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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新贸节/ MARCH EXPO 

3.5 - 3.31 

优品、优商、优服务 

Discover New March！ 

原名：“3月采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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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贸节背景介绍 
1.  三月新贸节背景 
2.  三月新贸节对商家的价值 
3.  商家星等级 



三月新贸节背景介绍 

•  三月新贸节是阿里巴巴国际站在买家端从Sourcing到Trading心智转变的切入点，通过一系列的贸易营销场景的渲
染和烘托，使买家集中体验到平台提供的优商优品和确定性的服务，从而实现买家使用体验的提升，对商家认知和
信任的提升。； 

•  展会是传统B2B贸易的核心形态，从一年两度的广交会，和即将到来的CES展可以看到买家对展会的期待，通常奔
着“找新品”、“挖新商”、“看趋势”而去 

•  三、四月为黄金采购旺季，是B类用户开拓业务，为一整年的生意做计划，寻找新商机的关键阶段，同时一年一度
的广交会在4月召开，全球买家的采购意向已基本梳理成计划，3月正是顺势承接的好时机 

•  “新”是核心诉求： 

撬动春季第一单 
新买家尝试首单试单 
老买家发起本季新单 

New  
Plan 

New 
Product 

New 
Supplier 

New 
Service 

传统外贸旺季背景下，国际站持续打造优商优品优服务，助您抢占先机。 



三月新贸节背景介绍——价值 

•  为买家提供更多优商优品，强化买家对阿里巴巴优商、

优品、优服务的体验； 

•  通过造节的方式，持续影响买家心智； 

•  为商家带来更多新商机； 

•  商家参与国际站大促活动，借助活动场景不断打造自身优

商、优品、优服务的综合实力； 

•  让商家持续享受线上数据化沉淀带来的新商业价值； 

对买家 对商家 



12月冲刺赢取采购节报名资格； 
1月完成报名参加采购节； 
2月全力备战； 
3月抓商机赢订单，抓住这4个月，就能为你的2018年赢取开门红！ 

新贸节节奏介绍 

1.8 1.22 3.5 3.31 12.31 

赢取新贸节报
名资格 

新贸节 
商家报名 商家备战 

新贸节正式活动
期 



商家星等级说明（很重要！） 
商家星等级说明： 
1. 国际站根据商家近3个自然月信用保障交易额与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来评定商家星等级； 
2. 商家星等级越高，将越优先享受各类营销活动参与资格及更多网站权益等； 
3. 本次三月新贸节报名，以第一批商家星级，即2017.12.31的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2017.10.1-2017.12.31的信用保障交易额来评
定星等级，届时二星、三星商家可优先报名参加行业/特色活动会场。 

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60 
近3个自然月信用保障交易额 ≥1万美金 

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70 
近3个自然月信用保障交易额 ≥10万美金 

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80 
近3个自然月信用保障交 

易额 ≥30万美金 
 

可优先报名3
月新贸节行业

活动会场 

一星 

二星 

三星 

新贸节背景介绍——商家星等级 



新贸节背景介绍——商家星等级权益 

一、星等级的正确打开方式：登录MA后台 

三、KA商家权益 

二、星等级介绍 

四、常见问题 



第二部分     招商报名 

1.  招商报名门槛 
2.  报名流程 
3.  商品发布要求 



招商规则（很重要！） 
会场 招商规则 

 
 
 
 

大市场 

1.  信用保障服务亮灯，具体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1）截至2018.1.15，过去180天（2017.7.19-2018.1.15）至少有一笔预付款匹           

        配到账的信用保障订单，且订单状态正常（非纠纷、非关闭、非取消）； 

   2）180天内（2017.7.19-2018.1.15）新签国际站会员，已开通信用保障服务； 

2. 所有的阿里巴巴国际站用户账号（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报名账号）的历史违规分值< 24，且严重知识
违规次数 < 1； 

3. 阿里巴巴国际站付费供应商（包含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4. 会员到期时间>2018.4.30或已成功续费； 

 
 

14个行业 
活动会场 

 
／ 
 

特色活动会
场 
 

 
 
 
活动商家要求： 
    1. 符合大市场商家报名要求； 

      2. 商家主营行业在活动会场所涉及的23个一级类目中，具体参考后续招      
        商报名页面各分会场行业要求； 
    3. 商家星等级在二星及以上，具体参考下方商家星等级标准； 
活动商品要求： 
    报名商品必须满足该分会场要求，以后续招商报名页面具体说明为准。 

招商报名——门槛 

Ø  9月采购节期间完成活动
会场交易额目标的商家，
无论星级，也将优先获取
报名活动会场资格； 

重要提醒： 
1.商家需要在2018.1.31
前完成税局备案或退免税
资质的办理，否则可能会
影响商家正常参与三月新
贸节（包括但不限于接
单、一达通出口等），请
商家尽早办理和上传； 
备注：以一达通mo系统
上传备案回执或退免税资
格认定书的时间为准。 



招商报名——报名流程 

商家报名时间：2018.1.8-2018.1.22（北京时间） 
审核时间：2018.1.31起登录查看审核结果， 晚2.2审核完毕 

注：1.所有商家（无论大市场商家还是活动KA商家）都需要先报大市场； 
       2.活动KA商家按照主营类目，只能报14个行业活动会场之一，后台自动显示商家可报名的会场； 
       3.活动KA商家可以同时报一到多个特色会场，以后台显示入口为准； 
       4.报名时请仔细阅读招商报品页面的要求再报名； 



 
场馆 

 
大市场 

 
14个行业活动会场 

3个特色会场 折扣专区 

包邮馆 样品馆 义务小商品馆 

 
 
 

商家基础门槛 

信用保障服务亮灯
（2017.7.19-2018.1.1
5期间至少有一笔预付
款匹配到账的信用保障
订单或新签国际站会员
开通信用保障服务） 

 
 

1.符合大市场商家门槛； 
2.截止2017.12.31，商家星等级在二星及以上 ； 

3.商家主营行业符合会场要求； 

 
 
 
 
 
 
 
 

