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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目简介： 

树状类目结构：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三级类目 

叶子类目 

40个一级行业类目： 

Agriculture Lights & Lighting 
Apparel Luggage, Bags & Cases 

Automobiles & Motorcycles Machinery 

Beauty & Personal Care Measurement & Analysis Instruments 

Business Services Mechanical Parts & Fabrication Services 

Chemicals Minerals & Metallurgy 

Construction & Real Estate Office & School Supplies 

Consumer Electronics Packaging & Printing 

Electrical Equipment & Supplies Promotion 

Electronic Components & Supplies Rubber & Plastics 

Energy Security & Protection 
Environment Service Equipment 
Fashion Accessories Shoes & Accessories 

Food & Beverage Sports & Entertainment 

Furniture Telecommunications 

Gifts & Crafts Textiles & Leather Products 

Hardware Timepieces, Jewelry, Eyewear 
Health & Medical Tools 
Home & Garden Toys & Hobbies 
Home Appliances Transportation 例：Hardware>Fastener>Screws 



优先四大行业-深化垂直大市场 

大工业 

整合全工业供应链品、商
资源，建立大工业专业买
卖家聚合平台。 

专 业 导 购  

大HOME 

建立采购、低成本集货、
高效運輸、海外仓等端到
端一條龍服務。 

整 合 服 务  

以趋势新品、高性价等丰
富品商满足3C买家一站式
高效采购需求 

大3C 

高 效 采 购  

结合优商共建 FASHION
柔性生产供应体系，满足
买家弹性化采购需求。 

大FASHION 

柔 性 生 产  



工
业
标
准
品 

大工业行业包含类目： 

英文类目名称 中文类目名称 
 Machinery  机械 
 Automobiles & Motorcycles  汽摩配 
 Electrical Equipment & Supplies  电气设备 
 Hardware  五金 
 Tools  工具 
 Measurement & Analysis Instruments  测量仪器仪表 
 Mechanical Parts & Fabrication Services  机器零部件和加工 
 Security & Protection  安全防护 
 Telecommunications  通讯 
 Electronic Components & Supplies  电子元器件 
 Transportation  运输 



大工业买家采购渠道和挑战 

65% 

53% 

40% 

27% 

23% 

22% 

5% 

29% 

25% 

21% 

2% 

0% 25% 50% 75% 

线上平台 

搜索引擎 

供应商网站 

线上目录或行业刊物 

社交媒体 

邮件 

采购软件 

分销商 

个人关系 

展会 

其他 

找商渠道 

47% 

45% 

35% 

35% 

29% 

26% 

25% 

23% 

21% 

21% 

19% 

15% 

1% 

0% 30% 60% 

确保产品质量符合预期 

降低整体的成本 

找到一个合格的供应商 

跟供应商有效沟通 

找到合适的商品来采购 

找到能按要求定制产品的供应商 

追踪订单 

审核供应商 

准确表达采购需求 

处理退换货 

准确表达订单需求（如数量、交

维护供应商关系 

其他 

寻源和采购中的主要挑战 

80.2% 

•  八成买家在线上平台或使用搜索引擎来寻找供应商 
 •  确保产品质量符合预期是最主要的问题，其次是降低整体的采购费用，以及找到合格的供应商 



47% 

45% 

43% 

43% 

35% 

33% 

28% 

26% 

21% 

14% 

12% 

10% 

9% 

6% 

5% 

0% 15% 30% 45% 60% 

沟通及时 

按时发货 

合适的MOQ 

理解我的需求 

物流方式 

支付方式 

退换货服务 

是工厂 

备货时间短 

产品类型多 

能够加工生产复杂的产品或零件 

有给大公司供应的经验 

库存大 

符合社会责任 

 其他 

选商的主要考量TOP 5 

46% 

45% 

36% 

31% 

29% 

29% 

23% 

23% 

20% 

13% 

2% 

0% 30% 60% 

让供应商发送产品图片或者视频 

寻找买家评价 

让供应商给我寄送符合我采购需求的
样品 

让供应商寄送给我常规样品 

让供应商提供相关的产品资质证明 

让供应商提供生产数据或报告 

货品到港后验货 

到供应商处验货 

请第三方负责验货 

从自己的Network里找人推荐 

其他 

如何确保产品质量 

买家选商考量的维度和如何确保产品质量符合预期 



•  货描不符 

产品质量 高效沟通 

•  货损或产品缺陷 

•  产品质量差 

“Some products look good on screen but when 
they arrive quality isn't what was shown.” 
“There were products I received that were not as 
described in the advertisement.” 

“It broke down two months later.” 

“I have received products that were NOT 
working.” 

