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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1

最新动态2

• 金品诚企Q2升级发布
• 9月采购节榜单新玩法
• 信用保障「保障升级服务」上线
• 全新导购场景-找工厂频道
• 品牌商阵地-工业品牌站招商

• RFQ商家服务分升级计划
• 国际站规则更新解读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1重点关注

• 金品诚企Q2升级发布
• 9月采购节榜单新玩法
• 信用保障「保障升级服务」上线
• 全新导购场景-找工厂频道
• 品牌商阵地-工业品牌站招商



金品诚企升级，打造企业差异化优势
主讲：阿里小二 慕锦

• 身份差异化（搜索-商详-店铺）

• 场景差异化（分别对应工厂型和贸易型商家）

• 工具差异化（3D PLUS提升谈单转化、选词参谋选品打爆款）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搜索差异化-强化verified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商家价值点：

1）解决买家冗杂信息的痛点，提升买家体验

和寻源效率：下线出口通、信保等所有商家均

有的标识，优化国家展示

2）强化真实严肃的信息：买家心智verified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改版前

改版后

强化                  + 优商卡片
认证优商差异化会通过不同商家优势进行表达，如「管理体

系证书」 「企业实力标签」（商家可自主设置）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搜索差异化-优商卡片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商家价值点和行动点:

1）优商脱颖而出，匹配优质买家：

鼠标放在supplier上会展示企业经过验真的管理体系证书及实力标签卡片（展示的2个企

业优势标签可由商家选择）

操作路径：MA后台-金品中心-实力标签。 金品中心-证书上传-认证检测-管理体系证书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玩具行业

• 欧美人权类认证BSCI，环保达人FSC认证

• 多次线下展会经验

• 无 • 产品品质保障（证书）

• 组货能力（支持一站集采）

• 提供来图定制服务

操作路径：MA后台-金品中心-实力标签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 凸显行业专业度（如图虽然只有线上1年经验，

选择突出自己17年线下经验）

• 有强供应链管理流程

• 突出支持来图定制（服务能力）

• 资深外贸行家（出口经验10年以上）
• 无

箱包行业
操作路径：MA后台-金品中心-实力标签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 强调专利，私模能力

• 支持ODM服务
• 无

• 质量控制体系

• 供应链优势

• 强工艺流程

消费电子行业

操作路径：MA后台-金品中心-实力标签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商详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商家价值点和行动点:

1）商家右侧卡片升级，提升承接效率和优商信息：

总共坑位数6个，普通商家展示线上数据（及时回复时长，准时发货率，

GMV），认证优商可额外展示线下认证数据（优先级：占地面积>商家证

书>质检人数>研发人数=专利数量>员工人数）与实力标签（自选2个）。

常见问题：

• 不支持隐藏，可以通过联系认证公司二次补验修改。贸易商可以选择实力标签

外显优势。

• 不想展示员工人数？线下数据只有3个坑，优先级最后的不会出来，工贸一体

商家的面积和人数相关均为主体和关联数据的求和。

• 如何定义为工贸一体？目前逻辑仅为1，预计9月修改为1、2、3满足任一即可：

1、a和b互为股东或有共同股东，且持股比例占50%及以上

2、a和b互为股东或有共同股东，但持股比例少于50%，需签属一致行动

书确认，签字股东加起来持股比例大于50%。

3、a和b是同一法人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店铺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金品商家PC端

商家价值点和行动点:

