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攻略中心 



开年大吉成长季—信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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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下载区、优质视频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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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攻略中心入口 

第2步 

商家攻略中心 

第1步 



新贸节中的数据解读和应用 
蒋小赛 
 
2018.02 



自我介绍 

•  蒋小赛 
•  阿里“12年陈”员工 
•  2016年前：中供销售专家 
•  2016年---：数据管家产品运
营、数据大学滨江分部运营 

•  外号：蒋教授              



新贸节中的必看的哪些数 一、 

二、 新贸节中的橱窗、P4P的使用和数据解读 

三、 电商服务分提升策略 



一、新贸节中的必看的哪
些数 



一、数据管家-三月新贸节商家直播屏介绍（面向活动KA商家） 

Ø  背景：传递大促活动的理念： 
     1）优商、优品、优服务； 
     2）通过数据直播大屏，助商家烘托活动氛围，提升士气。 
Ø  大屏核心内容：透传行情及商品资讯，商家店铺在新贸节期间重要交易数据。 



新贸节商家直播屏入口 

Ø  开放给哪些人群？ 
3月新贸节活动KA商家 
 
Ø  从哪里查看直播屏？ 
产品入口设定在MA后台，在数据管家菜单
-专题中，增加“新贸节直播大屏“选项 
 
Ø  什么时候开放入口？ 
美国时间3月5日）0：00 （与新贸节启动
时间同步） 
 



核心指标介绍 

Ø  同行定义：与使用商家同一个一级类目
的其他全部商家（不仅限于KA） 

 
Ø  排名依据：在采购节期间累计成交信保

GMV（挂账口径） 
 

Ø  排名依据：商品的有效询盘量 
展现商品图片及商品名称（根据行业一级类
目） 
 



核心指标介绍 

Ø  展现新贸节期间累计成交GMV，行业排名范
围，较去年同期提升比例。 

Ø  行业排名范围 
 
Ø  较去年同期提升的时间范围：2017年3月6日

（与2018年3月5日同为星期一） 

 

Ø  展现新贸节期间累计成交GMV，行业排名范
围，较去年同期提升比例。 

Ø  行业排名范围 

Ø  较去年同期提升的时间范围：2017年3月6日
（与2018年3月5日同为星期一） 

 

新贸节累计交易金额 店铺及商品海外访问量&有效询盘量 



核心指标介绍 

Ø  以世界地图的方式展现卖家的询盘买家的国
家分布，用颜色区分有效询盘数量，并展现
询盘TOP5的国家。 

Ø  展现商家有效询盘最高的商品图片及名称，
并以条形图的方式展现有效询盘量，直观体
现。 

Ø  排名依据：商品的有效询盘量 
 

    新贸节我的热品TOP8 询盘买家国家分布图 



常见问题 

Ø  数据直播屏的数据更新频率是怎么样的？ 
     20秒自动更新 

Ø  新贸节结束后，我还能继续查看数据直播屏吗？ 
对于活动KA，大促结束以后，大屏上的数据会定格，并持续开放至4月底。 
 
Ø  为什么有些商家数据直播屏，而我查不到呢？ 
     数据直播大屏在3月新贸节期间仅开放给活动KA商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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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国际站 

KA 

一星 

二星 

三星 

商家星等级 



二、优品的选择和优化 



产品名称决定产品的买家来源 

•  产品名称=卖点词+“参数词1--N”+核心词+（应用场景/型号）	

•  名称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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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最小起订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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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描述模板组合（导航模块） 

•  1，卖点描述（体现产品优势/公司优势）	
•  2，参数描述（表格）	
•  3，产品细节图	
•  4，产品优势展示图	
•  5，公司优势展示图	
•  6，外贸相关问题解答等（缩短沟通周期）	
•  7，其他推荐产品图（设超链接）	
•  8，询盘动作引导内容	
•  ….	



三、旺铺优化中的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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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和产品详情 

•  体现公司优势的营销广告语句（最大优势/卖点） 

•  体现产品优势的营销广告语句（最大优势/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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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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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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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 h)ps://msq.en.alibaba.com/ 
h)ps://kabeilu.en.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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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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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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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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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 h)ps://chinaplas[cmold.en.alibaba.com/ 
h)ps://fabricfun.en.alibaba.com/ 
h)ps://kingspeed.en.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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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元器件 h)ps://cndaier.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YTK4ED			 
h)ps://fzdli.en.alibaba.com/?spm=a2700.details.shnsopsi9.1.697a8c3ekTh8wJ			 

 运动行业 h)ps://windbell.en.alibaba.com 

h)ps://amigafitness.en.alibaba.com 

玩具行业 h)ps://symamodel.en.alibaba.com 

h)ps://jakitechnology.en.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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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包 h)ps://rivta.en.alibaba.com/		 
h)ps://xinghaobag.en.alibaba.com	 