商品基础门槛 

仅报商不报品 1.符合场馆类目要求； 
 
2.报名商品中至少需要
填报5个新品（商品发
布或编辑时间晚于
2017.12.1），且需填
写新品推荐理由，不少
于30个字； 
 
3.报名商品为询盘品； 
 
4.每个商家可报10
个——100个商品，产
品图片符合优图规范； 

1.符合场馆类目要求； 
 
2.必须是2017.10.1之后
发布或编辑过的一口价商
品； 
 
3. 商品设置包邮的运费模
板（包邮目的国必须含美
国）； 
 
4.商品包邮价格符合要求； 
 
5. 每个商家 多可报5个
商品，产品图片符合优图
规范； 

1.符合场馆类目要求； 
 
2.报名商品须为一口价
商品，须设置支持拿样
功能； 
 
3.样品馆内商品以该行
业内的新奇特为主，不
是打折倾销； 
 
4.每个商品的 小起订
量须为1件，即MOQ=1； 
 
5.每个商家 多可以报
名4个商品，产品图片
符合优图规范；  

1.符合场馆类目要求； 
 
2.2017.10.1之后发布或
编辑的一口价上架商品，
说明推荐理由，如为新品，
需填写新品推荐理由，不
少于30个字； 
 
3.报名商品MOQ区间
（ 小起订量）2—100； 
 
4.报名商品需在发布或编
辑产品时在发货期内填写
为3天，且活动期间买家
付款后72小时内发货； 
5.产品图片符合优图规范； 

1.符合场馆类目要求； 
 
2.报名商品为一口价商
品； 
 
3.报名商品活动期间折
扣力度大于9折，且对
应商品的库存量须
>=100； 
 
4.报名商品非海外仓商
品； 
 
5.每个商家 多可报10
个——100个商品，产
品图片符合优图规范； 

招商报名——行业活动会场&特色会场要求 
报名开始时间：2018.1.8 
报名入口：MA后台左侧-营销中心-专场活动 

终以实际上线页面结果为准 



招商报名——商品发布要求（含新品视频） 

新品定义：2017年12月1日以后编辑或者发布的商品 
活动KA商家（报名行业活动会场或特色会场的商家）：报名时需要至少报5个新品，且新品需有新品视频。 
大市场商家新品及新品视频装修无要求，但为更好的吸引买家，建议大市场商家也依据下列标准发布产品。 

视频要求 具体内容 
 

视频规格 
时间长度：30 ~ 45秒 
尺寸：1920*1080 
视频帧：25 fps（尽量达到即可，非必要条件） 
如有旁白说明， 好外接麦克风或另外录制 

 
 
 

视频内容 

独特的科技亮点特色，或所应用的新技术，例如：材质、功能用途、规格 
得奖成就或专利资质，例：红点设计奖 
其他特殊亮点，需可量化，例：所生产的 LED 灯每年节约效能当于 300 座火
力发电厂 
以上产品优势皆需用英文表达，并至少列举 5 点 
产品不可用静态图片代替 

 
 
 

禁止出现的内容 

二维码 
非阿里巴巴或商家以外 logo 
站外 app 下载 
站外引导交易 
片头 
剧烈抖动 
使用假模特 
9:16 比例（竖屏） 

活动KA商家：必须 
大市场商家：可选 



招商报名——温馨提醒 

温馨提醒： 

1.  风控原则，在三月新贸节期间会依旧保持实时的同步，触及风险底线的商家，阿里巴

巴有权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活动的资格/权限。 

2.  活动期间，请各商家务必保证交易的真实性。对于被平台判定为虚假交易的行为，会

进行相应的平台扣分处理，累计达到24分及以上会影响新贸节的参与权益。 

3.  完成报名的商家，建议在1月31日之前完成一达通的退免税资质办理及相关备案手

续，否则可能会影响商家正常参与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接单、通过一达通出口等）。 



第三部分  活动场馆设置及打标规则 

1.  场馆设置 
2.  重点行业会场 
3.  特色会场 
4.  打标规则 



活动场馆设置及打标规则——场馆设置 



好消息！！！新增5个行业报名会场！ 

新增会场 对应⼀一级类⽬目 报名时间 

2018年年国际站3⽉月新贸节-原材料料 
Chemicals 

1.18-2.6 Rubber & Plastics 
Minerals & Metallurgy 

2018年年国际站3⽉月新贸节-礼品⼯工艺品 Gifts & Crafts 1.18-2.6 
2018国际站3⽉月新贸节--交通运输 Transportation 1.18-2.6 

2018年年国际站3⽉月新贸节-办公⽤用品&服务设备 Office & School Supplies 1.18-2.6 
Service Equipment 

2018年年国际站3⽉月新贸节-纺织⾏行行业会场 
Textiles & Leather Products 

1.18-2.6 

重要提醒： 
1.报名路径不变：MA-招商活动中心（或营销中心）-专场活动 
2.除原材料和纺织会场外，仅对相应行业二三星商家开放，无特批，实际以CRM系统打标为准。 
（打标：新贸节KA邀约名单） 
3..除新增的5个会场外，报名时间仍旧截止到1月22日，过时不可报名，无特批通道，审核时间为1月19日至1
月31日； 
4.新增5个行业活动会场：随报随审， 晚2月8日结束 
5.商家主营类目：按照商家发布产品命中 多的一级类目，为商家的主营类目； 



活动场馆设置及打标规则——场馆对应一级类目 

终以实际上线页面结果为准 

���
三月采购节招商报名（大市场+活

动会场）链接汇总_商家版 

行业活动会场 对应一级类目 备注 
工业标准件 Tools 

报名时间1.8-1.22 

Hardware 
Mechanical Parts & Fabrication Services 
Electrical Equipment & Supplies 
Measurement & Analysis Instruments 
Security & Protection 

原材料 Chemicals 
新增加招商类目，报名时间1.18-2.6 Rubber & Plastics 

Minerals & Metallurgy 
运动玩具礼品 Sports & Entertainment 报名时间1.8-1.22 

Toys & Hobbies 
Gifts & Crafts 新增加招商类目，报名时间1.18-2.6 

机械 Machinery 报名时间1.8-1.22 汽摩配 Automobiles & Motorcycles 
Transportation 新增加招商类目，报名时间1.18-2.6 