1）凸显认证优商，匹配优质买家：

company profile页商能力严肃表达，凸显

经过真实验证的生产制造能力，质量控制

能力、研发设计能力、外贸能力等数据。

展示上区分认证蓝色标识（三方认证数据）

与自填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身份差异化
目前已经全量上线

以机械某商家为例，从专属前台会场-搜索列表页-商品详情页首屏透传服务能力-店铺CP页，买家均可全方位了解品商实力

首页导购 搜索 商品详情页 店铺

质量控制体系证书

有现场原材料检验

大牌代工经验（和财富500强合作过）

在巴西有本地售后服务

产品品质保障

凸显生产实力

机械行首固定金品专属会场

售后、研发实力外显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场景差异化
预计8月底开放全量

国际站首页新增找工厂频道

必选工厂榜单    

1）凸显生产实力及行业认证 

2）外显金品商家实力标签

3）支持优商能力数据筛选

区分普通工厂和金品认证工厂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场景差异化

优质贸易专区（季度活动资源，贸易商专属，8月28-8月31日APP首焦）和9月金品专享场景（月月有活动，免费场景流量）

入围门槛：金品服务中+企业类型贸易或者工贸一体+出口年

限≥3+提供ODM服务（以金品认证主体报告数据为准）

商品：自动圈品，一商3品，商品成长分≥75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工具差异化

3D showroom PLUS（无惧时差-24小时多语言虚拟主播、预设路线和主推品-提升谈单效率）

注：3D PLUS获取规则请咨询客户经理

买家身临其境访厂看样，模型里直接引导到商详询盘提升谈单转化，公域3D会场日均访问买家上万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工具差异化
预计选词参谋8月底开放全量

数据参谋（助力商家快速选品/精准选款，抢先同行）

产品分析-产品360

Ne
w

Before：关键词指数

定位机会 选品定价 选词发品 精准引流 打造爆款

市场参谋 产品参谋

9月升级
选词参谋 流量参谋 产品360

After：选词参谋

打造一站式「在线词库」，选品爆款助推器！数据参谋高活金品商家月客均曝光、点击、询盘高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工具差异化

选词参谋（一站管理线上线下的词、看蓝海竞争度、效果分析、检查覆盖优化、同行使用情况）

预计选词参谋8月底开放全量



9月采购节榜单新玩法
主讲：阿里小二 霂钰



九月采购节—跨境供应链，让外贸快省心
                                                                                  2021年9 月 01 日 00:00:00 -2021年9 月 30 日 23:59:59 PDT  

2021年9 月 01 日 15:00:00 -2021年10 月 01 日 14:59:59 CN 

• 采购节背景：面临2021年错综复杂的外贸局势，“物流确定性”和“降本“是客户的强诉求。买家策略：通过国别化支付策略，引入本地化支
付，升级确定性到货服务，打造“本地化支付，到货确定性，服务最惠”的买家心智；商家策略：升级商家全球收款资金服务，提供保舱保柜
确定性履约物流服务，打通多履约赛道营销规则，打造“全球跨境高时效低成本收款+履约确定+服务最惠”的心智。

• 榜单背景：为了能让买家更轻松的选商寻商，引入具有相对成熟买家心智的榜单玩法，按照商家真实交易额作为排序因子，彰显商家实力。榜
单细化到二级行业颗粒度，以便更精准的贴近买家偏好，助力买卖家达成交易。

九月
采购节
背景

独立榜单展示

从行业会场中分离，有专属的独立

会场，场景主题性更强

匹配需求供给

从买家偏好出发，千人千

面推荐类目，需求更匹配

突出买家采购心智

买家心智打造，聚焦最热卖的商和品，

促进交易转化，提升买卖家交易体验

买家精准匹配

全网热卖榜和类目热卖榜，

一级，二级类目的精准匹配

榜单
价值点

榜单
介绍

• 全网热卖榜：在每个一级行业，满足GMV门槛的条件下，按商家在该时间段内 店铺(实收)降序排列取top10  
• 类目热卖榜：每个一级行业下的二级类目，满足GMV门槛的条件下，按商家在该时间段内 店铺(实收)降序排

列取top20 
• 一级行业：商家的一级类目与报名审核通过的主营类目一致
• 二级行业：按照8月29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商家所属的二级类目来锁定商家参与类目热卖榜所属的二级类

目。二级行业判定标准：按照二级类目对应的一级行业，商家发品最多的类目，为该商家的二级类目。商家
可在MA后台商家星等级查看当前自己的二级类目

•  商品：根据买家偏好，千人千面展示，全网热卖榜自动圈定商家一级行业品类中的商品，其中买家询盘量为
重要参考因子；类目热卖榜自动圈定该商家二级行业品类中符合买家偏好的品，其中买家询盘量为重要参考
因子

