部，韩信息社会振兴院）

2012 –MALLTAIL特拉华物流中心开启
MALLTAIL首尔物流中心开启
建造多种语网店解决方案”MAKEGLOB”全面上线
2013 – MAKESHOP,与中国 “帮我买com”合作
为海外用户提供韩国国内购物网站OKDGG 全面上线
获得美国专利网站安保系统”BLACKSHIELD”

走向大韩民国电子商务的历史
CEO Kim Ki-rok
Sep. 16, 1968: Born in Daegu Metro City
Graduated from Dept of Management, Sungkyungwan University
1995 ~ 1999: Corporate Financing Team, Samsung Card
1999: Operated Korea Center, a perfume-specialized internet shopping mall
2000 ~ present: CEO of Korea Center Dotcom Co., Ltd. (makeshop)

2012-2013

About

Koreacenter.com
公司沿革
MALLTAIL, 手机客户端更新上线
韩国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官方主页上线
MAKESHOP，手机客户端主页制作解决方案“shopnote"更新
MALLTAIL,业界首次实行二手商品补偿制度
韩国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中文官方网站上线
海外销售平台 taillist，重新更新上线
SNS广告综合解决方案“FACEGRAMO"上线
MAKEGOLB,世界首例”国际SMS“发送服务上线
MALLTAIL，black friday综合情报网站上线
韩国中心集团有限公司举办”SHOP FORUM 2015“
农产品销售平台”farmtail"上线

2014 – MALLTAILCaravan代配送网站”CARAVANTAIL”上线
KOREA.COM 成长历程故事图书出刊
由（HiddenChampion，MAKESHOP）到MALLTAIL
MALLTAIL海外直购专用“MALLTAIL移动APP”上线
MALLTAIL首尔物流中心扩张
MALLTAIL代配送服务开启
MALLTAIL特拉华州物流中心扩张
KiM Ki Rook 代表 被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走向大韩民国 电子商务的历史
2014

2012

2015
2015 – MALLTAIL累积会员数突破100万
MAKESHOP搭接移动ADD的平台“POWERAPP”上线
MALLTAIL与中国中华电子支付有限公司签署MOU
2013 MAKESHOP挭捷购物商城“ONE CLICK2014
SERVICE”上线
KOREA.COM- 大韩商会 电子商务技术资格实验业务协议
MAKESHOP 2015年 大韩民国 网站解决方案部门品牌价值 获得大奖
MALLTAIL 德国物流中心扩张
MAKESHOP 被选为网店设计师资格验证系统企业
MALLTAIL 中国物流中心扩张
韩国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汉阳大学，E-商务讲座、国际技术产业签约仪式。
MAKESHOP, 手机客户端专用couponbook“stampang”软件上线
MALLTAIL, 美国德拉华物流站扩张

走向大韩民国电子商务的历史
CEO Kim Ki-rok
Sep. 16, 1968: Born in Daegu Metro City
Graduated from Dept of Management, Sungkyungwan University
1995 ~ 1999: Corporate Financing Team, Samsung Card
1999: Operated Korea Center, a perfume-specialized internet shopping mall
2000 ~ present: CEO of Korea Center Dotcom Co., Ltd. (makeshop)

网店 ASP No.1 Makeshop

MAKESHOP网络解决方案招牌公司 为互联网创业者 提供所需的所有服务。
2000年 第一家 电子商务综合解决方案网站 MAKESHOP 国内上线，无数个网店店主，通过 MAKESHOP实现了创业梦想。
MAKESHOP对创业进行培训，协助店主打入海外市场 同时还提供 商城联动以及广告等营销服务。
MAKESHOP 为了所有人的互联网创业梦 ，我们会不断的努力，且不断的发展下去。

提供能让所有人成功的服务系统
是我们MAKESHOP的志愿！

 MAKESHOP 竞争力
网上创业培训

Shop Inside
桌面图标营销: BEACON

经销图标 BEACON

电子商务实务人才 培训

HIGH MAKESHOP
政府认证的保安系统

BLACK SHIELD

新概念移动服务

MallTalk
韩国网店进军海外市场

OKDGG
makeglob

由进军海外到营销战略

 MAKESHOP :
大韩民国代表网站,MAKESHOP与你同在

SEAN 经营的网站 : ：LILSEAN

女式服装网站 :NANING9

男式服装网站 : ABOKI

<@ MORE >

MAKESHOP
智能时代! 手机购物 MAKESHOP 先拔头筹！

malltalk

手机商城 2.0

SHOPNOTE

EDGEBOOK APP

连接 店主与顾客的手机聊天工具
可以追踪快递和得知打折信息！

手机商城的最强者
可以随意编辑自己手机网店的页面!