“The finishing of the products is poor and do not 
adequate to the cost.” 

“Many time products came with damage or not 
as the supplier describe.” 

“There is some products which i have got faulty 
& they denied for replacement.” 

•  回复时间长 

“They respond very late, can take a couple of days 
(2-3) before they reply. In that time you already found 
10 new suppliers.” 
“We would like email replies in 10 minutes. If it is 
complex email, 1-2 days is ok. But some reply 3-5 
days later even for a simple email response. This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meet deadlines.” 

•  语言障碍和无效沟通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llers is rough.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re must 
be a question again several times for one get the 
information where you really asked for.” 

“It takes up to 2 weeks to get a response for a quote 
and most on the time they only say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 

“Certain suppliers have a hard time understanding 
and making themselves understood in English. This 
easily leads to misunderstanding.” 

买家不满意的主要两个方面：产品质量和沟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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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以专业化的基建和商家，吸引专业B类买家，促进买卖家的高效匹配 

主打策略：专业场景+专业运营 

专业导购场景搭建 

•  大工业行业频道和行首的图形化类
目导购、SPU商品池 

•  建立大工业商家能力标签库，并应
用到各类匹配场景（搜索、RFQ等） 

•  搭建高性价比的规格品营销场景，
搭配验货、物流仓储等服务，服务
买家不同的采购需求（直接物料、
间接物料） 

线上展会常态化 

买家心智 
•  工业品买家专业度高，采购目的性强 
•  关注采购综合成本（商品，物流，库存，资金，人力，商家

管理…） 
•  注重服务确定性（价格稳定性，质量和交期保障，售前售后

服务） 
•  一旦形成常买卖关系后不易换供应商 

商业洞察 
•  工业品市场体量大，流通链路长，商家和服务商很分散。 
•  工业品大卖家大都以自营为主，以控品控货来实现买家需

求的确定性 
•  工业品买家类型多样，包括工厂、分销商、工程承包商、

企事业单位等，采购需求和行为差异性明显 

•  实行买卖家严肃准入制度，以买
家身分验证、精选行业KA卖家
提高匹配效率 

•  搭配验货、物流等配套服务，来
促进严肃买卖家的订单线上化 

•  大工业营销场景整体严肃化 
 

鲶鱼引入和KA运营 

•  挖掘行业内头部商家（品牌商、
大贸、大组货商、柔性订制商
等），树立标杆，创造工业卖
家群模仿效应。 

•  培育行业内KA商家，提升卖家
服务能力，同时提高线上订单
转化率，沉淀交易数据 



线上展会，首页Banner重点推广 



线上展会与线下展会结合机会点 



线上展会与线下展会结合机会点 



Step 1 Step 2 

竞品分析-Grainger 
Grainger - 全球第一大MRO分销商，全品类，年销售额100亿美金，美国TOP10访问网站 



专业工业品自营网站多以示意图样式展示，更直观，更便于买家寻找产品 



专业导购场景搭建-搜索 



专业导购场景搭建-浏览 



 Automobiles & Motorcycles  

 Electrical Equipment & Supplies  

 Electronic Components & Supplies  

 Hardware  

 Machinery  

 Measurement & Analysis Instruments  

 Mechanical Parts & Fabrication Services  

 Security & Protection  

 Telecommunications  

 Tools  

 Transportation  

 Hardware  

 Tools  

 Measurement & Analysis Instruments  

 Mechanical Parts & Fabrication Services  

 Security & Protection  

 Electrical Equipment & Supplies  

 Hardware  

 Tools  

大工业11个一级类目 工业标准品6个一级类目 SPU试点一级类目 

一期落地的二级类目 

Hardware
Fastener s

Clamps

H ooks

Chains

T ools

H and T ools

Power  T ools

T ool  stor age

Mater ial  H andl ing T ools

二期落地的一级类目 

•   Measurement & Analysis Instruments  

•   Mechanical Parts & Fabrication Services  

•   Security & Protection  

•   Electrical Equipment & Supplies  

专业导购场景搭建-SPU推进节奏 



 
3星 

2星 

1星 

KA商家 

类型 

星等级标准 

近3个自然月信保
GMV 

供应商服务指数-电商
能力分 

3星 ≥30万美金 80 

2星 ≥10万美金 70 

1星 ≥1万美金 60 

KA商家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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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31日 

 
•  新商 

•  新品 

•  新服务 



三月新贸节会场安排： 



俩事件 
•  工业十大品牌加盟仪式 
•  采购节玩法攻略“泄密” 

