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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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成长”--右上角ba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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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攻略中心入口 

第1步 

第2步 

商家攻略中心 

开年年⼤大吉成⻓长季—信息获取!



三月新贸节/ MARCH EXPO 

3.5 - 3.31 

优品、优商、优服务 

Discover New March！ 
优化旺铺，提升旺铺转化                            



目录 

场馆解析 新贸节运营方向 FAQ 



大家居行业策略 

主打策略：服务升级 提升粘度与复购 

提供海运拼箱服务 

•  拼箱服务嵌入线上订单流程，提升
客户在平台粘性，价格透明，集合

平台订单，加快出货速度 
•  提供可视化物流，增加买家对商品

效率信任。 
•  中美专线（深圳到美西） 

丰富营销场景 

•  以产业带和重点子类为基础，
重点打造四个产地和三个垂直

专业市场。 
•  类目特性以环保材质、新兴材

料、设计新品为招募重点，包
含木质家具、LED镭射灯等美国

热销产品。 

验货前置打通买家保障 

•  满足买家对验货刚需，可提供验
货服务，提高买家复购与数据沉

淀； 
•  验货数据可反哺供应商能力外

显，可提升买家对于供应商有效
认知。 

买家心智 
•  家具、灯具买家习惯试单采购，对供货商服务能力

要求度高，包含商品创新、质量确保、供货稳定。 
•  产品多为抛货或重货，并以海运运输为主，对验

货、物流服务有强需求。 

商业洞察 
•  中国家居产业集群多，为中国制造优势产业代表，

其中美国为大家居主要市场。 
•  出口订单保障，海运拼箱需求多。通过验货前置，

海运拼箱服务，联动交易线上化。 



新品 新商 新服务 
•  新流行色彩元素（年度流行色，火烈鸟等） 
•  新功能（如蓝牙&照明杯子，手机充电台灯） 
•  新设计（金属脚沙发椅） 
•  新材质（新环保材质：如降解纸，叶子） 
•  新工艺（玻璃陶瓷餐具） 
•  新风格（如回归自然风格家饰） 

•  设计研发能力强 
•  认证资质 
•  生产环保 
•  海外仓 
•  快速出货 
•  售后服务 
•  多语言服务 

•  深度行业个性化验货服务 
•  优惠物流拼箱服务 

新贸节大家居—三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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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节-家居园艺分会场 

买家心智： 
趋势新品-多维新品高利润；  
专业店铺-品质控制和服务能力优； 
 
产品线： 
厨房类+园艺类 

Banner透
传买家心智 

类目导航 

新品海景房
视频专区 

类目楼层 
热图热词导购 

热品展示 

新品专区 
重点突出新
品的特点 

专辑导购
2018 热门趋
势推荐 

 
选品标准： 
•  首图6张高清白背景产品图

优先    
•  高清视频优先：以观众为中

心，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展示产品细节和亮点，英文
解说和字幕，有创意   

•  趋势新品优先，自主设计有
专利优先   

•  有品质证书优先：FDA等 

选商标准： 
•  店铺星等级，二星三星     
•  家居园艺二级子类垂直 
•  店铺优先厨房类和园艺类

优先  
•  店铺装修专业精美优先   
•  店铺内有视频专区或精美

视频数量多的优先    
•  店铺内新品多的优先      
•  品牌店铺优先  



大家居-LED灯具分会场 

买家心智：品商升级，打造灯具专业采购市场 
品：节能环保，智能趋势，新品首发 
商：源头工厂+品质保障（验货/UL/CE认证） 
 
涉及产品线： 泛光灯，路灯，投影灯，Flashlight，露营灯，舞
台灯，景观灯，吊灯&吸顶灯，台灯；光源（灯泡，灯带，灯管） 

Banner透
传买家心智 

类目导航 

智能灯具专
辑展示 

新品海景房视
频专区 

类目楼层 
图片属性导航 

热品展示 

新品专区 

 
选商标准： 
•  公司资质：工厂/工贸一

体型企业，2星以上卖家 
•  产品能力：符合目的国生

产标准（UL,CE等） 
•  团队能力：具备海外售后

服务能力优先 
•  研发能力：拥有设计&研

发中心 
•  提供质保（1年以上） 
•   品牌商优先 

 