包装印刷 Packaging & Printing 

报名时间1.8-1.22 

服装 Apparel 
珠宝配饰 Timepieces, Jewelry, Eyewear 

Fashion Accessories 
鞋包 Luggage, Bags & Cases 

Shoes & Accessories 
数码家电办公用品 Consumer Electronics 

Home Appliances 
Office & School Supplies 

新增加招商类目，报名时间1.18-2.6 Service Equipment 
纺织 Textiles & Leather Products 
美容个护 Beauty & Personal Care 

报名时间1.8-1.22 
建材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家居园艺 Home & Garden 
家具 Furniture 
灯具! Lights & Lighting 



活动场馆设置及打标规则——重点行业会场 

行业 3C HOME Fashion 工业 

心智 抢得先机 当季定制 柔性试单 高性价比 

新品 

1.  主打大品牌3C周边配件
（创新配件） 

2.  热门数码新品（Ex.迷你
投影、电竞耳机） 

3. 智能设备 

1. 家饰流行色、流行风格 
2. 家装新功能产品 
3. 环保材质餐饮具用品 
4. 家具园艺行业新设计 

1.  2018流行款式 
2.  夏季热款及秋冬新款服装 
3.  网红同款美妆及饰品类 

1.  新型号/新功能：商家 新研制 
2.  新应用：用于物联网，新能源车

等 新领域 

新商 
1. 新品商家（品类升级） 
2. 同款商家（货源迭代） 
3. 可提供中美包邮 

1. 有设计研发能力 
2. 生产环保商品能力 
3. 可提供售后服务 

1. 能提供快速打样（50件起订） 
2. 能提供同款低价 
3. 可提供中美包邮 

1.  中国知名品牌 
2.  知名品牌代工（国际标准接轨） 
3.  可提供售后服务 

以四大行业策略为背景，围绕“新商新品”挖掘垂直品类优势，优先打透 



特色 工业十大品牌 中美包邮 小商品 样品市场 马来西亚 

心智 专业实力 包邮 新奇特 1件索样 产地直供 

品 工业品牌商家新品 
明星产品 

快销热品 
 现货交易 
 中美包邮 

款式多样且品类丰富的
珠宝、配饰、工艺礼

品、玩具为主 

双11 TOP10快消品类 
热门现货 
MOQ=1 

主打食品（橄榄油，蜂蜜，
燕窝等） 

 橡胶（医护类橡胶制品）和
家居（木质家具） 

商 

1.国内外知名工业品牌；
2.工厂直供； 
3.产品视频； 
4.视频看厂； 
5.售后无忧； 

1.  可提供中美包邮 

1.  低MOQ 
2.  有现货 
3.  高折扣 
4.  可提供中美包邮 

提供返单抵扣优惠 1.  JAKIM认证食品商家 
2.  橡胶家具出口实力商家 

发挥产业优势，打穿细分品类人群心智 

活动场馆设置及打标规则——特色会场 



活动场馆设置及打标规则——打标规则 

标签 规则 卖家对象 展示场景 上标时间 下标时间 

氛围标 所有报名审核通过的商家以及对应的询盘商品 
&所有报名审核通过的一口价商品 

中国大陆供应商/
香港供应商/台湾
供应商/马来西亚 

PC首页 
搜索页 

商品详情页 
旺铺 

PST 3.5  
0点 

PST 4.1 
0点 

验货标 所有报名审核通过的商家以及对应的询盘商品 
中国大陆供应商/
香港供应商/台湾

供应商 

PC搜索页 
PC商品详情页 

PST 3.5  
0点 

PST 4.1 
0点 

优品标 所有活动KA对应的询盘商品 
&所有报名审核通过的一口价商品 

中国大陆供应商/
香港供应商/台湾
供应商/马来西亚 

PC搜索页 
PC商品详情页 

PST 3.5  
0点 

PST 4.1 
0点 



第三部分   营销玩法 
1.  营销玩法一览 
2.  验货 
3.  支付手续费减免 
4.  中美专线物流 
5.  卖家自营销 



验货 •  预付款$1000及以上，免费享受专业验货 
   (打标商家的商品全覆盖) 