可以利用智能手机 制作自己的手
机 主页， 不管是个人，公司，业
务员都可以 通过SHOPNOTE 宣传!

每日更新
网上购物， 打折信息，最新购物
咨询

Malltalk 运行画面

malltalk PC 版本画面

国内首列 购物聊天工具, MALLTALK！
MAKESHOP 首列推出 购物聊天工具，店主可以利用该软件
进行店铺广告以及店铺的管理。顾客可以轻松的得知优惠信息
和物流信息 还可以得知支付信息。
-

与店主 1：1进行对话。
MALLTALK PC 版本! 在PC上也可以轻松管理 手机顾客。
可以通过MALLTALK 获得 线上和线下的优惠卷。
限时打折, 新款到货, 时时得知各种信息!
可以收藏感兴趣的店铺 ，一起阅览。
分别在不同的店铺购物，可以捆绑发货。

手机商城界面

MAKESHOP的自信, 手机商城2.0
提供手机客户端最优化的使用体验!
在手机客户端上同样可以享受，MAKESHOP 主要服务和功能
包括，手机优惠卷以及 各种优化与手机商城的最新功能。
- 加入MAKESHOP的会员，就可免费享受贵族般的服务品质。
- 在任何智能设备上 ，都提供最优的服务品质。
- 随意编辑店铺 样式和菜单栏的位置 支持 D4功能
- 把SNS ,MALLTALK,SHOPNOTE, EDGEBOOK 连成网络
加强广告效果。
- 支持5个 PG公司 (可以单独 进行手机设置)。
- 手机专用升级功能 和现场拍摄上传的功能。

手机商城 MY PAGE 功能展示

BEST 手机商城

由海外进军到营销战略, MAKESHOP提供海外进军服务

MALLTAIL首尔物流中心

进军海外不再是难题。与 MAKESHOP 一同解决烦恼，更加轻松！
只要申请全球海外市场的服务，就可以得到OKDGG提供的，英语、日语、中文的多国语言翻译服务。以及MAKEGLOB 提
供的简单构建网站的服务，还可以享受 MALLTAIL首尔站提供的，安全迅速实惠的配送服务

海外进军支援服务

MALLTAIL首尔物流中心

海外PG

国际配送

海外营销

海外办公室

全球 线上/下 营销
中国&日本 进军专业团队结构
支援美国进军 MakeShop&Company，与你在一起

Makeglob 是 韩国语/英语/中国语/日本语 各种语言形式所组成的 提供 海外解决方案的网站.
韩, 中, 日, 英 同时上线! 一键式管理

韩, 中, 日, 英 手机软件商城

业内首例!韩, 中, 日 管理员语言包

一键式管理，可管理4种语言商城

动一动手指就可以通过 手机开设店铺!

业主的管理画面可把 4种语言自
由转换

{ 在海外创业，最终走向成功，通过 MAKEGLOB ONE-STOP 去除
烦恼 }
简单迅速开设海外 网上商城
提供商品联动服务

使用原有的团队，运作海外网上商城
提供 网上咨询、电话咨询服务

提供商品自动翻译

物流公司信息联动系统

提供 独创性设计

商品图片自动摆设至主页的窗口

构建

MAKEGLOB 主页展示

运营

MAKEGLOB 招牌网店
NAINGIRL

有效的
广告

灵活的广告营销和 SEO功能
POWER X LIGHT (有保障的广告)
日本 经济型

预订单成比例的广告模式

SEO – 国内最高端的解决方案, 性价比最高

全力
支援

运作团队全力配合
连接海外知名论坛
支持海外 SNS
连接海外 强力买手

MAKEGLOB的 招牌 网店
PARTYSU

向全球60多个国家提供 网上商城服务, OKDGG!
简单的海外进军

提供多国语翻译

只需申请就可进军海外!

支持韩文、英文、日文、中文等4国语言 提供针对海外顾客的策略

针对海外的策略

支持海外支付
提供简捷的海外支付系统

电商数 1000个,

商品数 100万个!
还在苦恼进军海外吗? OK DGG 为您解决!

