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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1

最新动态2

• 业务风控规则更新公告及违规公示

• 商家成长指引上线

• 新功能场景搭配介绍及大促资源

• 在线定制功能再次亮相9月大促

• 3D Showroom拍摄&投稿注意事项

• 行业定向征品国家化升级

• RFQ近期更新及商家高频问题同步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7月上新速递



1重点关注

• 业务风控规则更新公告及违规公示

• 商家成长指引上线

• 新功能场景搭配介绍及大促资源

• 在线定制功能再次亮相9月大促



1 -业务风控规则更新公告及违规公示汇总

主讲：阿里小二 深夜



禁限售规则大类 新增内容

第三大类：枪支弹药
枪支弹簧、止动器、导杆、枪栓卡榫、总成、螺栓销、缓冲销、缓冲罐、伸缩管、
虎钳座、军用扳手、子弹按钮工具、自动阻铁、稳定架等

第五大类：军警用品 军用防毒面具及滤芯、防弹衣/防弹背心/防弹头盔、防弹衣/防弹背心的插板

第九大类：
非法用途产品

用于妨碍、规避及以其他方式干扰执法、车辆或道路安全/其他法规规定的商品；
用于遮挡牌照使其无法读取或识别的牌照防拍喷剂或牌照改版、汽车识别号或
（VIN）标牌、用于更改里程表的产品等

第十大类：收藏 经过辐照处理的宝石、 净度增强的白钻石、玻璃填充的红宝石

第十一大类：人体器官、动
植物及捕杀工具

活体动、植物及其制品，以及动物粪便

国际站禁限售规则更新

风控提醒：涉及禁限售规则的产品应及时下架，不得在国际站展示或售卖，

否则将面临最高一次扣48分关店等处罚

2021年7月16日起正式生效执行

相关公告可扫码了解



6

关于暂停二手手机线上交易公告

公告核心内容：2021年7月7日起国际站关闭二手手机相关商品的线上交易通道

商家行动点：
1、二手手机需设置正确的类目“Used mobile phones”，不得错放类目；
2、正确展示二手手机，不得混淆产品信息或发布虚假信息，如发布非官方翻新手机或将新手机作为二手
手机售卖。

FAQ
Q：是否会影响店铺内其他商品的线上交易？
A：线上交易限制仅针对二手手机商品，店铺内其他商品不受影响
Q：二手手机商品的商品展示是否受影响？
A：不受影响，二手手机商品的商品展示和买家搜索不受影响，买家可通过询盘的方式和卖家沟通商机

