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网发布会
【10月商家场】

—— 商家发展部 ——
2021年10月28日10:00-11:00

国际站钉钉组织
获取课件及回放



重点关注1

最新动态2

• RTS市场治理规则升级
• 国际站新增6大一级类目
• 定向征品升级，找主题查数据更高效

• 产品参谋2.0上线，发现专属选品商机
• VR-Plus升级，AI智能带看更专业
• 找工厂频道升级，入驻享6大权益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1重点关注

• RTS市场治理规则升级
• 国际站新增6大一级类目
• 定向征品升级，找主题查数据更高效



RTS市场卖家违背承诺行为

管控规则升级解读

主讲：阿里小二 深夜



规则升级后平台主动管控处罚措施解读

风控提醒：公告中处罚措施依然有效，
如商家出现恶意违规或买家投诉情形严
重的，仍会按照现有规则进行处罚

网站公告
扫码学习

规则解读
完整视频
扫码学习

公告生效日期9月2日



规则升级后平台主动管控处罚措施解读



规则升级后平台主动管控处罚措施解读



公告内容 对应系统退款原因 English

产品无库存 商家缺货 Not in stock

以运费过低、单
价和MOQ不正确
等理由要求买家
额外加价

产品涨价 Supplier increased product price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运费涨价 Supplier increased shipping cost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供应商涨价或增加运费 Supplier increased shipping cost or product price

其他发货前违背
承诺的行为

未按约定时间发货 Supplier didn’t ship the products on time

与卖家协商售后方案 Negotiate other proposal with supplier

未按约定方式/地址发货 Not shipped in accordance to agreed shipping way or address

RTS卖家违背承诺行为表现解读
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商家无法按照RTS商品信息确定性或按约定方式和时间交货而发生退款的买家
起草订单。解读中简称为“纠纷退款订单”，平台判断依据为发生纠纷时系统退款原因。
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比例：一定期限内（解读中主要指近60天），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数/ 买家起草
非样品且支付完成的订单数（解读中简称“正常付款订单”）。解读中简称为“有责纠纷率”。



RTS卖家违背承诺行为表现解读



违规处罚条件解读
处罚条件：近60天，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数≥3单且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比例≥2%

首次处罚触发条件的核心要素：
1、（退款时间线）60天内纠纷退款订单数达3笔（纠纷率分子），第3笔退款日期为2021.10.31；
2、从第3笔纠纷退款日期倒推60天，（付款时间线）第1笔正常订单付款日期是2021.9.2，2021.9.2-
2021.10.31期间一共发生N笔正常付款订单（纠纷率分母）；
3、商家有责纠纷率=纠纷退款订单/正常付款订单= 3/N，即N≤150时，有责纠纷率≥2%，触发处罚。



违规处罚条件解读



不触发处罚条件的主要情况：

违规处罚条件解读



RTS商家合规行动点

做好店铺RTS商品管理和维护、加强RTS订单发货周期管理，避免因商家责任引起买家纠
纷退款，导致纠纷退款订单数、有责纠纷率超标后触发平台处罚条件，影响店铺权益。



RTS商家合规行动点

1、触发预警条件：近60天纠纷退款订单数等于2单，且有责纠纷率达到1%
2、预警方式：①商家主账号邮件、消息盒子推送；②（待上线）商家可以通过
MA后台-交易管理-交易成长中心查看近60天纠纷退款订单数及有责纠纷率。

*商家MA后台展示图最终以实际产品上线为准



（一）违规行为highlights
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关注7种买家退款原因：
商家缺货、产品涨价、运费涨价、供应商涨价或增加运费、未按约定时间发货、与卖
家协商售后方案（逾期发货的一种特殊类型）、未按约定方式/地址发货。

（二）管控手段
平台加强管控，从买家投诉为主向平台主动管控为主转变。

（三）处罚条件highlights
近60天，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数≥3单且发货前商家有责订单比例≥2%

（四）处罚措施highlights
现阶段平台主动管控下的主要处罚措施是RTS商品下标、搜索降权及限制RTS发品，如
商家出现恶意违规或买家投诉情形严重的，仍会按照现有规则进行从重处罚。