1 2 3 4



九月采购节—榜单玩法新升级

全网热卖榜&类目热卖榜说明（每周统计）

【适用行业】 【展示时间】 【实收GMV门槛说明】---每周统计 类型

适用于美容个护、鞋靴及配
件、商用及服务设备、办公
文教、家电、礼品工艺品、
建材、家具、灯具照明、家
居园艺、汽摩配（含汽车配
件及用品、 和整车及交通）、
家纺、健康医疗、珠宝眼镜
手表、包装印刷、运动娱乐、
面料及纺织原材料、食品饮
料共计18个行业

第一周（9月1日-9月5日） 按照美西时间8月1日-8月29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二周（9月6日-9月12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日-9月4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三周（9月13日-9月19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5日-9月11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四周（9月20日-9月26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2日-9月18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五周（9月27日-9月30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9日-9月25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榜单
每周统计
细则说明

全网热卖榜攻略：在所属一级行业项下，当前周次满足全网热卖榜门槛，并且保持排名在前十名，即有机会进入下一周上榜全网热卖榜
类目热卖榜攻略：1. 商家所属的二级类目，需在某个一级行业项下参与类目热卖榜会场的二级类目范围内
                           2.当前周次满足类目热卖榜门槛，并且保持排名在前二十名，即有机会下一周上榜全网热卖榜

榜单
攻略

                                                                                  2021年9 月 01 日 00:00:00 -2021年9 月 30 日 23:59:59 PDT  
2021年9 月 01 日 15:00:00 -2021年10 月 01 日 14:59:59 CN 



九月采购节—榜单玩法新升级
                                                                                  2021年9 月 01 日 00:00:00 -2021年9 月 30 日 23:59:59 PDT  

2021年9 月 01 日 15:00:00 -2021年10 月 01 日 14:59:59 CN 

＊注：1、具体详细基础门槛设定和规则见各行业榜单单独说明
          2、存在虚假交易行为或者其他国际站认定的违规行为的信用保障交易额将无法作为海景房GMV的统计
          3、禁限售的类目不参与整个榜单（含全网热卖榜和类目热卖榜），具体禁限售类目以平台发布的规则为准

全网热卖榜&类目热卖榜说明（累计统计） 

【适用行业】 【展示时间】 【实收GMV门槛说明】---每周统计 类型

适用于服装、箱包、流行配
饰、安防劳保、电工电气、
五金工具、消费电子、机械、
矿产冶金材料、化工材料、
橡塑材料、玩具、元器件通
信、定制加工共计14个行业

第一周（9月1日-9月5日） 按照美西时间8月1日-8月29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二周（9月6日-9月12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日-9月4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三周（9月13日-9月19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日-9月11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四周（9月20日-9月26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日-9月18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第五周（9月27日-9月30日） 按照美西时间9月1日-9月25日累计实收GMV统计，且需满足各行业规定的实收
GMV门槛

榜单
累计统计
细则说明



九月采购节—营销活动攻略
                                                                                  2021年9 月 01 日 00:00:00 -2021年9 月 30 日 23:59:59 PDT  