物流 

用户下单手续费减免 
•  E-checking全免 
•  信用卡手续费免费 
•  TT美国用户免费* 

•  快消品中美包邮（现货） 
•  中美海运拼箱（家具） 

服务前置撬动交易 让利促销促活市场 

手续
费 

营销玩法一览 *以新贸节期间实际上线规则为准 



阿里验货 

风险包赔 

•  通用标准 
•  固定人/日 

•  分行业标准 
•  高抽检程度 

•  20倍验货费用赔付 
•  专线VIP客服 

市场价值：$88 市场价值：$200 

培养买家心智：阿里验货=品质确定 
由阿里甄选验货公司，全程把控验货环节，并背书结果；同时为商家提供阿里集采优势价格 

基础验货 专业验货 

预付款$1000及以上，免费享受专业验货 
 

*以新贸节期间实际上线规则为准 



支付手续费 

支付方式 目前收费标准 采购节方案 

信用卡 2.8%     2.4% 免费 

E-checking $15/笔   免费 免费 

TT（预付款） 不变 美国买家免费 

三月新贸节期间，买家支付手续费减免 *以新贸节期间实际上线规则为准 



中美专线物流 

卖家包邮 中美拼箱服务 

快消品【现货】 
3C/Fashion 家具行业+深圳-美西专线 

中美包邮 阿里承运 

•  【买家视角】将物流环节前置到信保订单起草环节，服务和价格可视化，买家可自行选择并勾选下单 
•  【服务打通】中美拼箱流程走通，塑造“阿里承运”的买家心智 

*以新贸节期间实际上线规则为准 



商家自营销 

视频营销 旺铺装修 样品返单 

新品视频 
企业实力视频 

视频询盘 

升级旺铺2.0 
选择官方新贸节旺铺模板 

提供一口价样品 
同时设定样品返单优惠 

*以新贸节期间实际上线规则为准 

升级至旺铺2.0且选用官方新贸节旺铺模板： 
活动KA商家：必须 
大市场商家：可选 



① 入口：进入My Alibaba后台-建站管理-管理全球旺铺 

② 升级：点击“立即升级”进入旺铺2.0装修后台 

*点击“立刻升级”后，前台页面不
会立刻生效或被覆盖，此按钮仅为进

入新版2.0旺铺装修后台的通道。 

三步升级旺铺2.0，选用官方新贸节旺铺模板 



新版2.0旺铺装修攻略略 只要③步!
③ 发布 系统已预设多个模块，进入编辑器后可直接发布，完成装修 

发布成功后，电脑端或手机浏览器访

问店铺域名，可直接查看到旺铺效

果！ 新版Alibaba买家app中也能

查看哟~ 

且升级发布新版旺铺后，旧版旺铺内

容自动保存，可随时切换~ 

5 三步升级旺铺2.0，选用官方采购节旺铺模板 

官方新贸节旺铺模板预计2月初上线 

活动KA商家必选！ 

大市场商家可选 



第四部分   商家攻略中心 



商家攻略中心 

商家攻略中心是三月新贸节商家端唯一官方页面，内容包括三月新贸节各阶段规则、优质视频内容、明星客户故事、外
贸服务、常见问题等。掌握三月新贸节一手资讯，关注这里就够了！ 
 
链接：https://activity.alibaba.com/supplier/4a34c79c.html  

路径：My-Alibaba-商家频道-商家成长-右上角banner 
商家攻略中心入口 

第1步 

第2步 



第五部分   商家核心备战攻略 
1.  信用保障服务 
2.  商品发布 
3.  询盘回复 
4.  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 
 



5.1    信用保障服务 



信用保障学堂-视频中心上线！ 

4-6分钟简短视频，下单、支付、发货…各个流程基础和常见问题，哪里不会学哪里！ 

你是帮客户防患于未然，还是出了问题再着急？赶紧告诉转发客户吧！ 

视频中⼼心连接：https://peixun.alibaba.com/series/detail_CSMML818.htm?tracelog=wmqzmy  



5.2    商品发布 



优化产品质量运营总结 

信息功能 详细说明 

清晰的产品分类 店铺产品信息太杂乱，主营类目不清晰，无法根据具体材
质款式选择，希望有类服装展会的产品类目 

工厂照片/视频 希望看到工厂环境，工人工作的照片和视频 

工厂服务（竞争优势） 希望看到卖家所具备的服务能力，尤其是有优势的物流，
货期，售后服务等 

采购核⼼心痛点 

找品耗时 

优商难选 

服务⽆无保障 

结合买家需求优化装饰店铺，吸引更多新买家，提升老买家转化。 

买家关注店铺的核心内容 



店铺产品类目清晰： 

店铺首页多类目主营类目导航清晰，单一类目分季节/用途导航明确 

明星店铺运营-主要类目优化 



工厂生产流程清晰，工人照片写实： 

工厂实地生产流程+工作团队照片加强卖家身份的真实可信度，增加买家信任感 

明星店铺运营-工厂生产照片+视频 



工厂服务凸显，快速抓住买家眼球： 

工厂根据自己的生产特色，凸显个性化服务，快速拉动转化 

明星店铺运营-工厂服务(竞争优势) 



主营⾏行行业 优秀店铺模板 
服装 https://winnerclothing.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M1fnVH 

https://nicelee.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NEZbIE 
https://aoxi.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6gU8jn 
https://ingor.en.alibaba.com/ 
https://hingto.en.alibaba.com/ 

美容 https://msq.en.alibaba.com/ 
https://kabeilu.en.alibaba.com/ 

家具 https://chinagrd.en.alibaba.com/ 
https://jennifertaylor.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cMIAiZ 

礼品⼯工艺品 https://polyarts.en.alibaba.com/ 
https://ownerparty.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sy6skh 

汽摩配 https://yiyuan.en.alibaba.com/?spm=a2700.wholesale.shnsopsi9.1.49e9a73alkKyZN    
https://carscop.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Vka2i2  

⼯工业标准品 https://landingtools.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BIyhMw 
https://covna.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XqVmzD 

家居 https://chinaplasticmold.en.alibaba.com/ 
https://fabricfun.en.alibaba.com/ 
https://kingspeed.en.alibaba.com/ 

灯具 https://iled-light.en.alibaba.com/?spm=a2700.7765678.0.0.84ea1e3e303de 
https://mantsong.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cordpanyb.3.697a8c3eEC3ViE 
https://nbbrighten.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oU1k70 
https://z-cool.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cordpanyb.3.697a8c3erFEqHY 

电⼦子元器器件 https://cndaier.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YTK4ED    
https://fzdli.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kTh8wJ    

 运动⾏行行业 https://windbell.en.alibaba.com 
https://amigafitness.en.alibaba.com 

玩具⾏行行业 https://symamodel.en.alibaba.com 
https://jakitechnology.en.alibaba.com 

机械⾏行行业 https://xcmg01.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NOuR8j 
https://cncmachine.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topnav.1.73152c54vYZLlp 