规则升级内容解读总结



国际站新增6大一级类目
主讲：阿里小二  晓泠



新增六大一级行业

为了优化商品结构，提升买家体验，阿里巴巴对国际站发布类目进行调整，新增
六大一级行业：
•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
• Safety （安全用品 ） ；
• Vehicles & Transportation（整车及交通）；
• Power Transmission （传动件） ；
• Material Handling （物料搬运） ；
• Testing Instruments & Equipment（仪器仪表）

类目公告地址：https://rule.alibaba.com/rule/detail/11004637.htm 

已经上线，可关注类目调整公告

扫码查看公告内容



全球零碳路径上，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导能源

阿里巴巴国际站重点布局新能源行业：光伏、风能、储能等新兴行业

Ø 几乎90%的电力来自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

和风能总计占近70%

Ø 超过90%的工业制造

转型为低排放

Ø 超过85%的建筑可达

标零碳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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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国际站光伏行业近三年流量变化

流量 商机

光伏类目
第一次重构

疫情后
行业恢复

线下：光伏出口增速显著 线上：疫情后流量逐步恢复

Ø 2018年12月，国际站光伏类目重构，带动行业流量整体上翻；

Ø 2020年受疫情影响，海外光伏市场一度沉寂，去年年底开始，市场热度快

速上涨，2021年分布式光伏市场需求明确。

Ø 2021年1-7月，光伏产品出口额约143.5亿美元，同

比增长38.5%；光伏组件出口量52.9GW，同比增长

34.6%；主要出口国家：荷兰、巴西、印度、日本、

澳大利亚等。

Ø 2021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预估150-170GW，

下半年出口形势看好。

新能源行业迎来新机遇



整车



整车



MRO行业稳定增长

Ø 根据Beroe数据， 2021年MRO市场规模预计

为6714亿美金，到2025年达到7187亿美金；

Ø MRO工业品超市源于美国，工业化水平发达

国家对应的工业品行业发展高度成熟，全球分

销商在北美和欧洲渗透率较高；

Ø 传统的四大MRO工业品供应商(固安捷，欧时，

索能达，伍尔特)和传统电商型工业品平台齐

头并进；亚太和拉丁美洲等成长期市场增速较

快。

国际站线上交易趋势
Ø 后疫情时代，MRO行业因海外复工复学带动需求，国

际站线上交易趋势向好优于大盘；2021年8月五金工

具流量同比涨幅40%，订单数同比涨幅23%，买家数

同比19%； 2021年8月办公文教流量同比增幅43.5%，

买家数同比增长30%，订单数增长同比33%。

国际站MRO行业布局

锂电无绳电动工具

组套手动工具

打造一站式高性价比工业品平台，聚焦交易确

定性，提升RTS商品规模，到货保障商品率，布

局海外现货市场，定向招募品牌资源和优势供

给。

环保材料笔记本

性价比金属外壳笔

滚针轴承

高效能电机

工业金属探测仪

体重秤

手动叉车

手推车

五金
工具

办公
文教

仪器
仪表

物料
搬运

传动件

MRO  一站式高性价比工业品平台，聚焦交易确定性



01 类目调整

ü 新类目上线后两周内，系

统会批量根据属性迁品；

ü 未自动迁移的商品，请商

家手动迁移至正确的类目；

ü 新发商品请选择正确类目。

02 属性填写

ü 关注蓝海招品主题，优化

或发布相关商品

ü 登陆路径：产品运营工作

台-行业征品-查看行业征

品明细-发布商品

03 蓝海定招品

ü 存量商品根据新类目/属性

进行编辑优化；

ü 新增商品属性尽量填写完整，

提高商品质量分；

ü 核心属性确保100%填写。

商家核心优化步骤



Ø “平移类目”显示为黑色，商品已自动迁移，可直

接发品；

Ø “新增类目”显示为灰色，后台正在进行相关产品

迁移，请耐心等待2～3天，直到新类目变为黑色后，

可正常发品；

Ø 新发商品，建议通过“搜索类目” 找到正确类目发

品。如通过产品关键词搜索对应类目，可能存在无

法显示新类目的情况；

Ø 存量商品，如未被自动迁移到新类目，可以手动调

整至新类目，请特别注意需要完整填写商品属性。

类目已于10月12日上线



Q：新行业什么时候可以发布商品？

