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新贸节/ MARCH EXPO 

3.5 - 3.31 

优品、优商、优服务 

Discover New March！ 
优化商品信息，抢占更多市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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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采购节!
背景!

⾏行行业会场!
选品要求!

⼤大市场!
商品信息偏好!



!
!
!
!
!
!
!
!
!
!
!

        !

采购节背景 
 

买家流量 

 
(搜索场景为主） 

大市场 

打标 
（氛围&免费验货） 



招商选品——行业活动会场&特色会场要求 
!

 
场馆 

 
大市场 

 
16个行业活动会场 

3个特色会场 折扣专区 

包邮馆 样品馆 义乌小商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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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商家最多可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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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商品的最小起订
量须为1件，即MOQ=1； 
 
5.每个商家最多可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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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起订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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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商家最多可报10
个——100个商品，产
品图片符合优图规范； 

最终以实际上线页面结果为准 



大市场商品信息偏好 
 
!

•  精品项目 
•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精品项目 



精品项目 
精品规则及机制（含PC和无线） 

产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产品信息质量分＜2分，或者该产品为重复铺货产品。 

低质产品 

产品不是重复铺货产品且满足以下任一条件：3.5分≤产品信息质量分＜4分且最近90天
为零效果产品，或最近90天虽然有效果但 2分≤产品信息质量分<3.5分 

普通产品 

产品不是重复铺货产品且须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产品信息质量分≥4分，或 产品信息
质量分≥3.5分且最近90天非零效果产品。 

精品 

精品曝光倾斜： 
ü 搜索优先排序：在所有产品中精品进行优先排序； 
ü 营销大促活动优先准入及排序 
ü   买家推荐场景（如：Alibaba.com首页、买家询盘成功页等）优先推荐 

低质产品的弊端： 
p 问题商品无法进入搜索排序，其他低质商品无排序优势 

p 无法参与全站的营销活动 

预计2月6日开始逐步上线 



精品项目 预计2月6日开始逐步上线 

图片 
质量 

文本 
质量 

交易
物流
信息 

其他 
维度 

ü 尺寸与比例 

ü 主体与背景 

ü 是否牛皮癣 

ü 是否拼接图 

ü 是否有边框 

检测维度 
ü 标题合理性： 

      长度合理、中心词明确、无堆砌、
无拼写错误、无非相关信息 

ü 关键词合理性： 

      与标题信息不冲突 

ü 属性合理性： 

      填写完整且与标题信息不冲突 

ü 详情合理性： 

      内容丰富且与标题信息不冲突，且
信息不堆砌。 

检测维度 

ü 价格合理性： 

      价格必填且真实合理 

ü MOQ合理性 

ü 支付方式及物流 

      需填写完整 

检测维度 

ü 是否问题产品 

      是否类目错放等 

检测维度 

图片质量规范 

问题将实时检测   质量模型将持续升级 



产品功能介绍——产品发布升级 

My Alibaba-产品管理-发布产品 
Ø 实时检测：在完成产品信息填写后，即可点击检测，获取产品信息质量检测结果 

Ø 提醒优化：左侧信息模块将直接展示优质信息的填写建议 
                       右侧检测结果将直接展示对应的信息问题，便于商家快速定位及优化 

最终产品界面以上线为准 



产品功能介绍——搜索诊断中心升级  

My Alibaba-产品管理-搜索诊断首页 
Ø 产品生态分布：纵观所有产品的分布现状，直观地了解不同生态类型产品的当前的效果和趋势 

Ø 整合问题商品：对问题商品的问题类型进行整合展示，便于商家高效优化 

最终产品界面以上线为准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Ø 产品图片 
Ø 产品视频 

商品 
描述 

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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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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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价格填写必须合理真实，
须同商品有实际关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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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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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产品关键词 

作用于搜索匹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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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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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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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家热搜词、买
家询盘词、P4P推荐词等），进行关键词丰富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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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属性不能与标题信息冲突 

 
 

产品属性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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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二、行业化优图规范 
尺寸比例：建议640*640以上 
图片数量：建议3张以上，可以展示SKU、产品正面、背面、侧面、细节、商品标签细节等 
图片一致：产品名称和图片必须一致 
 
主体：大小适中，居中展示，不宜过大过小、不完整；部分行业如需展示多个物体，允许拼图（允许拼图的行业：汽车、摩托车 
家居用品 电子元器件 五金 机械部件及定制加工 服务设备 化工 箱包 橡塑原料及制品 鞋类 纺织及皮革制品 钟表,珠宝首饰,眼镜） 
 
背景：建议浅色或纯色底，推荐使用白底（如浅色产品可用深色背景），不建议彩色底及杂乱的背景；部分行业允许美观整洁的自然背景（允
许自然背景的行业：汽车、摩托车 家具 家居用品 运输 建筑 照明 机械 农业 能源 服务设备 化工 环保 矿物和冶金 橡塑原料及制品 纺织及皮
革制品） 
 
Logo及标志：logo固定左上角；部分行业可添加认证标志，固定左下角（允许添加认证标注的行业：汽车、摩托车 运输 电气设备和产品 照
明 机械 仪器仪表 机械部件及定制加工 安全防护 通讯 工具） 

一、【3个基础门槛要求，必须满足，否则无法发布商品】 
1、图片大小：不超过5M！  
2、图片比例：正方形最佳（比例在1:1~1:1.3或1.3:1~1:1之间）  
3、图片像素：大于350px*35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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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图片规范 



如何发布优质商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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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的交易及物流信息 
填写完整且真实合理 

完整的产品属性及详情描述 
属性需填写完整；详情描述可通过详情视频，表格及
图片等组合方式进行描述；可配合展示自身服务能

力、售前、售中、售后优势。 

简短明确的产品名称 
50字符以内，避免信息堆砌，精准规范、合理设置获取流量 

丰富的产品关键词 

以营销词/重要属性词+产品中心词及其近义词/变体等多种
组合方式，助力搜索匹配，网罗海量商机 

优质服务，助力转化 
注重及时回复率及优质交易数据及评价的积累 

01 02 

03 04 

05 06 

什么样的产品更受买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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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