2021年7月7日起
正式生效执行

相关公告可扫码了解

风控提醒：针对故意混淆产品信息、错放类目等恶意规避的违规行为，首次扣6

分，第二次违规将再扣12分，并且相关的交易卖家需自行承担买家纠纷等风险。



手机不同类型定义及风控要点

手机类型 定义 禁限售规则 风控要点

二手手机
包装已拆，或使用过的手机且未更换手机零部件（包括更换非

原装或通过非品牌授权的售后中心更换） 可展示

不可交易

1、正确设定类目

2、不得混淆信息官方

翻新机

由手机制造商将因质量问题退换的手机修复或者替换有问题的

组件，重新组装后再投放市场销售的手机

全新机

卖方自货到手以来完全保持拿到货时的状态，即完全没有使用

过的经历，这样的物品一般都有完好的包装。全新的概念就是

自出厂以来（不包括厂内调试）完全没有任何使用迹象的物品。

可交易

1、价格真实、符

合市场合理价格；

2、最低价格异常

非官方

翻新机

由第三方（非手机源头制造商）更换了零部件（非原装），包

括但不限于显示屏、触屏、主板、内存、摄像头、外壳等
禁售 不得展示及售卖

风控提醒：国际站禁售非官方翻新手机，允许合规展示正规二手手机



国际站禁限售违规公示 2021年7月8日公示

处罚时间 会员ID 违规原因 处罚措施

2021.07 e***e 严重儿童色情违规 关闭账户

风控提醒：严格遵守国际站禁限售规则，国际站对儿童色情零容忍。

违规公示内容如下：

相关禁限售规则：

规则大类 重点规则内容 处罚标准

第七大类：
色情、暴力、低

俗及催情用品

涉及兽交、性虐、乱伦、强奸及儿

童色情相关信息；含有色情淫秽内

容的音像制品，成人网站论坛的账

号及邀请码

A+级违规
扣48分

相关公告可
扫码了解



2021年7月国际站知识产权专题解读

2021年7月国际站发布了37个重点保护的知识产权信息及奥运相关知产内容，部分权利案例：

知识产权名称 知识产权图形 知识产权编号 知识产权权利人 尼斯分类 侵权案例学习

Activity Icon
4933903

（美国商标）
Apple Inc. 9

BIRKIN 3D
4467247

（欧盟商标）
Hermes 

International
14，18，

25

f_6033428_Alpha
_25_US_Alpha

ClothingCoLLC

6033428
（美国商标）

Alpha Clothing Co 
LLC

25

奥林匹克五环
图案标志

/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



2021年7月国际站知识产权专题解读

商家预防侵权行动点

学习知产专题示例解读

疑似侵权需要整改

图形商标

全文检索

旺铺检索

图片银行

查询权利保护范围

认证中心上传授权

发品不受影响

文字商标

有明确授权链路

不在保护范围

风控提醒：商家不得发布、销售

侵权商品，国际站根据商家侵权

行为处以警告、扣分、记振甚至

关闭账号等处罚。

相关公
告可扫
码了解

侵权整改可扫码了解

主图排查

在保护范围



2 -商家成长指引上线

主讲：阿里小二 楚迪



商家成长指引-产品介绍
6月30日全量新商家发布，有3000+左右商户保留老版本测试

新开通商家的必用产品工具，帮助新商家快速了解国际站操作及成长路径：

新手商家成长以4个“1”为阶段里程碑：

• 成长里程碑1：获取10个商机

• 成长里程碑2：获得1笔订单

• 成长里程碑3：交易1万美金交易

• 成长里程碑4：获得1星等级

成长任务 视频培训 三方服务

明确成长路径，提升操作能力； 入门必学课程，视频讲解清晰明了 三方服务和产品，助力商家成长；



商家成长指引-产品介绍(0-90天新手期）

清晰-新商家成长任务

直观-新商家课程体系

明确-新商家三方服务推荐

• 发品建站基础操作
• 推广营销基础操作
• 物流订单基础操作

• 金品/出口通无忧启航服务推荐
• 金品/出口通保效护航服务推荐
• 三方产品工具推荐

• 新商家量身定制培训课程
• 国际站操盘官认知

围绕商家成长4个“1”里程碑目标，
设计商家成长指引：

进入路径：My Alibaba –首页

630全量新商家发布，有3000+左右商户保留老版本测试



商家成长指引-产品介绍(开通＞90天成熟期）

1
①卡片左上，可查看商家当前成长
评分

2

②卡片右上，可查看当前成长建议）

③卡片下方是千人千面的诊断任务
项，每位商家看到不同的内容

④检测任务项的标杆值，参考同行
业、商议星级商家的表现而设定

3
4 5

⑤点击右侧“行动点”可立即优化
任务项，也可查看攻略说明

⑥点击“查看XX项全部扫描结果”
可跳转到诊断详情页

查看入口1：My Alibaba-首页-中部
（新开通超过90天，或90天内完成累计1w美金交易商家）
查看入口2： My Alibaba-数据分析/数据参谋—成长指引