打入海外市场 STEP 1.

打入海外市场 STEP 2.

海外销售

构建海外商城
入驻OK DGG 就可以简单的打入海外市场！

向全球的顾客展示您的商品并销售
提供海外物流费优惠卷, 积分和各种优惠 !

会员数

日访问量

月营业额

15万人

约 20万次

$ 300,000

打入海外市场 STEP 3.

迅速的发货
通过MALLTAIL向海外发货
检验/检测 等各项过程MALLTAIL替您完成
全球各个区域， MALLTAIL负责安全送达

知名品牌&网店入驻

MALLTAIL首尔物流站
不仅仅对国内顾客， 对待海外顾客，MALLTAIL同样尽心尽责! 向海外的顾客 同样提供 最快速的发货 ‘MALLTAIL首尔站’
驻扎在首尔物流的中心地段，靠近 HANJIN物流、 CJ物流 可以提供最快捷的物流服务.
因为靠近 仁川机场和金浦机场 ，使得航空运输更加便利.
只需从 国内 MAKESHOP 物流站发出到海外即可。

繁琐的物品发货也可以解决

买大力多年丰富的物流经验

全球发货

解决 退货&A/S问题

提供 向全球60多个国家的 特殊配送服务

在国内提供 海外购买产品的 退货以及 A/S 服
务

支持进军海外

各个国家直接运营&正式职员

支持OKDGG, MAKEGOL 等 网点的 海外扩张

所有的物流站都是以 MALLTAIL的正式职员组成，毫无
发货风险。

MALLTAIL首尔物流站
物品检测, 从新包装 到支持多国的语言

从安全的配送到简单的直购服务, Makeshop N Company

(MAKESHOP N COMPANY)是 MAKESHOP 成立的法人公司 是全球性电子商务企业.
MAKESHOP N COMPANY 继承了 MAKESHOP的 最核心的系统开发经验和 海外配送服务， ‘’ MALLTAIL“上线后，满足了
简单便捷的海外直购的需要. 韩国中心的 MAKESHOP N COMPANY 提供 与 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德国等全球网络为
基础， 独具特色的电子商务服务.

海外直购配送是什么？ 在海外网站上选购商品后 通过我们公司当地的住址（私信含）之后在发送到韩国顾客
手上。 这满足了国内消费者 Global Shopping 的需求
海外直购配送 vs. 代购
通过海外直购配送公司，消费者申请购买的商品之后，需要缴纳如
{ 海外网站标识的价格 + 海外当地物流费 + 消费税 +航空运费 + 关税 + 代购手续费 }
反之, 使用海外直购配送服务 消费者不必缴纳 代购手续费, 如加入海外商城的会员 还可以享受 各种优惠 及 物流费打折 等等， 比代购的价格实惠很多。

MALLTAIL总会员 100万！ 一年发货量 164万件!(14年
使用当地人员, 直接管理物流站 等等 坚实的团队
提供‘安全可靠的配送’ 服务

无丢件风险的智能化物流系统
MALLTAILCA

标准)

国内最大海外直购，服务差别化的服务品质

最高品质的服务
当地负责人确认服务
通过韩国客服中心1：1咨询
提供补偿和入仓信息服务

MALLTAIL承诺
业内最初,实行最高的补偿政策
重量误差补偿政策+无条件补偿政策
退货的产品，经过公司内部销售，销
售的利润全额捐献

值得信赖的物流
专门使用韩国籍的航班
没有丢件和延迟收件的担忧!
所有站点直接运营管理

最高品质的服务

买大力的故事
国内最大直购论坛运营
关于海外直购的所有信息就在
www.MALLTAILstory,com

MALLTAIL reword服务‘mallree’
在mallree合作的网站购物
可以获得一部分的积分
NEW MALLTAILreword服务
www.mallree.com

MALLTAIL承诺

海外，国内没有区别

业内最初，业内最大！海外直邮服务NO.1的承诺

相比其他租赁仓库运作的物流公司，MALLTAIL所有站点是直接进行
管理的，所以提供的服务质量是最优秀的。并且，没有加入保险也
可以补偿到 $500美元 对于易碎物，可以补偿到 100% 。MALLTAIL
公司是唯一实行此项政策的公司。