 
选品标准： 
•  产品必须具备出口目的

国认证要求（UL CE） 
•  商品信息质量高（标题，

图片，描述） 
•  必须按照要求拍摄产品

视频 
•  新品，热品优先 
•  智能产品优先 
•  能提供海外仓售后服务

优先 
 



大家居-家具分会场 
 
买家心智： 
品：品质保障+证书优先 
商：平台+线下实力商家（例如有海外仓，有中美拼箱需求商家） 
服务： 阿里承运-中美拼箱海运 
产品线 
室内家具（重点-客厅沙发，休闲椅，床，餐桌，餐椅，咖啡桌，床垫
套房组），商用家具（重点-办公家具，酒店家具，美发沙龙家具，吧
台桌椅），户外家具（重点），婴童家具，家具零配件 
 
 
 

Banner透
传买家心

智 

类目导航 

中美拼箱物
流专线介绍 

类目楼层 
热图热词导购 

热品展示 

场景导购 
突出新品趋势 

热品视频专
区 

选品标准： 
•  产品必须具备出口目的国

认证要求（如BIFMA, 
CAL117, CARB 2等） 

•  商品信息质量高（标题，
图片，描述） 

•  必须按照要求拍摄产品视
频 

•  新品，热品优先 
•  能提供海外仓售后服务优

先  
 

选商标准： 
•  公司资质：二星以上卖家，

工厂/工贸一体型企业 
•  产品能力: 符合目的国的相

关产品的生产管理标准，提
供绿色环保认证证书或知名
品牌代工经验或提供第三方
验厂报告者优先    

•  团队能力-具有海外售后服务
能力优先 

•  研发能力-有海外注册品牌，
海外仓经验者优先  



大家居-建材分会场 

买家心智： 
趋势新品-新设计，新功能，新材质  ； 热品爆品-高流量，
高成交，高利润 ；优商优品新商机匹配  
 
招商品类：卫浴，门窗，瓷砖，地板，建筑玻璃，木材，
房地产 

Banner透传买
家心智 

类目导航 

新品海景房视
频专区 

类目楼层 
热图热词导购 

热品展示 

新品专区 

热品视频专
区 

选商标准： 
•  店铺星级 二星或三星 
•  有自主设计和研发能力优先 
•  有自主品牌优先 
•  具有质保和售后服务能力优先  
•  旺铺装修精美优先 
•  同等条件近3个月信保GMV高的优先 
•  同等条件电商能力分高的优先 
选品标准： 
•  产品展示图片高清白背景，品名描述专业清晰 
•  高清视频优先 
•  趋势新品，热品优先  
•  特色智能产品优先 
•  专利产品优先 



活动前 活动前 活动前 

活动前 活动中 活动后 

• 旺铺升级，信息展示 
ü 旺铺升级至-2.0模板 
ü 与大促风格保持一致 
 
• 优化产品（2.23日之前） 
ü 标题，图片，视频 
ü 上传证书 

• 及时沟通，保持互信同步 
ü 关注平台公告活动信息

（MA，外贸圈，Email） 
ü 加入行业小二钉钉群 

• 回复询盘 
ü 时效性 
ü 专业度 
 
• 订单线上化 
ü 信保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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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贸节运营重点 



 旺铺升级－核心价值 

抢占无线商机  
移动端旺铺上线  

 
无线旺铺上线，支持多端一起化
装修，移动端独立装修！助力商

家抢占无线红利！ 

    大宽屏  多媒体  
       脱颖而出 

 
根据买家电脑屏幕自适应的宽屏
首页，视频、360全景图等丰富
的多媒体能力高端大气符合海外

买家审美,彰显企业档次！ 
 
  

海量装修模板  
灵活应用 

 
旺铺能力拓展，引入大量在线装
修模板，不同模板之间可灵活切
换，不同阶段随时切换不同风

格！低成本、高效率店铺换装更
轻松。 

 
 