A：平移类目已经可以正常发品，新增类目（置灰类目）

的商品还在迁移过程中，预计10月18日左右可以迁移完

成，产品迁移完成后就可以发布商品了。

Q：商家的主营类目需要修改吗？

A：根据商家发品数量，系统已自动迁移部分商家至一

级类目下，如10月18日系统完成商品迁移后，仍未自动

迁移一级类目的商家，可手动进行调整主营一级类目。

Q：9月大促返场奖励资源奖励会不会收到影响？

A：不会受到影响，按照原一级类目的奖励规则进行投

放。新行首上线后，大促返场奖励将在新行首投放。

常见问题 Q&A

Q：新行首什么时候上线？

A：新行首正在制作过程中，预计10月28日上线。

Q：后台数据是否会根据新类目变更？

A：是的，因目前正在迁移商品中，部分类目可能存在

数据异常情况，建议11月份观察新类目的数据。

Q：蓝海定向招品策略会根据新类目调整吗？

A：是的，10月18日会上线全新定招策略，请特别关注

“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证品”板块。



行首Banner 行首首焦Banner（PC+APP同步）（10月份排期）

第一帧：9月大促返场奖励展示1个月10.18-11.18 （双11活动期间后移到第二帧）；

第二帧：国家定向品返场奖励，展示1个月 10.18-11.18 （双11活动期间后移到第三

帧） ；

第三帧：工业品品牌站固定展示位

第四帧～第五帧：钻享客户单店banner展示1个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六帧：绿色工厂+绿色商品活动，展示1个月 

行首特色楼层

行特色楼层：（PC+APP同步）

Featured suppliers：每月5日评定星等级四星、五星、金品三星客户店铺内定

向品，千人千面展示；

The latest products for you：90天新发定向品，商品成长力分数60分以上，

千人千面展示 ；

行首海景房楼层（最多16个展示位）

90天去重成交买家数最多的店铺，按照成交买家数排序；

行首海景房

相关行业资源调整



行首Banner 行首首焦Banner（PC+APP同步）（10月份排期）

第一帧：超级星厂牌商家

第二帧：线上交易GMV TOP 商家

第三帧：蓝海定招品发布TOP 商家

第四帧～第六帧：待定

备注：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行业会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调整

行首特色楼层
行特色楼层：（PC+APP同步）：

Electric vehicles ：电动（新能源）汽车楼层

China Well-known Truck Brands：中国知名卡车品牌

High quality supply of products：优质供给（蓝海定招楼层）

Jinan industry hub：特色产业带楼层

行首海景房楼层（最多16个展示位）
行首海景房

相关行业资源调整



行首Banner
行首首焦Banner（PC+APP同步）（11月排期待定）

第一帧：待定；

第二帧：待定 ；

第三帧：工业品品牌站固定展示位-待定

第四帧～第五帧：钻享客户单店banner展示1个月（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行特色楼层：（PC+APP同步）

Featured suppliers：每日更新，取最近30天实收GMV≥w，无虚假交易；

Online Customization Center ：在线定制品，商品成长力分数60分以上，主

图视频，千人千面展示 ；

DDP：DDP商品，商品成长力分数60分以上， ，主图视频，千人千面展示 ； 

Ready to Ship：RTS商品，商品成长力分数60分以上， ，主图视频，千人千

面展示 ；

行首海景房楼层（最多16个展示位）

满足条件一：1、每日更新；2、商家最近30天交易额大于等于20万；3、商品分

大于等于60分+主图视频；4、无虚假交易

或满足条件二： 1、每日更新；2、商家最近30天买家数大于等于20个且商家最近

30天交易额大于等于10万；3、商品分大于等于60分+主图视频； 4、无虚假交易

行首海景房

行首特色楼层

相关行业资源调整



各位入群的供应商朋友请

将群昵称修改为“主账号+

主营商品”以方便小二对

接。如：

en123456+光伏组件 各位入群的供应商朋友请

将群昵称修改为“主账号

+主营商品”以方便小二

对接。

各位入群的供应商朋友请

将群昵称修改为“主账号+

主营商品”以方便小二对

接。

各位入群的供应商朋友请

将群昵称修改为“所在地

+星级+公司名+姓名”

以方便小二对接。

各位入群的供应商朋友请

将群昵称修改为“所在地

+星级+公司名+姓名”