3 - 新功能【场景搭配】介绍及大促资源

主讲：阿里小二 晓丹



“场景搭配”是什么？

场景搭配：基于某种场景下，买家可能同时购买的2-5款商品

开放行业：已经对全部行业开放此功能

对商家的好处：同场景下的商品能够获取更多曝光，互相引流

对买家的好处：实现一站式采购，方便决策

场景搭配和组合购的区别？

• 组合购一般是指某场景下，须同时购买才能够实现某种功能的商品

组合，例如帐篷和睡袋，餐盘和餐碗等

• 场景搭配是指某场景下，任何可能出现的商品的搭配：例如相似

风格的各类T-shirt, 儿童娱乐场景下的各类玩具/书籍读物等，未

比必须同时购买

场景搭配案例



“场景搭配”后台如何设置？

三步即可完成 注意：场景搭配图非常重要，对于商家转化

的提升有明显拉动作用（+60% Vs. 没有图）

Do： 1）包含关联商品

2）图片能够准确传达场景心智

Don't : 1)   和产品本身无关，例如厂房/生产线

2）没有场景搭配心智，看不出关联商品

优秀案例



“场景搭配”的前台展示 —— 仅限APP

详情页

目前已上线，商家后台配置完成之后即可生效

各行业首页

7月22日生效，长期有限

15各行业行首设置特色楼层：

家具、建材、灯具、家居园艺、家纺、礼品工艺品、

汽摩配、运动娱乐、包装印刷、消费电子、服装、

美妆个护、珠宝眼镜、箱包、鞋靴



“场景搭配”大促资源

9月大促：

• 家具、灯具、建材、交通零部件行业会场设置特色楼层

• 服装、美妆、配饰、箱包、鞋靴的大时尚行业会场的混批主题页面

• 运动娱乐行业会场设置“猜你喜欢”卡片

买家只需要报名行业会场即可，系统可以自动圈商圈品

请扫码入群答疑



4 -在线定制功能再次亮相9月大促

主讲：阿里小二 晓丹



项目价值 功能全面升级

买家价值：

➢ 优化采购体验，提升下单效率

➢ 高效识别优质定制能力商家

➢ 满足买家从图文定制到属性定
制的全方位定制需求

卖家价值：

➢ 彰显数字化在线定制能力

➢ 节约买卖家沟通&设计成本

➢ 提升优质流量曝光

"在线定制"项目价值及功能简介

设置基础款商品

可选择的定制项内容

1. 实现图片及文字+属性定制的自由表达，并可设置对应的加价

2.   APP + PC端均已覆盖，承接更多流量

3.   RTS品定制后可以直接下单

4.   在主图上及主图右侧定制模块，含多个定制入口



“在线定制” – 商家端设置流程改动，已上线

定制模型类型：

仅图文定制/ 仅属性定制/ 两者都支持：

选择模型类型不同，后续的设置界面有所不同；

模型创建方式：

基于具体商品 —— 定制模型将会自动带入商品

的图片和基础配置，不需要商家再次选择

基于类目 —— 原有流程，现在不变

Step ： 先选择模型类型1

Step     ：基于商品 or 类目创建模型2

点击模型后新增加两个步骤：



“在线定制” – 已上线权益：卖点标签在搜索/推荐结果页面外显（PC+APP）

搜索结果页 榜单承接页 推荐结果页

搜索结果页商品列表专属卖点标签：

Online customization



“在线定制” – 前台流量权益：榜单+RTS+猜你喜欢 等



“在线定制” – 前台流量权益：行首特色楼层（APP+PC）

APP端举例 PC端举例

服装

家居园艺

包装印刷

箱包

9月大促资源

1. 所有行业：RTS小单快定专区要求全部为在线

定制商品

2. 家居园艺、礼品工艺品行业会场设置特色楼层

3. 美容个护、珠宝眼镜、消费电子、五金工具

设置“猜你喜欢”卡片

买家只需要报名行业会场即可，系统自动圈商圈品



9月大促在线定制商家答疑群



2最新动态

• 3D Showroom拍摄&投稿注意事项

• 行业定向征品国家化升级

• RFQ近期更新及商家高频问题同步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7月上新速递



1 - 3D Showroom拍摄及投稿注意事项

主讲：阿里小二 琳萍



3D实景展厅-数字化营销获客，精准买卖匹配

沉浸式场景化导购
（引导跳转商品+语音通话，音视频接待）

私域转化神器（即将上线新功能）
AI智能带看，打破时差

（自动导航、智能语音讲解）

*具体以实际上线时间和效果为准

线下实力商家的「线上会客厅」，谈单杀器，助力转化



行业会场

（3D实景展厅入口）