官方承接页 
3月大促必备 

 
3月新贸节已升级为旺铺2.0的
入围商家，享有大促官方承接
页模板。大促权益、旺铺视频
模块、产品橱窗推荐助你轻松

上大促，询盘转化飙升！ 

供应商服务指数 
店铺访客行为分  

 
旺铺访客停留时长与访问深度已
纳入供应商服务指数，分数与网
站权益直接关联，做好旺铺势在

必行！ 



旺铺升级 家居行业案例-PC端 

其他6家优秀旺铺案例例： 
机械（⼤大⼯工业）、⼿手机膜（3C）、数码配件（3C）、服装（Fashion）、服饰配件（Fashion）、吸尘器器（家居）!

家居行业案例 
 
旺铺2.0升级后较旺铺1.0 
 
访问深度增长 67%（月环比） 
访问时长增长 12%（月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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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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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旺铺案例展示 



 升级至旺铺2.0且选用官方新贸节旺铺模板 

行业分会场店铺：必须升级 
大市场店铺：可选 

三步升级旺铺2.0，选用官方新贸节旺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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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2.0选用官方新贸节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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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旺铺效
果！ 新版Alibaba买家app中也能查看 
 
升级发布新版旺铺后，旧版旺铺内容自动保存，可随时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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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上线 
 



旺铺2.0-更多问题 

升级旺铺2.0后，除了初始设置的内容外，您可自主装修页面风格，添加
自定义页面，详情操作查看外贸圈-全球旺铺论坛帖子：
https://waimaoquan.alibaba.com/bbs/read-htm-tid-3341339-1-fid-37.html 

丰富的个性化设置 

优选服务推荐 
如您没有专业美工或者拍摄人员，可以选择已经入驻阿里巴巴外贸服务平台的专业服
务商进行店铺装修和视频拍摄，以下是专门为新贸节推荐的优质服务。  
旺铺装修：https://fuwu.alibaba.com/fwsc/wpzx3.html  
视频拍摄：https://fuwu.alibaba.com/fwsc/psfw3.html 

扫我查看旺铺装修视频教程！!

有问题可随时联系 
Ø  咨询小何在线客服/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26-1688。 
Ø  加入旺铺2.0官方交流钉钉群：11772838 
Ø  进入国际站卖家中心自主答疑：https://service.alibaba.com/hc/supplier/list/9216464.htm 



服务-质保!

灯具 家具： 

2.商家认证：TUV等认证 
产品标题：在标题中说明含有认证 

详情页: 详情页展示认证 
1.认证类型：UL/CE/TUV/ES等认证; BIFMA, CAL117, CARB 2 

3.产品能力: 符合目的国的相关产品的生产管理标准，提供绿色环保认证 
证书或知名品牌代工经验或提供第三方验厂报告者。 

店铺主页面：加入认证信息透传 

展示方式： 



服务-质保!
质量保证透传点：质检+in-house test+Warranty 

 

展示：产品标题+产品图片+详情页 
 



产品优化－标题 

 标题和关键词的设置原则（对产品的搜索排名有很大影响）：  
 
①标题明确，体现产品优点、特点、特性，做好精准定位产品，标题要与买家的搜索购买需求匹配（注重匹配度和相关
性）  
 
②核心词后置，如果需要带for/with等词来说明组成或用途时，核心词置于for/with前面（系统会自动判定for/with前面
的词为核心词） 
  
③标题字数尽量不要超过50个字符，核心词前加3个左右的修饰词即可。尽量不不要重复累加关键词，造成关键词堆砌
（排序评分时会被扣分）  
 
④慎用特殊符号“/”、“—”、“（）”等，如果的确哟必要使用，可以特殊字符前后加空格（避免系统将字符前后的
单词合在一起，判定为无法识别字符）  
 
⑤三个关键词均要包含在产品标题中，组合关键词的单词尽量不要被隔开或拆开（影响产品信息的匹配度和相关性，进而
影响搜索排名评分）  
 
⑥关键词 好是由1~4个单词组成 好，修饰词尽量多元化，首选热门搜索词，结合热门长尾词（从买家搜索角度出发去
需找你要的词）  
 
 
产品标题书写标准格式：  
修饰词A（热门长尾词）+修饰词B（+修饰词C）+核心词（关键词）（+for/with……） !
  !



