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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站钉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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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1

最新动态2

• 新品项目上线，助力新品快速培育
• Alibaba.com Pay上线，B类贸易收款无忧
• 商家星等级5.0升级预告

• 3D Showroom升级为VR Showroom

•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 9月数据报告
• 机械行业本地服务标签上线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1重点关注
• 新品项目上线，助力新品快速培育
• Alibaba.com Pay上线，B类贸易收

款无忧
• 商家星等级5.0升级预告



打造新品专属孵化路径

解决买家找新难，卖家推新难的问题

主讲：阿里小二 怒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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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新品的品均访客数及询盘
数皆为非扶持新品的2倍，且
扶持后访客数增幅明显

商家进入扶持的平台新品越多
店铺整体曝光增幅越明显

扶持新品品均曝光是非扶持新品的
2.5倍，且扶持后曝光增幅明显

启动平台新品运营的商&品效果提升显著

平台新品扶持启动 平台新品扶持启动

+10%

+33%
+41%

平台新品数

Alibaba.com平台新品项目-新品运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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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com平台新品项目-定义及培育机制

什么是Alibaba.com的平台新品？

预计10月28日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平台新品：是指最近90天新发，且满足行业定义的当年当季新品特征或满足算法新品识别模型的非重铺
商品。

名词解释&说明：
1、行业定义的新品特征：耳机当年当季的新品特征-主动降噪等；
(注：对于供给不饱和的新品特征，商家可在“MA-产品管理-产品运营工作台-行业定向征品”中寻找基于
新品的定招任务了解行业定义的新品特征。）

2、算法新品识别核心逻辑：将新发商品和平台历史发布的商品做商品信息特征比对，若该商品为平台历
史从未出现过的，则该商品满足算法定义的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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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com平台新品项目-定义及培育机制

Alibaba.com平台新品的培育机制？

商家针对目标孵化新品，完成平台推荐的新品任务，可以获得：1）平台额外的流量扶持；2）快速迭代出值得投入
的优质新品；3）新品在买家全链路的精准营销。通过商家和平台双方共同的努力，共同挖掘有价值的真新品。

预计10月28日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MA & True View

旺铺
（已上线）

新品场景
（均已上线）

首页&行首
（均已上线）

搜索

Alibaba.com平台新品项目-新品全域营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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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场景上线时间不同，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11月上线 已上线 已上线 已上线已上线 9月上线 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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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MA-产品管理-管理平台新品”进
入橱窗商家管理后台，您可以在这个界面
进行平台新品查看

管理平台新品入口

*若界面无商品，代表店铺尚无平台新品，
建议去行业定向征品中找“新品”的定招
任务去发品

平台新品运营界面
您可以在该页面内对平台新品进行统一管理，结合不同阶段的新品进行针对性
运营
启动初级流量扶持（试销）前，商家须完成店铺新品tab装修，设置“良好”
及以上的主图视频及新品印象；启动高阶流量扶持（加速）前，商家须把新品
加入“新手包/新品成长”广告计划中。

Alibaba.com平台新品项目-新品运营阵地



10.13 新品项目发布会
10.28        全行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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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com平台新品项目-内测及后续开放节奏

面向服装、消费电子及美容行业定
向招募300家左右商家进行为期一
个月的内测，助力产品功能迭代

启动招募内测商家 服装、消费电子、
美容行业全量开放

启动内测
7.9 7.22 8.23

全行业开放

10月

欢迎扫码进入文档
了解更多信息

FAQ：
Q、 平台新品的试销及加速的流量扶持会在哪些场景以什么方式生效？
A、平台新品试销/加速的流量扶持会在搜索、推荐（含首页猜你喜欢、行首猜你喜欢、商品详情
推荐、询盘成功页推荐等）场景生效，通过增加新品在这些场景被买家看到的概率的方式实现。
Q、 商品发布多久能看到其是否为平台新品？
A、商品发布审核通过的第二天（T+1）即可在新品运营平台查看该商品是否为平台新品。
Q、已启动试销/加速的新品能更换吗？
A、不能更换。为了确保搜索推荐免费流量严肃高效地利用，商品一旦开启试销/加速，无法更换
成别的商品，即新品的试销/加速的路径不可逆。建议商家严肃挑选最优推的新品，完成任务后
加入新品扶持路径。