3D实景展厅会场

（覆盖所有行业）

展会会场

（3D实景展厅楼层）

公域场景（投稿即有机会曝光， 8月5日前完成投稿即有机会入围8月首焦会场） 私域场景（支持商家手动装修）

大促会场

（不定期）

投稿地址：MA后台-媒体中心-3D实景展厅

3D实景展厅-前台多场景曝光，呈现多元化企业和商品细节

8月首焦会场

（不定期）

旺铺

（3D实景展厅板块）

商品详情

（3D实景展厅板块）

提醒！投稿并通过后才能展示在前台



催客户经理
提交拍摄任务

清理场地
确认模型

挂载商品&视频
并发布

填写内容
并投稿

公域场景
私域场景

商
家
可
操
作

投稿地址：MA后台-产品管理-3D实景展厅

第一步

第二步

3D实景展厅-商家全链路操作指南



3D实景展厅-拍摄提醒

服务工单提交&上门服务时间

2021年4月-6月支付到账，且抢到促销权益的商家，客户经理可提交拍摄任务，

商家可安排拍摄，截止时间如下：

1. 客户经理提交拍摄任务时间为：6/18-8/31

2. 上门拍摄服务截止时间为：2021/9/30

逾期未能配合拍摄视为放弃！



有问题可钉钉扫码咨询 视频号，可微信扫码关注最新动态

3D实景展厅-资料小站



2 -行业定向征品国家化升级

主讲：阿里小二 喻晓凤



行业定向征品国家化升级
发布定向品 流量不封顶

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惑？

平台将买家需求规模、增速和供给商品情况按国家细分，分析出目标国家蓝海及高竞争力的商品特征，向商家定

向征品，商家按国家征品要求发布或修改商品，即可成为国家定向品。符合征品要求的商品可在对应国家全链路

应用，提升商品在特定国家的商机转化效果。



商家基础门槛：报名行业会场且审核通过的商家
商品基础要求：满足国家定招主题条件的国家定招品且商品分大于等于60分
查看路径：产品管理-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定向征品模块or点击更多征品查看全部征品主题

点击某一主题，可展开查看征品主题对应的属性等要求，并立即发布对应要求的商品

立即发品
需在商品发品选择目标国家偏
好，满足其中一个国家即满足
要求

注：基础要求，属性要求，产品能力如都有要求，需要
同时满足才可符合征品主题条件

国家定向品9月大促权益



行业定向征品页面迭代

查看全部征品主题&征品成功商品

查看征品专属权益

征品主题较同类目近30天的效果对比

查看征品主题要求详情

（此页面预计7月28日开始初步向商家开放，以实际上线时间为准）

查看路径：产品管理-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定
向征品模块or点击更多征品查看全部征品主题



Step1、查看国家征品主题 Step2、可发布新品或发布类似中选择系统推荐的商
品编辑修改
注：为提高发品效率，系统做了近似品推荐，并非编辑推荐产品才算
定招品

（此页面预计7月28日开始初步向商家开放，以实际上线时间为准）

如何发布国家定向品？ 查看路径：产品管理-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定
向征品模块or点击更多征品查看全部征品主题



需征品条件全部符合，才算征品成功

Step3、进入发品界面，右侧点击‘检测’可查看当下产品信息是否符合征品条件

产品发布页面发布定向品



查看国家定向品数量

Step4、查看符合征品要求的国家定向品

查看定向品列表及数量（数据统计延迟2天）

（此功能预计7月22日开始初步向商家开放，以实际上线时间为准）



1、查看全部征品主题 3、查看符合要求商品

老版本

新版本

（预计8月1日开始初步向商家开放，以实际上线时间为准）

（目前线上版本）

行动点：查看主题要求，点击‘智能发品’发布国家定向品

行动点：查看主题要求，点击‘发布新品’或者‘发布类似品’发布国家定向品

注：有目标国家/地区偏好的为国家定招主题，目标国家/地区偏好内容为空的为普通定招主题，国家条件满足任意一个国家及满足国家要求。

查看国家征品主题新老版本对比 查看路径：产品管理-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定
向征品模块or点击更多征品查看全部征品主题