产品优化－图片 

产品主图设置要求 
  
1、作用：  
产品图片是对文字描述的补充，使用图片直观展示您的产品，让买家在浏览产品时获得更多的产品细
节特征，丰富的高品质图片大大影响买家转化。 
  
2、基础门槛：(若不满足基础要求，产品无法发布)  
● 图片大小：不超过5M!  
● 图片比例：近似正方形(比例在1:1~1:1.3或1.3:1~1:1之间)  
● 图片像素：大于350px*350px(类似750*750、1000*1000尺寸大点，近正方形的都是可以的)  

产品详情图的要求  
1、图片格式：Jpeg, Jpg,Png  
2、图片大小：3M以内  
3、图片像素：  
● 普通编辑：750px(宽)*800px(高);可插入图片上限：15张图片;字符上限：50000个字符;  
● 智能编辑：图片像素按照使用的具体模板要求进行上传;可插入图片上限：30张图片;字符上限：65535
个字符;  
4、色彩模式：RGB  

注意：产品详细描述只支持展示图片静态效果，不支持GIF动图，您在上传图片时会有格式要求提醒。 !



产品优化－图片 

展示角度不佳 展示方式不佳 

展示效果不佳 展示光线不佳 （反光） 



优化图片参考 优化图片参考 

产品优化－图片 
 

原图 
原图片 



产品优化－图片 

好的主图如同一个人的脸，给予采购者第一印象。 

主体不突出 主体突出 材质，色彩明显 

背景杂乱 高清白背景 



产品优化－详描 

1.页面设计原则：版式优美，内容简洁。 
 
2. 专业：文笔流畅，语法、结构、措辞有逻辑，
不能出现中文，遵循FAB法。 
 
3.内容： 
a.  产品规格型号、专业性描述 
b.  多角度高清图片 
c.  生动视频 
d.  产品特性（与同行产品优势） 
e.  包装、运输方式方式 
f.  第三方认证（成功案例） 
g.  售后服务 
h.  店铺资质介绍等补充信息 

 



产品优化－视频 
视频—商家专业性展示利器，新奇特产品快速传播渠道，推广效果事半功倍 
 
优秀视频范例： 



产品优化－视频 

优秀视频范例 

 
视频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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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得奖成就或专利资质，例：红点设计奖 
3.  其他特殊亮点，需可量化， 
4.  以上产品优势皆需用英文表达 
5.  产品不可用静态图片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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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信息质量：标题、图片、属性、详细信息、交易信息、物流信息 

搜索相关性：类目相关性、文本相关性 

商业因素：CGS、P4P、橱窗、认证、金品诚企 

供应商服务：店铺转化、交易能力、询盘回覆时间及回覆率 

买家偏好：产品曝光、点击、询盘、交易转化、热门关键词 

交易因素：卖家交易等级、线上信保交易额 

锁定流量!

会场流量：主分会场海景房，热图导购区，主题专辑 

自主流量：Facebook,Youtube，Linkedin等 



1.产品卖点怎么写？ 数字化，形象化，把自身优势跟客户的利益结合起来，高性价比，客
户案例，证书，创新等 
 
2.什么是海景房？活动期间各主分会场页面首屏 显眼的推商推品坑位 
 
3. 预热期内容？   2月23日-3.4日，玩法规则预告：免验/免手续费/十大品牌、马来西亚，拼
箱新服务等介绍。 
 
4.页面排序规则？主要因素-新贸节前90天&新贸节期间 流量转化和交易数据 
 
5.分会场赛马规则？按天赛马，以单品交易额以及店铺成交额赛马，此外，家具分会场拼箱楼
层以拼箱物流单量赛马。 
 
6. 产品优化截止日期？ 2月24号之前，审核通过的品价格更关键信息不建议更改 
 
 
 
 
 
 
 

FAQ:  



FAQ: 审核不通过常见原因 



FAQ:报品后如何查看已报名产品 

Step 1!

Step 2!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