2021年9 月 01 日 15:00:00 -2021年10 月 01 日 14:59:59 CN 

买家侧营销玩法 商家侧营销玩法

DDP
运费减免

中美海派(DDP）指定运力线
每单优惠$ 20

运费减免&
到货保障

• 运费减免：货值满$30则享
受运费$20减免

• 到货保障：满足要求的商品，
没有按时发货/按时到货，
买家发起逾期申请且成立将
赔付订单金额10% 

验货服务 8折特惠

信用保障/e收汇+自营出口订单、市场采购出口累计实收金额≥4万美元后的次单
起可享受交易服务费全免

信用保障/e收汇+一达通代理出口订单累计实收金额≥2万美元后的次单起可享受
基础服务费全免

使用Alibaba.com Pay收取非国际站交易订单的跨境贸易资金，免提现手续费
（国际站免费注册会员亦可享受）

• 无忧系列：无忧系列物流专线服务，每单减30RMB，数量仅有5万单
• 多式联运系列：锦联每单减100RMB，数量仅有3000单

金融8折
• 生意贷：活动期间首次使用生意贷，可享订

单提款8折利率优惠
• 超级信用证：满足条件的客户首次使用交单

后融资/LC备货融资享受8折利率优惠

验货8折
验货服务8折优惠，优惠限量300

单（国际站免费注册会员亦可享受）

自营出口/市场采购出口服务费减免

一达通代理出口服务费减免

Alibaba.com Pay减免

无忧系列/多式联运系列减免

交易

资金

物流

增值
服务

＊具体规则以官方页面详细版公布为准



信用保障「保障升级服务」上线
主讲：阿里小二 子乐



保障升级服务- 按时发货保障＆到货保障

【背景】

当前全球疫情的影响仍未完全消失，运力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优质商家有能力提供更高质量、更确定的履约服务，但苦于无

法体现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不能从海量商品中脱颖而出。

【保障升级服务介绍】

招募平台所有商家加入”保障升级服务”，为买家提供更确定性的履约服务，同时彰显自己的实力。 (商家自愿原则，平台不

做强制）

• 加入保障升级服务，意味着商家承诺所有信用保障订单按时发货，未能按时发货的订单，在买家发起赔偿申请时，给与买

家订单金额10%（封顶100美金）的平台优惠券作为补偿，买家在获取优惠券后90天使用，向商家追缴。

• 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商家的RTS商品，配置到货保障28条阿里物流运力线之一，自动升级为到货保障。商家按时发货为前提，

逾期到货，平台赔付。

【上线节奏】

2021.08.10 —— 已上线到货保障功能。

2021.08.23 —— 预计上线发货保障功能，以实际上线时间为准。

2021年8月10日部分上线



权益一

特殊标识

权益三

平台首单包赔

权益二

逾期扣分暂停

权益四

开启“快速交易星等级”

平台将为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商家的商品提供单独保障标

识，进行全网透传，及不定

期会场资源。（包括但不限

于搜索，商品详情页等）

承诺期间的逾期发货订单，可

暂不再根据阿里巴巴国际站交

易违规处罚规则等相关规则进

行扣分（逾期行为仍纳入按时

发货率考核）。

平台将承担第一笔因商家逾期

原因导致的赔付（发生赔付订

单 应 满 足 2 0 2 1 年 9 月 3 0 日

23:59:59美西时间前支付且发

起赔付）。

商家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支持7天及以内发货的RTS商品

总数≥100个 或支持小单快定

的RTS商品总数≥50个 ，即可

开启快速交易星等级的评定。

保障升级服务-卖家权益
2021年8月10日已上线



保障升级服务- 按时发货保障＆到货保障标识
* 均为示意图，以实际线上为准

搜索页-保障标识

发货保障-7天内发货的品展示X-day dispatch

到货保障-30天内到货的品展示X-day delivery

商品详情页

未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只展示refund policy

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展示发货保障/到货保障标识



路径1，MA后台-交易服务-交易服务准入，点击“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路径2，MA后台-交易服务-订单管理，点击“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路径3，MA后台-交易服务-起草信用保障订单勾选“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保障升级服务-如何加入？
2021年8月10日已上线