【开幕周】 
•  新品首发 
•  工业 
•  Home 

【智能周】 
•  3C/小家电 
•  LED 

【大牌周】 
•  假发 
•  机械 

【特色周】 
•  Fashion 
•  小商品 
•  马来西亚馆 
•  酒店 
•  北方钢材馆 

正式活动上线 活动预热 

活动营销节奏： 



活动页面玩法Demo： 

机械会场页面结构 汽摩配会场页面结构 工业标准品会场页面结构 



大市场商家报名页面 
基本门槛： 
•   信保亮灯 

符合2个条件之一：截止2018年1月15日，过
去180天至少完成一笔信保订单（交易成功）；
这180天内新签的用户需开通信保服务。 

•  网站违规分值 < 24 且严重知识违规次数 < 1 
•  符合一达通风控要求（风控规则产品化实现，对

接报名系统，直接在商家报名时进行判断） 

•  Alibaba付费供应商 (CGS/TWGS/HKGS) 

•  会员到期时间>2018-04-31或已成功续费 
 

提交报名 

分会场商家报名页面 
（定向开放） 

基本门槛： 
•  符合大市场报名要求 

•  需满足卖家主营行业 ： 23个一级类目 

•  定向开放的商家包括： 

ü  星等制中满足2星以上要求：GMV≥10W且
供应商服务指数≥70分（以2018.1.5公布的
商家星等级为准） 

ü  其他要求详见各会场报名详细要求，可以和
客户经理确认 

行业分会场 

特色分会场 

1.  限定商家仅可选择一
个行业分会场报名。 

2.  报名商品必须满足该
分会场行业要求。 

1.  报名商品必须满足该
分会场行业要求 

2.  已报名行业分会场的
商家仍可报名特色分
会场 

提交报名 

三月新贸节商家准入门槛： 



三月新贸节商品报名要求： 

新品 特色 视频 认证 

*Hardware & Tools： （报名截止日期1月31日） 
报名商品必须为为新发布商品系统发布的询盘品，务必注意，在新发布系统发布商品前，请只报名商家信
息！ 
涉及到的二级类目： 
Hardware：Fasteners，clamps，chains，hooks，turnbuckles，shackle 
Tools：Power tools, hand tools, tools sets, tools storage，garden tools 
 
*原材料会场： （报名截止日期2月6日） 
涉及的行业类目： Rubber & Plastics、Chemicals和Minerals & Metallurgy 

*机械/汽摩配会场:（报名截止日期1月22日） 
涉及的行业类目：Machinery/ Automobiles & Motorcycles 



目前审核过程中的问题： 



活动前 活动前 活动前 

活动前 活动中 活动后 

如何配合玩好新贸节： 

•  按时报商报品 
ü  仔细阅读行业会场要求 
ü  商品卖点清晰，图片质量

高无水印无Logo 
ü  上传认证 

•  及时沟通，保持信息互通 
ü  关注平台公告活动信息

（MA，外贸圈，邮件等） 
ü  加入行业小二钉钉群 

•  旺铺装修，信息展示 
ü  旺铺2.0模板 
ü  与大促风格保持一致 

•  回复询盘 
ü  时效性 
ü  专业度 
 
•  订单线上化 
ü  订单走信保，数据沉淀 

•  内部团队激励 
ü  激励员工拿单 
ü  提升电商团队能力 

•  主动营销 
ü  借势新贸节，主动对自己

的新老买家进行推广 

•  履约保障 
ü  按时生产发货 
ü  支持验货需求 
 
•  效果追踪 
ü  关注自己店铺和商品的数

据 
 
•  经验总结 
ü  过程中好的点继续保持，

做的不好的找原因改进优
化 

 



旺铺2.0-机械商家旺铺案例 



家居行业案例 
 
旺铺2.0升级后较旺铺1.0： 
 
ü  访问深度增长 67%（月环比） 
ü  访问时长增长 12%（月环比） 
ü  询盘转化率增长 3.7%（月环比） 
 
主要升级点： 
 
ü  宽屏背景图整体效果渲染    
ü  企业主标识VI规范(Logo/Name/)   
ü  旺铺信息、产品表达丰富度 
ü  场景化图片类目导购 
ü  企业资质证书／文化展现   
ü  生产线场景实透传 
ü  产品价值营销场景化设计  

旺铺2.0行业标杆案例 



1.0 VS 2.0 

突出企业优势 
 
无线旺铺可进行个性化自定义装修，更好地
展示每个公司的优势，不用所有的客户都千
篇一律的展示同样的场景 
 
 
分类清晰，增强导购 
 
增加了吸顶式导航，可自由切换home、
products、profile页面，快速切换实现流
量共享，且能够更好得对买家进行导购 

旺铺2.0-无线旺铺案例 



强调重点： 

成为KA供应商很重要 

努力成为2/3星（信保GMV+电商能力分）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