箱包 https://rivta.en.alibaba.com/   
https://xinghaobag.en.alibaba.com  

配饰 https://sinosky.en.alibaba.com/  

3C https://1chip.en.alibaba.com/ 
https://difung.en.alibaba.com/ 

优质店铺装修模板 



商品 
描述 

精
准 

丰
富 

规
范 

Ø  标题 
Ø  交易信息（Price/MOQ） 
Ø  物流信息（供货能力/发货时间） 

Ø  产品关键词 
Ø  属性 
Ø  详情介绍 

Ø  产品图片 
Ø  产品视频 

更优质的商品信息质量 



标题 交易信息 物流信息 

Ø  标题格式： 
修饰词（营销词/属性词等）

+产品中心词+应用场景 
Ø   标题长度： 

建议≤50个字符（含空格） 
Ø   标题禁忌： 

标题无明确商品名称、标题带
有联系方式、标题商品名堆

砌、标题描述堆砌（包括不限
于商品名、品牌、型号、修饰
词堆砌）、标题商品名与商品
图片不符、标题描述与详细描

述中的买卖意向不符等。 

Ø  商品价格： 
建议商品价格填写必须合

理，须同该商品有实际关联
性，而非生产能力的体现。 
Ø   交易信息禁忌： 

商品的发布价格区间与同行
业同类商品市场价格相比相
差甚远、商品发布价格低但
运费显著高于一般水平、实
际收取的运费比发布的商品
运费高或虚报 小起订量

（MOQ）等行为。 

Ø  供货能力： 
建议商品的供货能力须和
公司实际生产能力相符 

 
 

Ø   物流信息禁
忌： 

商品的供货能力虚高，商
品的发货时间虚假 

精准的基础产品信息（标题，交易及物流信息） 



丰富多样的关键词设置 

•  建议关键词如下： 
 

1.  【营销词 + 产品中心词】 
      如： Best-selling Tablet pc 

2.   【重要属性词 + 产品中心词】 
       如：16GB 10.1’’ Tablet pc 

3.   【营销词/重要属性词+产品中心词近义词/变体】 
       如： New style laptops / 32GB red laptops 

 

产品关键词 

•  关键词注意点： 
 

1.  建议产品关键词与标题中的内容存在差异，包含修辞词，
属性词，产品核心词的差异均可； 

2.  禁止在关键词中填写与产品实际内容不相符的文字，避免
出现商品信息违规行为； 

3.  可参考买家日常搜索的关键词，进行关键词丰富优化 

 

本图片仅作为参考示意， 

请勿做他用 



产品属性 

•  属性注意点： 
 
 

1.  建议※属性必填； 

2.  其他属性填写完整； 

3.  丰富自定义属性进行更全面的产品属性
补充； 

 

丰富完整的产品属性 



详细描述的重要性： 
Ø  通过详细描述的填写是否完整来判断信息的丰富

度，影响排名，影响曝光；  
Ø  买家通过描述的填写是否专业来判断是否发送询

盘给供应商，影响反馈 

详细描述建议内容： 
Ø  产品细节描述-各种角度、包装等 

Ø  公司设计研发的能力-研发车间、资质证书  
Ø  公司生产的能力-设备展示， 车间展示 

Ø  产品质量控制流程-质检室 
Ø  外贸公司的采贩、资源整合能力，历史合作品牌

等  

详细描述建议样式： 
详情视频、分段功能描述、表格、图片四者结合。 

  结构化多展示维度的详情描述 

详细描述 



!
!
!
!
!

>图片背景：推荐使用白底 
>主体构图：商品主题突出，不堆砌；；不宜出现文字、水印、边框等信息 
>图片要素 :  图片正方形，不超过3M；图片像素：大于300px*300px 

主图基础要求 

1.1 清晰明了的产品主图!

!
!
!
!
!
!
!
!

使用产品视频更全面展示商品信息 

视频上传个数 1G视频空间，根据视频⼤大⼩小可存储不不同数量量视频 

视频展示要求 时⻓长不不超过45秒、⼤大⼩小不不超过100M，清晰度不不低于640*480（即480P）、视频内容需合法合规 

视频产品展示获得更多买家喜好: 
360度展示产品和细节 
操作场景及安装演示 

多SKU等 

附优图规范地址：https://activity.alibaba.com/pc/588125f6.html 
附优图规范地址：https://activity.alibaba.com/pc/588125f6.html 

附优图规范地址：https://activity.alibaba.com/pc/588125f6.html 

附优图规范地址：https://activity.alibaba.com/pc/588125f6.html 

!

规范产品主图和视频 



1. 怎样的商品信息更受买家喜好 
1、清晰明了的产品主图 
使用无边框、无水印、白色底色的清晰大图，使用不同角度的大图和细节组合展示； 

产品视频动态展示更快速直观传递商品亮点，更受买家喜好。 
 

2、展示差异化核心词的标题 
避免关键词堆砌，使用“数据管家-热门搜索词”，以营销词/重要属性词，产品中心

词近义词/变体等多种组合方式，合理设置获取流量 
 

3. 准确完善的交易条件及核心SKU说明 
  清晰！清晰！准确！准确！ 
 

4. 完整的产品属性及详情描述 
填写完整并通过详情视频，表格及图片等组合方式，有结构完整的描述产品、服务能

力、售前、售中、售后优势。 
 

5. 更多服务能力帮助你更好的曝光并获取客户 
   及时回复率及ATM在线，交易评价等 

怎样的商品更受买家欢迎？ 



5.3    询盘回复 



① Dear XX,Please see attached customized requirements we are looking for.  Please quote us as we are from XX.!
Dear XX,We received your letter with attachment. Thanks. We can customized for you. Please kindly advice the exactly quantity and shipping 
method(by your agent or by us?).-----------------------------------------------------!

② I’m interested in your product XXXXX,I would like some more details:What is the best price you can offer?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Dear XX,Thanks for your inquiry. This is XX from XX company.Could you please kindly inform us how many pcs of the XX you need. If you 
can tell u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the product you are looking for, it will be easier for us to figure out the cost for you. Thank you.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直⼊入主题、⼝口吻友好、使⽤用附件进⾏行行交易易细节的确认。!

③Hi,  I would like to know the price for XXXX.  I am interested in buying 10 Piece/Pieces.  Please provide us with a quotation.  Thank you.!
Dear XX,Thanks for your inquiry. XX is made of XXXX (专业产品介绍), which is our hot-sales product.Before we quote you the price, please 
let us know is it ex factory price or price with shipping more suitable for you.More details we can discuss on skyp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凸显产品优势!