Q1.加入了保障计划，如果不能按时发货就需要去赔偿吗？

A：并不是，仅在买家对该笔订单提出赔偿申请时，且买家使用后，才需要进行赔偿。

Q2.赔偿的标准是什么？

A：赔偿的标准为信保订单金额的10%，上限不超过100美金，以无门槛优惠券的形式发放到买家账户。

Q3.一个买家已经发起过赔偿的申请且获得赔偿了，还可以不可以发起逾期纠纷？

A：可以的，买家保障计划的赔付和纠纷是独立的。

Q4.在加入买家保障计划之后，卖家应该注意什么？

A：卖家应注意按时发货，提高店铺的按时发货率，减少逾期订单引发的买家赔付申请。同时，对于部分不能按时发货的订单做好买家的沟通，并及

时修改订单的发货时间，请买家线上确认。

Q5.按时发货和到货保障的范围都包含哪些订单？

A：以下特指加入保障升级服务的商家   1、只有BUYNOW订单才会有“到货保障“，如果买家选择了支持保障的阿里物流运力线，且买家目的国支

持保障范围，订单就是到货保障订单，请按照约定线路按时发货。2、非到货保障的订单，都是按时发货保障的订单。

Q6. 加入之后可以退出吗？

A：承担保障起之后的第30天，可以退出，退出后的30天内不能再加入。

退出路径：【My Alibaba后台—交易管理—交易准入中心-退出“保障升级服务”】

保障升级服务-常见问题



全新导购场景-找工厂频道
主讲：阿里小二 玉昭



找工厂频道-频道介绍

当前日常主要规则

场景定位 • 面向定制赛道人、货、场能力升级，优质买卖家商机高效匹配

买家人群 • 寻求定制需求的各类买家

覆盖行业 • 全部行业

选商要求 • 工厂、工贸一体商家

排序规则 • 基础个性化推荐，根据用户偏好（加购、浏览、购买等），同等条件下金品优先于普
通商家

更新频率 • 每天

商家权益
• 前台导购场景找工厂频道专属入口

• 获得工厂专属名片（重点展示工厂实力信息）

商家参与方式 • 金品商家直接入驻，符合要求的普通商家后台勾选协议后即可入驻

提醒：广州和深圳地区的商家因营业执照中当地政策问题没有生产范围所以暂时无法进入频道。建议您可以购买金品进行直接准入，或等待后续产品更新。



找工厂频道-报名入驻教程

1、入驻规则：商家入驻门槛要求为具备生产资质的工厂企业，非金品商家需勾选协议，即可入驻至找

工厂频道；

2、入驻流程：电脑端卖家工作台—>点击左侧旺铺管理—>进入公司管理，点击入驻—>勾选协议，

点击提交则入驻成功。

入围门槛及报名方式

1）金品诚企服务中的工厂及工贸一体商家，无需报名可直接绿通进入；

2）出口通工厂商家可通过MA后台勾选协议进行报名（该功能已经上线，符合要求的商家入驻后

台已开放）；

• 报名位置：MA后台-管理公司信息-找工厂入驻

提醒：广州和深圳地区的商家因营业执照中当地政策问题没有生产范围所以暂时无法进入频道。建议您可以购

买金品进行直接准入，或等待后续产品更新。

3）后台报名方式：见右图



找工厂频道-前台场景

场景入口
• 找工厂频道内的基础排序规则（所有排序规则的基础）

推荐的工厂范围：
1）金品工厂

2）营业执照认证且勾选协议入驻的工厂

推荐整体逻辑：
1）基础个性化推荐，根据用户偏好（加购、浏览、购买等）

• 榜单是基于商家能力维度进行划分，无需报名，系统按规则自动圈选



找工厂频道-工厂名片
• 工厂专属名片：重点展示工厂信息，帮助买家快速了解到商家的线上和线下服务能力

工厂卡片

展示工厂图片，来自旺铺

展示工厂所在榜单&排名

工厂能力字段，点击>可
弹出更多字段

根据用户偏好进行商品展示

商家后台已填写的字段

店铺所有产品根据用户
偏好展示



找工厂频道-常见问题

如有疑问可扫码进钉钉群：

1、我想入驻找工厂的频道，对店铺有什么门槛要求？
目前要入驻找工厂的门槛是金品和实地认证中营业执照中为工厂、工贸一体的商家。金品商家直接默认是是准入
的（不需要再申请），实地认证工厂商家只需在（MA后台-管理公司信息-找工厂报名）进行报名后台协议勾选，
无需提供信息。

2、在哪里入驻找工厂的活动？/为什么我的后台没有入驻入口？
阿里巴巴商家后台-管理公司信息；
目前只有满足条件的商家才会在后台开放入口，如没有入口则表示您目前不符合入驻条件；

3、报名一次之后，是否会永久进入频道？
满足要求的商家只需要报名一次即可进入频道，期间如商家出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经核实后将从场景清退：
1）收到投诉商家非工厂类型；
2）商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有变更；
3）商家提供的工厂资料不全；
4）平台或平台委任第三方验证后发现为非工厂；