去发品

去发品

去发品



国家定向品&普通定向品权益对比



Q: 是否一定要通过征品页面的发品按钮发出的商品才算征品成功，才可享征品流量？

A：不是，只要满足主题要求的商品，不论新发或是存量品调整，都算定向征品。商品分满足条件的可享定招权益。

Q: 国家定向征品和普通定向征品有什么区别？

A: 征品主题有目标国家/地区偏好要求的为国家定招主题，目标国家/地区偏好内容为空的为普通定招主题，商品发布国家偏好满足任意一

个国家即满足国家要求。

Q: 已经按征品条件发布或修改了产品，但符合商品列表还是没有刚操作的商品是怎么回事？

A：符合商品列表和数量的统计时间延迟两天，需要48小时后查看

Q:怎么查看我那些产品符合了征品条件

A: MA后台，产品管理-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定向征品-更多征品页面进去查看，线上符合商品列表和数量。

Q：为什么我的类目下没有征品主题

A: 征品主题为行业小二数据判断国际站目前缺的蓝海趋势品类或需补充的竞争力品，没有主题的类目说明小二判断目前暂不缺品。

Q：为什么我按照征品的属性要求填写了，还是征品检测不通过？

A: 属性必须选择系统属性，不能选择自定义属性

FAQ 常见问题



3 -RFQ近期更新及商家高频问题同步

主讲：阿里小二 杨亚

• RFQ Pro 商机承接需知

• 垃圾RFQ的举报

• RFQ报价服务力分升级



商机价值高：均超过5万美金

买家身份验真：RFQ Pro的买家都由阿里巴巴RFQ美国本地团队接触了解买家企业背景后提供相应服务

成交确定性高：RFQ团队成员会协助引导匹配成功的买卖家进行后续到交易的整个流程

RFQ Pro商机简介

商家报价要求

RFQ Pro由于商机数量有限，目前仅受邀客户可提供报价，受邀对象由买家需求决定， MA后台和邮件渠道推送

给受邀商家



未受邀商家报价提示：

未在受邀名单的商家可见不可报。但如果未受邀商家有能力有自信承接某个RFQ Pro需求，请在需求发出

24小时之内将需求题目和相应报价发送至 RFQBuyerService@service.alibaba.com。 RFQ团队会综合评

估报价内容和您的账号平台表现，若报价得到采纳，您会收到邮件通知。

RFQ Pro商机简介

注：买家可能由于业务变动或上下游需求变动而改变

采购计划，RFQ团队无法保证RFQ Pro的所有商机都

会形成订单，但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成交易

更多介绍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广告：
商机文字描述或图片中包含宣传任何服务，推销商品的商机归类为广告商机。

钓鱼：
商机文字描述带有外部链接或邮件账号，且链接或邮件回复内容要求客户进行登录，以窃取客户私人资料的归类
为钓鱼商机。

套价：
商机的发布不以采购为目的，而是同行发布以窃取产品价格。内容一般要求商家发送整个catalog的属于套价商机。

欺诈：
商机内容包含故意虚构事实如虚假公司名，采购目的等，以窃取商家产品信息或公司资料为目的的属于欺诈商机。

其它：
任何不以采购为目的的商机发布，且通过发布内容可以识别判断为有害商机的归属为其它。

注：请勿将描述不清，缺乏有效信息等的商机进行举报，该类商机不属于有害的垃圾商机。

垃圾RFQ的举报-垃圾RFQ类型



垃圾RFQ的举报-举报入口及注意事项

举报入口：RFQ详情页——Report the RFQ

•阿里巴巴RFQ团队会针对您的举报进行核查，如情况属

实该条商机将会被清除出RFQ市场。您会在反馈后3个工

作日内收到邮件通知举报结果。

•在举报商机的过程中，请一定要提供清晰的问题描述 和

关键的证据截图，以便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24小时内，最多可以举报5条垃圾商机