④Hi,  I would like to know the price for XXX.  I am interested in buying 100 Piece/Pieces.  Please provide us with a quotation.  Thank you.!
Dear XX,Good morning.Glad to receive your inquiry of our XX. This is XX（姓名） from XXPlease check the attached quotation list, we have 
recommended two types of XX for your reference.  Please kindly feedback to us which one you prefer.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with us. --------------------------------------------------!

提供不不同⽅方案供买家选择，提⾼高买家回复概率!

商机沟通能力：询盘反馈模版 



5.4    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服务分 



提升电商服务分重点攻略汇总 

先提升基础操作  再提升效果 
先保证产品信息质量和旺铺质量  再推广引流提升商机转化 01 

先提升短期统计指标  再提升长期统计值 
例如  先提升及时回复率  平均回复时间 再提升询盘二次回复率 02 

先提升数  再提升率 
例如， 先利用P4P提升总访客数，通过多报价RFQ提升商机

数，再提升点击率 和 总转化率 
03 先提升主观可控指标  再提升主观难控指标 

例如 先提升RFQ报价量和报价质量， 再提升RFQ意向行动率 04 

登录MA后台完成任务提升电商服务分 

Ø  针对每项能力配置了对应的成长任务，供应商可登录My-Alibaba后台或商家中心查看的成长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帮助能力分数提升。 

Ø  每项任务都提供了对应的提升攻略，有免费的学习秘籍，含视频版和图文版，可自主选择如何使用。 

电商服务指数系列课程-全方位助力提升 

供应商服务指数全面解读 电商服务分-信息展示 电商服务分-商机获取 电商服务分-商机处理 电商服务分-交易履约 



目  录 
CONTENTS 

定义 
 

维度 

商机获取能力提升 信息展示能力提升 电商服务介绍 交易履约能力提升 商机处理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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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攻略 提升攻略 提升攻略 提升攻略 

评判维度 评判维度 评判维度 



电商服务的定义 

“电商服务”是供应商服务指数的一部分，是对供应商在线服务能力的综合评分体系。它从买家视角 

来评价卖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的全链路行为，共包含四大能力项，总分100分。 

找到看到 
相关产品 

有及时专业 
的回复 

付款安全保障 
收货及时保障 

建店上产品 回复询盘和RFQ 执行订单 

搜索 沟通 交易 
买家 

动作点 

买家期望 

卖家 
动作点 

信息展示能力 商机获取能力 商机处理能力 交易履约能力 
卖家能力 



电商服务-- 新维度 

信息展示 

ü  产品信息质量分 
ü  有效果产品占比 
ü  店铺访客行为分 

商机获取 商机处理 交易履约 

ü  总访客数 
ü  总商机数 
ü  点击率 
ü  总转化率 

ü  及时回复率 
ü  平均回复时间 
ü  RFQ意向行动率 
ü  询盘二次回复率 

ü  订单转化率 
ü  卖家交易等级 

ü  信用保障订单按时发货率 
ü  买家评价分 

①  去掉一期的总曝光词数、近6个月反馈增长率、RFQ市场表现分； 

②  从买家视角出发新增店铺访客行为分、有效果产品占比、询盘二次回复率、RFQ意向行动率和买家评价分； 

③  总分受四大能力项和大项下具体指标影响。各子项指标值越高，四大能力项分数越高，总分也越高； 

④  满分100分，根据各项权重综合计算总分。总分和四大能力项得分每天更新； 

⑤  各指标解读请点击：https://service.alibaba.com/hc/supplier/detail/20715523.htm 



Ø  为帮助供应商快速提升电商服务能力，针对每项能力配置了对应的成长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帮助能力分数提升。 

Ø  每项任务都提供了对应的提升攻略，有免费的学习秘籍，含视频版和图文版，可自主选择如何使用。 

Ø  供应商可通过MyAlibaba和商家中心查看自己待完成和已完成的成长任务。 

登录MA后台学习和操作提升电商服务分 



信息展示能力提升 

评判维度 

提升攻略 



电商服务指数－信息展示能力 

信息展示能力 

产品信息 
质量分 

旺铺 
访客行为分 

有效果 
产品占比 

近30天，到访您店铺的买家访问行为的平均

得分，从访客的人均访问时长、人均访问页面

数2个维度来衡量 

指店铺上架产品数中180内有买家有效行为的产品数

占比。其中有买家有效行为的产品数指下述任一数据

不为0的产品数，包含产品详情页访客数、收藏数、分

享数、比价数、询盘数、TradeManager咨询数、在

线批发订单、信用保障订单。 

您所有商品的信息质量平均得分，从上传图片

质量、信息完整性、描述相关性3个维度来衡量 



*在报告生成日，您的所有商品的信息质量平均得分，从上传图片质量、信息完整性、描述相关性3个维度来考察 

图片质量 

信息完整性 

描述相关性 

•  主体：商品主体突出 
•  图片数量：建议3张以上，展示产品不同角度 

•  背景：背景清晰，建议浅色或纯底色 
•  尺寸与比例：建议640X640以上正方形 

•  图文一致：产品名称描述与产品图片必须一致 

•  提升产品名称与产品类目及关键词的匹配度 
•  类目避免错放，也尽量不放在others类目下 

•  产品表单里提示的产品信息填写
完整，并保证信息的准确相关 

如何提升信息展示能力 -产品信息质量分 

产品信息质量分提升 



如何提升信息展示能力 – 有效果产品占比 

有效果产品占比 

*指店铺上架产品数中180内有买家有效行为
的产品数占比。 

其中有买家有效行为的产品数指下述任一数
据不为0的产品数，包含产品详情页访客数、

收藏数、分享数、比价数、询盘数、
TradeManager咨询数、在线批发订单、信

用保障订单。 

l  提升产品曝光量和点击量,以提升访客数 
     1. 产品关键词设置和优化 

     -发布高质量产品, 覆盖更多关键词 
     -有效利用行业下买家热搜词提升曝光 
     -善用“曝光来源词”提升买家曝光量 

     2. 通过有效推广直通车获取更多流量 
      3. 设置橱窗产品，提升曝光 

      4. 设置主营认证产品，关联一达通产品，提升产品的曝光和点击 
 
  

l  优化产品信息，提升买家喜好度 
     1. 优化产品信息，包含信息的完整性，描述相关性，以提升买家对产品的认知 

      2. 优化产品详情页的描述，多维度多视角的展现产品的优势和特征 
       
 

l  优化或删除问题产品，以提升产品效果 
     1.优化或删除零效果产品 

     2.优化类目错放产品 
     3.优化图片质量不佳产品 

     4.优化虚假价格产品 
     5.优化或删除重复铺货产品 



如何提升信息展示能力 –旺铺访客行为分 

                              旺铺访客⾏行行为分!
*最近30天，到访您店铺的买家访问⾏行行为的平均得分，
从访客的⼈人均访问时⻓长、⼈人均访问⻚页⾯面数2个维度来衡
量量!