以方便小二对接。

各位入群的供应商朋友请

将群昵称修改为“所在地

+星级+公司名+姓名”

以方便小二对接。

商家钉钉群



定向征品升级

找主题查数据更高效

主讲：阿里小二  晓凤



行业定向征品
发布定向品 流量不封顶

大数据选品指导  蓝海品全网透传

行业趋势洞察市场规模

品类增速

买家热度

商家供给

行业运营小二 专业市场洞察    

万亿级热销商品大数据基础         

行业定向征品主题透传
属性，国家，价格

商品发布&调优

产品管理后台发布或调优商品

趋势主题查看 商品推广
新品、产业带、搜索等全网覆盖

广告趋势明星包推广



行业定向征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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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路径：MA-产品管理--行业定向征品

发布新品

近似品发布



更新点1：增加‘与我相关推荐’，可查看商
家店铺的类目下，对应的定招主题的列表

更新点2：增加‘行业急招’，当下平台数据
筛选出买家增长最大但品严重不足的主题

行业定向征品功能升级

更新点3：增加‘月度精选主题’，小
二每月主打的核心趋势主题

查看路径：MA-产品管理--行业定向征品

解决问题：  1、快速定位自己店铺有的类目的征品主题          2、平台缺口最大，主题趋势的主题透传



行业定向征品功能升级

解决问题：客户不能查看自己整体店铺的定向品效果

和同行发品情况

功能点：增加我的征品效果概览

1）可查看当前商家目前所有定向品/国家定向品和分类

目查看定向品/国家定向品数量

2）定向品对应拿到的曝光，访问，询盘，买家数，可

分天/周/月维度统计

解决问题：客户不能快速查看单个定向品的流量效果

功能点：点击单品可查看单个定向品的曝光，点击等

数据

路径：产品管理——行业定向征品——符合要求征品

查看路径：MA-产品管理--行业定向征品



2最新动态

• 产品参谋2.0上线，发现专属选品商机
• VR-Plus升级，AI智能带看更专业
• 找工厂频道升级，入驻享6大权益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产品参谋2.0上线

发现专属选品商机

主讲：阿里小二 印天



数据参谋-产品参谋为何升级

到处找最近什么品好卖 

热卖榜单品太容易红海

想研发不为人知的产品

没有信息，没有工具

           好难！！！

Before

产品参谋2.0，升级品类榜

1、一站操作，选品更简单
2、个性定制，避免同质化
3、数据集中，清晰定机会

产品发现 款式开发 款式分析

发布新品追踪效果 关联产品

After



数据参谋-产品参谋2.0陆续上线
预计11月初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
准

【产品参谋】2.0
融合「原商品洞察」
增加【产品发现】、【款式分析】

以前：
选品反复看多个页面、操作复杂

现在：
一站式发现热门品类，添加属性&和
关键词自定义，仅3步，即可先人一
步发现与众不同机会品类。



第1步：根据产品发现做好款式开发

1、在【订阅的一级类目下】，通过
热门品类、高增长品类、蓝海品类、
高转化品类，选出【自己感兴趣的系
统默认品类】，然后点击款式开发。

2、在下方的款式开发中，通过点击
感兴趣的属性和关键词右侧+号，进
行品类细化自定义。

3、为自定义品类命名
点击“确认开发此款式”

预计11月初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
准



第2步：查看款式分析数据，确定品类机会

自定义的款式分析计算需要时
间

请在自定义完成后的2个工作日
查看数据。



第2步：查看款式分析数据，确定品类机会

自定义的款式分析数据计
算需要时间。

请在自定义完成后的2个
工作日查看数据。

趋势分析

价格分析 买家分布

关联品类

该款下热品 该款下热词

通过研究款式下的趋势、价格、买家、热品、热词及关联品类，确定选品机会



第3步：发新品或关联产品，追踪效果

款式分析后，基于品类数据，完

成新品发布或已有品关联，并在

款式分析中【点击查看】，追踪

该款式下本店产品效果。



VR-Plus升级

AI智能带看更专业

主讲：阿里小二 琳萍



VR Showroom优化升级

VR-Plus升级，让你的AI智能带看，更多样、更专业、更高效！

什么是VR-Plus？

阿里巴巴国际站VRShowroom基于阿里

云领先的空间重构技术，突破时间和地

域的限制，让海外买家如临其境般地参

观展厅和工厂、体验产品和服务，增加

信任度，提高成交转化。

8月上线的VR-Plus（AI智能带看）更是

通过AI虚拟代购的7*24小时带看功能，

给到买家极致的逛展体验。

*此数据仅为阿里巴巴国际站使用该功能商家的平均数据，平台不对客户使用该功能的效果做任何承诺或保证



VR Showroom优化升级-四大升级点
1.AI机器人支持换肤：为了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展厅对于带看机器人的诉求，在原有虚拟导购Ava和飞行器