4、入驻找工厂成功后会在哪里展示？
在阿里巴巴国际站首页中心化导购场景会有找工厂专属频道入口；



品牌商专属阵地-工业品牌站招商
主讲：阿里小二 王秀娜



工业品牌站升级-项目背景
需求侧
海外买家，尤其是专业买家更倾向找品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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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VS大盘流量和月度询盘数对比

品牌商均30天海外UV 行业商均30天海外UV
品牌商均30天询盘数 行业商均30天询盘数

品牌商对自身品牌优势认知

品牌认知
BRAND Awareness

供给侧
注册品牌商占比超过90%，但同质化严重，缺
乏品牌线上成长路径，品牌优势无法彰显

46.67%

46.67%

6.67%

国际站工业品品牌商家占比

一个注册品牌 多个注册品牌 无注册品牌

行业海外影响力品牌：？?

品牌商商均询盘转化率VS大盘商均:
低于大盘35%



工业品牌站升级-品牌权益

n 站内外全域营销场景加持

-站内-
• 专属阵地——品牌站
• 专属营销节日——大牌周
• 搜索-云主题专属场景
• 行业频道专属品牌海景房
-站外-
外投专属品牌场景

n 优质高阶买家定向匹配

• 平台金标买家、高采购额的严
肃买家定向触达

• RFQ优质商机匹配

品牌站推广

首焦+4大行首入口

行首模块

旺铺店招



工业品牌站升级-招商标准

品牌类型 招商要求 所需资质

行业龙头品牌（品牌
商或授权分销商）

1.年出口额≥10亿人民币
2.上市公司

3.省级（以上）驰名/著名商标
（3个条件满足其一即可）

一、非金品商家
1.盖有公章的出口订单，订单清单或者带有出口金额的出口报关单

2.提供公司对应的股票名和股票代码
3.省级以上工商局或相关机构出具的驰名/著名商标认定文件或证书

（以上资质3选1即可）
4.有效期内的商标注册证或品牌授权书(仅受理通知书无效)

二、金品商家
1.金品验真报告（确保验真的出口额≥10亿）

2.提供公司对应的股票名和股票代码
3.省级以上工商局或相关机构出具的驰名/著名商标认定文件或证书

（以上资质3选1即可）
4.有效期内的商标注册证或品牌授权书(仅受理通知书无效)

自主品牌
（品牌商或授权分销

商）

1.品牌注册年限≥3年
2.年出口额≥1亿人民币

3.不小于10人研发团队或企业评级为高
新企业

4.国际站年营销投入≥50万

一、非金品商家
1.盖有公章的出口订单，订单清单或者带有出口金额的出口报关单

2.高新企业认定文件
3.有效期内的商标注册证或品牌授权书(仅受理通知书无效)

二、金品商家
1.金品验真报告（确保验真的出口额≥1亿且研发团队≥10人）

2.有效期内的商标注册证或品牌授权书(仅受理通知书无效)

分成龙头品牌和自主品牌两大类：龙头品牌需已具备业内影响力，自主品牌需有高成长性和营销投入



工业品牌站升级-报名通道

一、报名入口：商家工作台——营销中心——官方活动报名——工业品牌站
二、已开放行业：电工电气、五金工具、安防劳保、机械、包印（未来陆续会开放更多非消行业参与……）

商家有问题扫
码入钉群咨询：



2最新动态

• RFQ商家服务分升级计划
• 国际站规则更新解读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RFQ商家服务分升级计划
主讲：阿里小二 雨曦



RFQ商家服务分升级计划
8月1号启动灰测，预计9月1号全量生效



服务分5大因子规则
8月1号启动灰测，预计9月1号全量生效

服务分因子及分数 第一档 第一档 第三档 第四档 第五档 第六档

本月至今RFQ登陆天数-总5分 ≥1天 ≥4天 ≥12天 ≥18天 ≥22天 -

得分段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本月报价个数-总25分 同行对比，排名越前分数越高 同行TOP前10%