配饰 h)ps://sinosky.en.alibaba.com/	 

3C h)ps://1chip.en.alibaba.com/ 
h)ps://difung.en.alibaba.com/ 

优质店铺装修模板 



四、未发反馈的高质量访客的营销 



二、新贸节中的橱窗、
P4P的使用和数据解读 

（如何快速提升点击和询盘） 

 



提高点击转化率最快方法：优势位置,前五位点击占比约28%	
 



大部分客户词的点击效果这样： 



少部分客户可以这样： 



影响搜索排序的主要因素 

以相关性和文本信息为基础，引入并优化买家偏好，全面升级为买家
信任的交易导向 



关键切入点 

•  1、橱窗（主营认证产品）使用是否到位？	

•  2、P4P是否有浪费，如何更有询盘效果？	

•  3、顶级展位如何最大化利用？ 



以前常用橱窗添加方法 



•  橱窗优化工具--我的产品-自定义筛选-橱窗产品（只有主账号有权限） 



添加“买家喜好”的产品为新橱窗 



热门重点词-橱窗产品提升排名 



查看效果趋势—了解操作效果 



P4P效果检测⼯工具--我的产品-高点击低反馈、高曝光低点击 



P4P选词之询盘来源词1--我的产品-词来源 



P4P选词之询盘来源词2-访客详情—询盘买家常用词 



如何利用P4P快速找到未用好关键词并发布产品 

关键词和
产品的相

关度 

买家搜索 
喜好度 

产品信
息质量 

巧用P4P“去重、三星评分和推广产品数”特性 





待发布关键词--参数拆分法 



尽可能让一个好的产品覆盖更多相关关键词 

•  产品名称=卖点词+“参数词1--N”+核心词+（应用场景/型号）	

•  名称举例如下：	



顶展--P4P第一名 



 1、精确匹配（搜索关键词是客户购买的关键词） 
 2、推广评分为≥三星级 

√ 其他位置-右侧及底部区域 

 1、搜索关键词是客户购买的关键词或
者是相关的关键词/类目 

      如买家搜索词为mp3，客户购买的
关键词为 red mp3 

 2、推广评分为1星级起 

√ List区域（主搜索区域） 

顶级展位曝光少于P4P第一名曝光的原因：P4P展示规则 



顶级展位产品优化之产品名称 

•  产品名称=公司营销广告语+“参数词1--N”+核心词+（型号）	

	 名称举例：	
专注断路器15年制造商+	High	voltage	dc	11kv	sf6	vacuum	circuit	
breaker		
	
•  产品详情:更多超链	
hCps://www.alibaba.com/product-detail/HEC-2017-Fashion-
Designer-Pu-Leather_60616185509.html	 



三、电商服务分提升策略 



•  先选择“较差”模块、再提升“重点优化” 

•  先提升“数”，再提升”率” 

例如：利用P4P快速提升总访客数，通过多报价

RFQ间接提高总商机数 

•  先提升主观可控”短期统计值”，再提升

“长期统计值” 

例如：先提升有效果产品占比、平均回复时间、

及时回复率 

提升电商服务分策略 
模块 一期核心指标 二期核心指标 

信息展示 
 

总曝光词数 -- 

产品信息质量分 产品信息质量分 

有效果产品占比 

旺铺转化率 店铺访客行为分 

商机获取 

总访客数 总访客数 

点击率 点击率 

总反馈数 总商机数 

近6个月反馈增长率 -- 

总转化率 

商机处理 

询盘二次回复率 

订单转化率 

及时回复率 及时回复率 

平均回复时间 平均回复时间 

RFQ市场表现分 RFQ意向行动率 

线上交易 
 

(二期更名为 
交易履约) 

订单转化率 

交易等级分 交易等级 

买家评价分（暂不计算） 

信用保障订单按时发货率 信用保障订单按时发货率 



电商服务分分析：TOP10客户的投入和操作清清楚楚 

•  投入=橱窗+P4P+其他 

•  操作：产品、旺铺、词 



电商服务分分析：TOP10客户的转化和产出一目了然 

•  产出：活跃客户数、订单数、

出口金额 

•  转化：总转化率、及时回复率、

RFQ意向行动率、订单转化率 



直播ppt，录播视频观看 
链接：https://activity.alibaba.com/supplier/4a34c79c.html  

路径：My Alibaba--上方“成长”--右上角banner 	
	
	
	
	
	
	
	
	
	
	
	
	
	
	
	
 

商家攻略中心入口 

第1步 

第2步 

商家攻略中心 

答疑时间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