   企业 !
   旺铺 !

案例例!
展示!

产品陈列有
重点 

主题颜色统
一 

轮播海报展
现重要信息 

巧用自定义
模块 

…!玩转自 
定义页面 



商机获取能力提升 

评判维度 

提升攻略 



电商服务指数－商机获取能力 

点击率(近30天） 

总访客数 

总商机数 近30天内，买家针对您的产品信息和公司信
息发送的有效询盘数 

近30天内，访问了您的产品页面、公司页面的
访客，或者通过其他页面给您发送询盘或ATM联

系的买家数。 

近30天内，您的产品信息或公司信息在搜索结果列表
页或类目浏览列表等页面被买家点击的次数/被买家看

到的看到的次数。 

总转化率!

点击率 

总转化率= 近30天有过活跃行为买家数/总访客数 
 

有过活跃行为买家数指发送询盘、发起信用保障订
单、TradeManager咨询、回复过RFQ的买家数。
总访客数指访问了您的产品页面、公司页面的访

客，或者通过其他页面给您发送询盘或
TradeManager联系的买家数。 

!
!
!

!
!
!



如何提升商机获取能力-访客数 

提升曝光量量! 提升点击量量!
•  提升买家喜好度 

         -了解行业动态，将买家的需求点与自身产品的优势与特点进行分析与结
合，并体现在产品的标题，图片，关键词等信息里 

         - 合理提升浏览、点击率等数据，不刻意通过虚假的方式获得浏览，点击
等行为提升 

         - 积累线上订单的交易金额（GMV）, 重点可关注信保和在线批发的订单
的实收金额 

         - 提升信保订单完单率，提升对买家的信誉度 
 

•  保持TM/千牛在线 

•  提升自然排名 
      -产品信息质量优化（标题, 关键词，信息完整性） 

      -供应商信息优化 （信息的完整度、真实度、在平台的活跃度，供应商对其店铺及产品的
管理维护程度） 

      -设置橱窗产品，关联一达通产品，设置主营产品 
 

•  通过付费产品提升排名 
             -外贸直通车推广 
                -顶级展位推广 

 
•  通过参与线上活动等提升曝光量 

 
•  通过SEO 引流等提升曝光量 



如何提升商机获取能力 –总商机数 

l  重点优化产品详情⻚页，提升买家喜好!
-产品细节描述：各种⻆角度、包装等!

-公司设计研发的能⼒力力-研发⻋车间、资质证书 !
-公司⽣生产的能⼒力力-设备展示， ⻋车间展示!

-产品质量量控制流程-质检室!
-外贸公司的采贩、资源整合能⼒力力，历史合作品牌等 !

!
详细描述建议样式：!

详情视频、分段功能描述、表格、图⽚片四者结合!

总询盘数!

RFQ报价量量!

总商机数!

l  及时准确的报价RFQ， 提升RFQ报价量量!
    -保持每⽇日登陆RFQ市场!

    -及时报价跟⾃自⼰己产品匹配的RFQ，每⽉月可使⽤用基础权益20条RFQ!
    -及时处理理买家的RFQ， 提升RFQ回复率!

    -通过提升RFQ市场表现分来获取额外RFQ报价权益!



如何提升商机获取能力 –点击率 

最近30天内，您的产品信息或公司信息在搜索结果列列表⻚页或类⽬目
浏览列列表等⻚页⾯面被买家点击的次数/被买家看到的看到的次数。!

Ø ⾼高曝光低点击产品!
ü  ⽬目标：提升产品曝光到点击的转化率。!

ü  重点优化搜索结果⻚页⾯面的产品信息，如标题，图⽚片，属性，
及时回复率，交易易等级等信息!

Ø 低曝光⾼高点击产品!
ü  ⽬目标：提升曝光量量。!

ü  重点可通过优化P4P的推⼴广，提升曝光量量!

Ø 低曝光低点击产品!
ü  ⽬目标：优化曝光量量和曝光到点击的转化率。!

ü  重点可通过优化P4P提升曝光量量，优化产品信息和供应商信
息提升买家点击。!

      对于⻓长期效果不不好的产品，也可选择删除产品。!

曝光量量!
点击量量!

重点关注!



如何提升商机获取能力-总转化率 

总转化率=!
总访客数!

最近30天有过活跃⾏行行为买家数!

ü  有发送询盘的买家数!
ü  有发起信⽤用保障订单的买家数!

ü  有通过TradeManager咨询的买家数!
ü  有回复过RFQ的买家数!

访问了了您的产品⻚页⾯面、公司⻚页⾯面的访客，
或者通过其他⻚页⾯面给您发送询盘或

TradeManager联系的买家数。 !

n 总访客数的提升：!
!

通过提升产品排名，P4P推⼴广，线
上活动等对产品和企业推⼴广引流，

获取更更多访客!
!

n 提升有活跃⾏行行为的买家数!
 !

根据买家喜好, 优化产品信息和公司信息，提⾼高买家对产品的有效⾏行行为
数!