得分段 0-24分 25分

本月至今24小时报价响应率-总25分 同行对比，排名越前分数越高 同行TOP前10%

得分段 0-24分 25分

近30天报价买家回复率-总20分 ＞0 ≥10% ≥30% ≥50%

得分段 5分 10分 15分 20分

RFQ近90天累计实收GMV-总25分 ＞0 ≥2000美金 ≥5000美金 ≥10000美金 ≥25000美金 ≥35000美金

得分段 5分 10分 15分 20分

25分
且本月免费权益消
耗≥60%则星等级-

营销力+3分

25分
且本月免费权益消
耗≥100%则星等级

-营销力+5分



服务分新分层及配套权益

服务分档位

对应权益

总结
服务力赠送报价条数 报价畅行

三星商机提
前6小时（工
作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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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封顶100条

无限制 √

相关权益持续沟通中，
后续补充

服务分越
高，商机
越多，质
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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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品VS其他商家，享受总服务分额外+20分。
2）权益发放节奏：权益每月3号和15号分别发放，每次发放本月一半权益。

8月1号启动灰测，预计9月1号全量生效



RFQ商机直达官方群

玩转RFQ，收获定制大买家



国际站规则更新解读与合规宣导
主讲：阿里小二 深夜

1- 交易拉线下（拒用信保）规则解读
2- ICBU合规反洗钱宣导
3- 2021年7月&8月违规公示
4- 2021年8月国际站知识产权专题解读



加强针对商家引导买家使用非阿里巴巴国际站沟通
软件进行沟通或拒绝买家使用线上交易的管控公告

2021年8月9日起正式生效执行

违规行为描述 违规处罚措施 生效日期

商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沟通软件或应
用中出现引导买家使用非阿里巴巴国际
站沟通软件或应用进行沟通的行为

1、首次采取警告；
2、再次出现违规行为的，扣3分/次；
3、第4次（含第4次）起，将进行扣6分/次的处罚；
4、情节严重的，平台将会采取店铺屏蔽，搜索降权直
至关闭账号。

2021年
1月1日

已经签署信用保障服务相关协议并开通
信用保障服务的商家，在买家要求使用
信用保障服务时，发生卖家无理由拒绝
买家使用信用保障服务或有条件使用信
用保障服务以及其他不合理拒绝买家使
用信用保障服务的行为

1、首次违规平台将对卖家进行警告；
2、再次出现违规行为的，对卖家进行扣3分/次处罚；
3、从第4次（含第4次）起，除了按照前述规则扣分处
罚外，对于卖家进行关闭信用保障服务资格90天（所
有交易相关权益如：信用卡拒付保障资格、瞬时到账、
交易侧大促优惠等均无法享受）。

2021年
8月9日



ICBU合规反洗钱宣传月

背景 为保障商家合法利益，避免商家交易被洗钱行为所利用，引导商家合规收汇，国际站帮助中心中
新增反洗钱科普频道，内容将持续更新

学习
链接

①【帮助中心】>>一达通>>外汇>>反洗钱科普

③ 链接：
https://service.alibaba.com/page/knowledge?pageId=12
7&category=1000082052&language=zh 

④ 右侧二维码扫码直达

如何找到

② 在【帮助中心】搜索关键字：“反洗钱科普”

⇐反洗钱频道二维码



处罚时间 会员ID 商家名称 违规原因 处罚措施
2021/7/16 ph******cr N****OPC 禁限售--药品严重违规 一次扣48分关店
2021/7/20 y**r 义乌市***电子商务商行 禁限售--药品严重违规 一次扣48分关店
2021/7/21 ji*****66 陕西***科技有限公司 禁限售--药品严重违规 一次扣48分关店
2021/7/21 qi*******a 青岛西格****有限公司 禁限售--药品严重违规 一次扣48分关店
2021/7/23 kai****ur 枣强县******经营部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yl****m 厦门市***商贸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gz**y 广州星艺****公司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yw******iao 义乌市辰晓***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hc***h4 深圳市海成风****公司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yi***21 鲤城区****店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xia****i21 丰泽区励峰****商行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jet***y1 泉州市***轻纺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2021/7/23 jet***y 泉州市***轻纺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售假重复侵权违规 关闭店铺