Faye的基础上，新增2种形象的虚拟代购：职业西装女性和甜美裙装的小姐姐。



VR Showroom优化升级-四大升级点

2.AI带看过程中增加智能弹品：当AI机器人在展厅带看过程中，算法将智能弹出高分商

品，抓住买家眼球，进一步提升转化（无需商家额外设置）。



VR Showroom优化升级-四大升级点

3.新增入口设置：商家可以自由设置展厅的入口和朝向，

给买家呈现专业、可靠的公司“初印象“噢。



VR Showroom优化升级-四大升级点

4.新增隐藏点位功能：当您展厅的部分产品不再生产，或某些场景比较敏感不想展示给买家时，您可以在

模型配置页面通过点位隐藏来操作，使您的展厅展示更加自由（隐藏后也支持取消隐藏哦）。

*备注：务必记得点击「发布」才生效。



VR Showroom优化升级-常见问题



找工厂频道升级  入驻享6大权益

主讲：阿里小二 玉昭



找工厂商家权益介绍

6大重磅权益，入驻即可享有

国际站首页曝光
免费专属流量阵地

0元入驻
1分钟极速入驻

专属工厂卡片页
展示工厂实力

优质买家
流量精准匹配

免费工厂直播

轻松获取商机

专属1V1服务

官方小二在线解答

z

准入门槛：平台付费会员，具备经营生产加工资质、营业执照等

场景绿通：无需报名验证，直接准入场景

场景权益：找工厂专属场景优先加权

专属身份标志：找工厂频道、工厂卡片页展示verified金品标

志

金 品 诚 企 商 家

出 口 通 商 家

准入门槛：平台付费会员，具备经营生产加工资质、营业执照等

场景权益：0元免费入驻，无费用无成本，轻松入驻

场景权益：前台免费流量阵地，专属商家榜单和工厂卡片

优质商机：站内外优质买家精准投放



新增报名入驻后台

• 出口通工厂商家可通过MA后台填写资料进行报名

• 报名位置：MA后台-管理公司信息-找工厂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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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可以购买金品进行直接准入。

、

登录“MA-营销中心-官方活动报名“ 查看报名入口



10月频道整体升级

心 智 升 级 ， 新 增
3Dshowroom和直播
加厚频道心智

增加工厂能力字段
帮助买家快速筛选
出匹配商家

工厂展示升级，增加
商品和价格信息GIF动效展示，更加直观表达工厂真实性

首页入口 频道页

2

1

商品价格外露，显现源头工厂货的优势

4

3

5

预计10月底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Tips:完成直播任务会
有相应的奖励和流量扶
持，具体可见后续公告



10月工厂卡片页升级

如有疑问可扫码进钉钉群：

从「商家信息聚合展示」到

「商家优势高效表达」

工厂卡片

A’aa’a’a

增加店招版头，帮助店铺引流6

增加quality control和production 

capacity，更多商家能力展示项，体

现工厂实力

7

预计10月底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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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专属权益：1元/月（加群->领券->1元下单）

   RFQ快车    RFQ助手

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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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准订阅+智能推荐：RFQ推荐既精准对齐全• 商机更多：推荐词突破100个，无限制类目推送

• 商机更精准：可设置推送国家、屏蔽国家、MOQ等

• 报价席位更靠前：最快每5分钟自动查询最新商机并推送

• 爆款产品自动报价：让您快速抓住商机,保障席位

• 多终端报价：PC+移动端让您随时抢占大客户机会

• 多渠道通知：短信+邮箱提示新RFQ,商机不容错失
• 报价更方便：短信&邮件双重推送，手机端随时

随地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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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阿里卖家看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