商机处理能力提升 

评判维度 

提升攻略 



电商服务指数－商机处理能力 

RFQ意向行动率=近30天意向行动报价数/近30天查
看报价数 

意向行动报价数指当买家做了send message，旺
旺，show more，start order，从信保单页面下单
成功这五个动作的报价数。查看报价数指的相应时
间段内，在采购直达市场中，买家已查看的报价总

量。。 

RFQ意向行动率 

卖家已回复的有效询盘中，买家再次回复的
询盘比率 

询盘二次回复率 
截止报告生成日，14天前到7天前之间的7天内，买家发来的第1
封有效询盘（不包含TradeManager）平均回复时间，以小时为
单位计算进行四舍五入，平均回复时间越少代表您回复买家询盘

越快 

平均回复时间 

截止报告生成日， 近30天内询盘24小时
内回复+TradeManager在1小时内回复的

整体比例。 

及时回复率 

商机处理 
    能力 



如何提升商机处理能力 –及时回复率 

1）24小时内处理或者回复买家MC询盘及1小时内回复TM买家咨询  

2）安装“阿里卖家App”，利用商机提醒功能，打开手机系统通知，随时随地

快速接收和回复买家商机；  

3）对垃圾询盘或者非严肃买家询盘“添加垃圾询盘”， 或者“退回询盘” 

询盘及时回复率 TM咨询回复率 及时回复率=!
30天内询盘24⼩小时回复的买家数+TradeManager 

1⼩小时内回复的买家数!

30天内收到的询盘买家总数+收到的TradeManger
买家总数!



如何提升商机处理能力 –平均回复时间 

1、保证询盘能及时处理，越及时回复，对您数据表现越好。 !
2、如遇到垃圾询盘或不想回复的，请及时将询盘移至垃圾箱。 !

3、如遇到出差，可以下载阿里卖家APP进行移动回复询盘，避免错过任
何商机。!

!

平均回复     
时间!

*7天内，买家发来的第1封有效询盘!
（不不包含TradeManager）平均回复时
间，以⼩小时为单位计算进⾏行行四舍五⼊入 !



如何提升商机处理能力 –RFQ意向行动率 

找准商机!

及时报价 !

准确报价!

•  从RFQ详情⻚页了了解清楚买家的需求之后再决
定是否回复， 如从买家信息看买家是否对
⼝口， 从产品信息看产品是否对⼝口!

•  及时回复买家的RFQ，越早回复越有机会获
得买家⻘青睐!

•  根据买家的求购信息， 有针对性的报价， 才
有更更⾼高的机会获得买家的回复!



如何提升商机处理能力 –询盘二次回复率 

• 垃圾询盘甄别!
• 询盘分析分类!询盘!

分析!

• 垃圾询盘处理理!
• 分类重点跟进!询盘!

回复!

1.  垃圾询盘：判定为垃圾询盘的邮
件及时添加到垃圾箱中!

2.  按照询盘类型， 重点处理理简洁有
针对性的询盘，其他询盘次之!

3.  询盘回复前， 做好信息准备，包
含产品信息资料料，产品报价等信

息!
4.  回复买家询盘时， 注意标题有针

对性，内容简介明了了!
5.  及时回复买家信息，提升买家体

验!



线上交易能力提升 

评判维度 

提升攻略 



电商服务指数－交易履约能力 

03 

交易等级分 

信用保障订单按时发货率 

01 
交易易等级分代表供应商线上历史交易易情况，供应商
在阿⾥里里巴巴国际站中每完成⼀一笔订单，就可以获得
相应的交易易分，订单⾦金金额越⾼高，交易易分越⾼高。!

信⽤用保障单按时发货率=180天内按时发货且未取
消的订单数/（180天内全部付款且未取消订单数

-180天内未到发货时间且未发货的订单数）!

订单转化率
（近180

天） 

02 
订单转化率=最近180天已付款订单数/最近180天有
效询盘数。其中已付款订单数指已付款的信⽤用保障
订单和在线批发订单；有效询盘数指买家针对您的
产品信息和公司信息发送的询盘，不不包括垃圾询盘

和退回询盘。!



如何提升交易履约能力 –交易等级 

交易易等级（Transaction Level）是在阿⾥里里巴巴⽹网站达成订单能
⼒力力的评级，供应商在阿⾥里里巴巴国际站中每完成⼀一笔订单，就可
以获得相应的交易易分，供应商的交易易总分越⾼高、等级越⾼高将会
得到更更多的买家⻘青睐，同时也将会得到更更多的⽹网站权益。!
等级划分：会分成10个等级，等级⽤用钻⽯石的标志表示（1~5

钻）!

ü  提升信保⾛走单⾦金金额 !
ü  提升⼀一达通⾛走单⾦金金额!



如何提升交易履约能力 –订单转化率 

最近180天已付款订单数!
最近180天有效询盘数!

已付款的信⽤用保障订单和在线批发订单!

买家针对您的产品信息和公司信息发送的询盘，不不包
括垃圾询盘和退回询盘!

提升信保⾛走单数!



如何提升交易履约能力 –信用保障订单按时发货率 

 及时发货体现了了您的订单履履约能⼒力力，为避免贸易易纠纷，请务必关注!

信⽤用保障订单!
按时发货率!

180天内按时发货且未取消的订单数!
信⽤用保障单按时发货率=!

180天内全部付款且未取消订单数-180天内未到发货时间且
未发货的订单数!

Ø 及时发货， 处理理未发货的订单!
-为避免延期发货， 建议供应商填写发货⽇日期时， 请将周末和节假⽇日计⼊入!

-如有修改订单的需求， 请及时修改，以免产⽣生纠纷!
!



如何提升电商能力分-策略 

先提升基础操作  再提升效果!
先保证产品信息质量量和旺铺质量量  再推⼴广引流提升商机转化!01!

先提升短期统计指标  再提升⻓长期统计值!
例例如  先提升及时回复率  平均回复时间 再提升询盘⼆二次回复

率!02!

先提升数  再提升率!
例例如， 先利利⽤用P4P提升总访客数，通过多报价RFQ提升商机

数，再提升点击率 和 总转化率!03!

先提升主观可控指标  再提升主观难控指标!
例例如 先提升RFQ报价量量和报价质量量， 再提升RFQ意向⾏行行动率 !04!



ü 电商服务指数能力项解读 
ü 学习提升系列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