禁限售违规公示2021年7月&8月

风控提醒：国际站对药品严重违规、售假重复侵权违规零容忍。

相关公告可
扫码了解



禁限售违规公示2021年7月&8月
会员ID 企业名称 违规原因 处罚措施 处罚时间

sai***ric 深圳***商贸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2
jians***021 义乌市简***商行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2

cha***bt 西安长****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3
yet***oo 昆明烨*******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3
gz***yue 广州腾****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3
han***gyi 邯郸统*****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3
xa***ne 西安绿******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3
gz***en 广州风******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3
sx**s 陕西熠***出口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ap***arm 昆明安****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bea***der 久斯****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sin***dl 大连英****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gu***o 咕咕*****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sx***n 陕西惠*****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w***n 西安秦*****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ge***o 聚*******口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jy****j 江阴*****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cn****ful 陕西万*****技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so****ky 西安天*****有限公司 药品禁限售严重违规 扣48分关闭店铺 2021/8/12

相关公告可
扫码了解

风控提醒：
国际站对
药品禁限
售严重违
规零容忍。



专题商标名称汇总
Dyneema CRAZY CART Concrete Canvas

WAHL BAGUETTE SCANIA
Bicycle BlendJet Retrospec
NERF CASETIFY CRAZY CART
18V Rational Builder Gel

Secretlab MATE Stündenglass
QUIETCOMFORT Calvin Klein STERILLIUM 斯利姆

Beechfield LASHIFY NEOPIXEL
Ray．Ban AIRPODS PRO 赫曼 HARTMANN

PLEXIGLAS Flawless 　

2021年8月国际站知识产权专题解读

2021年8月国际站发布的重点保护的知识产权信息相关内容，商标案例如下：



知识产权图形 侵权案例 知识产权图形 侵权案例

2021年8月国际站知识产权专题解读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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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站规则更新-直播FAQ整理

Q1.常见的非阿里巴巴国际站沟通软件和应用举例？

A：如给出whatsapp、微信、skype 号码等。

Q2.邮箱和手机号码是属于非国际站的沟通软件和应用吗？

A：鉴于目前合理场景下仍然需要邮件和电话（例如合同确认等），因此卖家在合理场景下要求使用在国际站登记的邮箱和手机号码进行沟通的行为

暂不会被认定为违规行为。

Q3.如商家因未使用信用保障服务被处罚，但认为是非自己原因，可以申诉吗？什么情况可以申诉？

A：1）卖家被执行处罚7天内可以提起申诉。申诉入口：MA后台-服务中心-申诉中心。

      2）以下情形可以申诉：

a、买家要求不操作信用保障订单；

b、因客观原因不能操作信用保障订单，如：无法使用一达通、自营出口、市场采购出口，且订单在5000美金以上；

c、有其他无法操作信用保障订单正当、客观理由的。

更多FAQ，详见：https://rule.alibaba.com/rule/detail/11004346.htm ,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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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图详情设计一站式提效工具

注：每款工具功能不同，支持7天免费试用

“高曝光，低点击”是主图不好惹的祸？

ü 优质主图更吸引老外眼球
ü 主图不只是图片，还可以主图视频
ü 主图优化时，先测试效果

经数据验证
优质主图或视频商品点击人数提升 60%

       9款商品装修工具

助你一站式高效优化商品，提升转化率

核心功能

• 白底图制作：一键抠图，立得高质量白底图

• 详情页制作：丰富的模板库，轻松做详情页

• 视频制作：简单换图文，视频很easy

• 图片处理：高效快捷处理图片尺寸、大小



直播间专属权益：1元/月（加群->领券->1元下单）

   美图王    超级详情

8月26日全网发布会权益工具领取群【群内开启秒杀-限全网直播当天有效】

• 详情页制作：一键套用精美详情页，低成本• 白底图制作：一键抠图，立得高质量白底图

• 详情页制作：丰富的模板库，轻松做详情页

• 视频制作：简单换图文，视频很easy

• 图片处理：高效快捷处理图片尺寸、大小

• 海报制作：大量店铺海报模板，一键生成海报。

• 批量扣图：一键上传图片即可快速实现抠图

• 图片翻译：上传中文图片，自动翻译成英语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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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