MALLTAIL作为海外直邮服务的先驱，因实行，业内首例、业内最大
补偿政策 使得 Global Shopping 毫无担忧。
- 业内最广补偿领域, 不加入保险也可以获得 最高$500美金的补偿
- 如果加入保险，只要支付产品价格的3% 就可以得到全额的补偿。
- 业内首列，对易碎物品(瓷器, 碗具, 玻璃制品, 等) 提供补偿。
- 业内首列，对再次购买的同样产品提供补偿。
- 发货出错时 与补偿的范畴无关 顾客可得到 15% 和优惠卷 3张
- 在测量重量时出现偏差，MALLTAIL将对其做出相应的赔偿，MALLTA
IL把它称为重量安心制度。
- 通过MALLTAIL公司内部交易，会把返还回来的产品按低廉的价格出
售 ，然后把所有的收入全额捐献。

- 有专门的电话客服，提供补偿信息和订单查询服务。
- 1:1 资讯平台运作。
- 提供与当地物流站的工作人员直接进行‘入库信息确认’的服务 放
置发货错误。
- 提供 减轻重量和减少体积的 再次包装服务。
- 申请退货时 免费提供上门取件服务 。

所有站点直接运营管理 & 专门使用韩国籍航班

运营国内最大直购论坛

值得信赖的物流

MALLTAIL的故事 = 直购信息+优惠信息+交流

MALLTAIL自营的物流站，可以准确提供发货时间。因为只使用韩国
籍的航班，所以更加迅速，更加安全。
- 世界5个国家7个海外站点（美国 CA/NJ/DE, 德国, 日本, 中国, 韩国)
所有 站点都是MALLTAIL直接运营。
- 当地站点的工作人员都是正式职员。
- 对比租赁仓库运作的物流公司更值得信赖。
- 专门使用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公司的 韩国籍航班。
- 在日本的MALLTAIL使用的物流是Fedex公司的特殊配送服务。

MALLTAIL直接运营的海外直购交流平台，主要讨论海外购物和县官
情报，是46万用户沟通的国内最大平台。
- 提供美国/ 日本/中国/德国 直购 最热优惠信息 。
- 提供直购商品的商品评价和尺码 。
- 提供幼儿和生活情报，发展成女性30岁年龄层的沟通平台。

关税、物流费合算，毫无担忧的海外直购！海外直购就在MALLTAIL，购物在TAILLIST！
还在因为海外直购难而烦恼吗？TAILLIST可以为您解决困扰。
TAILLIST是 MAKESHOP公司自己运营的海外直购网站。通过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当地的MD，把人气商品按合理的价格提
供给韩国国内的消费者。

与海外当地MD之际沟通
保证100%正品

TAILLIST 主页

语言不再是难处
提供韩语翻译功能，因而更加便利

复杂的关税和物流费用合算
商品的费用里包括所有费用

MALLTAIL担保您的物流
国内最大海外直邮公司
MALLTAIL海外直邮服务

海外人气商品团购

多种海外直购 招募会

人人都可以享受简单明智的海外直购体验
海外直购就在MALLTAIL‘TAILLIST’

海外代配送服务 首位，买大利担保的caravantail
caravantail货的欧洲，美洲的品质认可，并提供进口，展示，销售最后到售后等服务。
Caravantail 已最高档豪华 caravan 英国ELDDIS品牌，德国优秀品牌HOBBY,FENDT caravan,还有大众
可以购买的 T-cube caravan 等 多种品牌而构成，引领着露营用品市场。

CARAVANTAIL

海外直邮？
MALLTAIL具有丰富的海外直邮经验，MALLTAIL承诺，把顾客购买的产品安全的发送到顾客手上。

昂贵的拖拉式房车?
在顾客所要求的产品基础上 我们会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售后服务?
我们所提供的拖拉式房车在国内也有分公司，所以对于售后服务请不要有任何担忧。
安全的物流

合理的价格

有保障的售后服务

About

Koreacenter.com
社会贡献

Cocendaum
韩国中心一直在向往“充满爱的世界”，

时刻在努力“培养创意人才”

Visual Identity


Twin Birds

一对翅膀、一双腿，飞翔的两只小鸟代表着“韩国中心”和“社会”对 爱和分享的意志。



Happy Face & Heart Shape

两只背对着背，面带微笑的小鸟，呈现出爱心的图样，形象的说明了韩国中心所向往的充满爱的世界。

文化艺术支援

Brand Slogan
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

支援低收入家庭

韩国中心与世人一同创造的 美好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