•更多介绍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RFQ报价服务力升级介绍

为什么要升级RFQ报价服务分？

原报价服务力分计算模型负责，包含十几个因子，商家不容易理解，不清楚如何提升分以获得更多

报价权益，无力感较强

服务分升级方向

1、简化因子，透传指标计算逻辑，帮助商家更好提升报价服务力，获得更多权益

2、丰富各层级权益，帮助商家在RFQ市场获得更多转化

预计8月底开始逐步上线

新报价服务力分5大因子：

1、上月FRQ登陆次数（权重5%）（一天内最多计算登陆一次）

2、上月报价量（权重25%）

3、上月24H内报价率（权重25%）

4、近30天RFQ报价的买家回复率（权重20%）

5、近90天的RFQ交易额（权重25%）

注：每项指标会通过模型测算得到每项因子分数，最终

合并权重得出整体服务分分数，其中金品商家可额外增

加20分



RFQ报价服务升级介绍-对应权益

服务分档位

对应权益

报价条数 畅行
三星商机提前
24小时先享

金融 物流

交易
手续
费折
扣

服务分≥90分

兜底30条+上月报价条数报多返多
（例：上月报价20条，则本月获得兜

底的30条；
上月报价50条，则本月获得50条报价

权益）

无限制 √

相关权益持续沟通中，
后续补充80≤服务分＜90分 30 15 √

70≤服务分＜80分 20 10 √

60≤服务分＜70分 10 5 无

40≤服务分＜60分 5 无 无

服务分≤40分 无 无 无

注：金品VS其他商家，享受总服务分额外+20分。



今晚7点，RFQ运营专家会通过「RFQ商家群

1-10群」为大家详细介绍本次报价服务分升级

情况，以及对应的攻略助力商家获得更多权益



4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7月上新速递



登陆 fuwu.alibaba.com

外贸服务市场是什么?有哪些提效工具?



商机提升认证入驻 交易提升建站发品

外贸数字化运营，提效工具必不可少

流量营销

直通车工具

无忧代驾

实力优品服务

直播视频服务

站外推广工具

3D模型工具

RFQ工具

整店代运营服务

企业ERP
（打单、发货）

经营
链路

工具
生态

服务
生态

一键采集发品
智能翻译功能
批量修改商品
一键RTS产品
站外数据分析

智能扣图修图
店招海报工具
海量详情模板

选品分析
小程序

一键剪辑视频
行业模板动效

无忧发品

商品管理工具

装修工具

视频制作工具

智能出价
定向投放
一键爆品
测品选款

无忧起航

沟通插件



商品管理提效工具

一键采集 商品库

快速发品 批量管理

模板管理 智能翻译

详情模板 店铺管理

关键词采集 排名一键查询

18款商品工具

助你一站式高效商品运营

数据热销选品 一键RTS商品

核心功能

注：每款工具功能不同，支持7天免费试用

新发品 潜力品 实力优品 爆品

• 数据证明：巧用工具更提效，使
用工具商家较未使用工具：

1）RTS商品数 高 1倍
2）关键词覆盖 高 50%
3）近30天询盘 高 60%



直播间专属权益：1元/月（加群->领券->1元下单）

店小宝 闪电手

7月全网发布会权益工具领取群【群内开启秒杀-限7月29日当天】

• 大数据选品、挖掘潜力爆款
• 标题、详情等一键翻译；图片裁剪、去水印、涂抹

• 快速发品：多平台复制，标题关键词自动生成

• 图片处理：批量抠图、批量翻译、去水印、裁剪

• 运营分析：关键词查找、同行分析、数据选品，
商品诊断优化

• 视觉营销：详情机器人、关联营销
• 支持批量发品、批量搬品、批量修改

• 智能抠图、图片翻译; 违禁词过滤



重点关注1

最新动态2

• 新功能场景搭配介绍及大促资源

• 在线定制功能再次亮相9月大促

• 业务风控规则更新公告及违规公示

• 商家成长指引上线

• 3D Showroom拍摄&投稿注意事项

• 行业定向征品国家化升级

• RFQ近期更新及商家高频问题同步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7月上新速递

7月全网发布会主要内容回顾



请及时加群，感谢观看！

扫码加入“阿里巴巴国际站”钉钉组织，下载课件，查看直播回放

国际站钉钉组织 外贸云课堂（持续更新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