Alibaba.com Pay上线，B类贸易收款无忧
主讲：阿里小二 高祎



Alibaba.com Pay产品重磅上线

当前服务的痛点

出口

收款

申报

退税

不能支持大额贸易收款，结算手续费高

邮包类出口方式单一，急需多履约出口模式支持

自主出口申报复杂，跨境收款合规要求高

三方平台汇款引起监管质疑，经常无法退税

账户
多个账户管理复杂，海外账户维护吃力

出口

收款

申报

退税

支持大额贸易收款

多出口方式支持

一站式申报

退税无忧

账户
一个账户跨平台管理

期望实现的服务



Alibaba.com Pay产品重磅上线

一个账户收全球 丰富的提款方式 多币种汇兑管理

安心收 省到家 到帐快

• 19年经验丰富，深耕外

贸领域36个行业大类

• 全球顶级银行联合打造

真实交易阳光结汇

• 云计算实时监控交易风险

• 费率低至 0.125%（月提

现超出$30万部分0费率）

• 无需账户管理费、入账手

续费等

• 0 成本关联国际站订单

• 提现最快秒到账

• 支持海外费用支付

(物流、广告等)

• 支持多币种提现和

灵活汇兑

1、Alibaba.com pay产品核心价值

热线电话：

400-655-2688

微信/支付宝/钉钉扫码

申请全球收款帐户

体验佳

• 支持同时管理站内站外订单

• 一键申报极致体验，保障退

税无忧

• 本地拍档一对一贴心服务

• 专属在线客户7*9相伴支持



Alibaba.com Pay产品重磅上线

1.企业认证
时效：1个工作
日

2.开通收款帐户
时效：即时开通

收费：免费

4.2创建订单
创建Alibaba.com 

Pay订单

3.收款
时效：全球收款1-5个工作
日，本地TT收款1-2工作日
收费：免入帐手续费

5. 关联入账
时效：1-2个工作日

7.1 境内提现
支持币种：美元、人民币
支持帐户：对公账户
时效：4小时内到账
收费：0.125%

7.2 海外支付
支持币种：美元、港币、欧元、英镑
支持帐户：对公账户
时效：T+0付出
收费：0.125%

6.绑定境内提现/海
外支付账户
时效：1-2个工作日

4.1关联国际站订单
关联已有的信保/e收汇订单

或创建新的信保/e收汇订单

5. 境内提现
支持币种：美元、人民币
支持帐户：对公帐户/对
私账户

2、Alibaba.com pay产品操作流程

热线电话：

400-655-2688

微信/支付宝/钉钉扫码

申请全球收款帐户



商家星等级5.0升级预告



商家星等级5.0上线预告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搜索商品 筛选商家 沟通需求 下单付款 到货验货 订单完结

货品虚假报价

虚假MOQ

虚假上品

谎报资质

夸大实力

回复体验差

商机分层不匹配

预估物流时间不准

商品本身问题

2021.7，国际站买家体验监测报告中：国际站的商品丰富度令买家比较满意，而品商信息真实可靠、商家实力数字化、沟通问题凸
显，影响买卖家建立信任和联系。

对商家市场秩序监测中发现：为了升星，个别商家产生投机、虚假行为，干扰公平竞争

虚假商品信息 虚假商机 不当交易/
虚假买家 虚假买家评价

优
化
买
家
体
验

治
理
升
星
作
弊

商家星等级鼓励商家通过展示实力，提供好品好服务获取商机。4年积累，越来越多的商家跟随星等级成长，星等级作为商家分层模型也在不断优化：

1. 买家需求不断升级 2.行业垂直专业类商家，无法充分表达实力 3.个别商家投机或虚假行为，干扰公平竞争



商家星等级5.0上线预告-时间安排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星等级5.0版规则上线

商家10月预测星等级按5.0版规则变化

（10月评定星等级不受影响）

商家星等级5.0版首次评定生效

商家11月评定星等级按5.0规则生成

（美西时间10月31日当日表现）

商家星等级5.0版升级预告

详细解读自2021年10月12日起

商家星等级规则的调整变化

10月12日 11月5日9月24日

注：“在线交易额”仅针对从10月1日开始产生的统计部分生效（即从10月1日起关联到未取消的信用保障或e收汇订单的实际到账金额）。

商家行动建议

及时了解规则变化

提前对需要优化的部分做调整
关注店铺数据表现，参考数据变化有针对性的持续优化



商家星等级5.0上线预告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力/ 商品力

加分规则调整：
① 新增“企业出口实力”；
② “证书数”升级“专业能力

认证”；
③ 扩展行业专业能力类型

商品统计范围调整：
仅统计“非直接下单品”

调高商品成长平均分权重

商品统计范围调整：
仅统计“直接下单品”，并
更名为RTS商品

调高商品成长平均分权重

快
速
交
易
赛
道

定
制
赛
道

营销力 交易力 保障力

“商机数”升级为“商机指数”：
① 仅统计店铺内有效MC询盘
② 依照店铺MC询盘质量差异调

整打分的重要性等级

RFQ加分项调整：
改为依照RFQ服务分分档加分

“点击率”替换为“RTS商品
总访客数”
① 仅统计店铺内RTS商品
② 依照新RTS商品口径统计

（原直接下单品）

“在线交易额”打分标准调整：
① 统计口径不变
② 依照店铺在线交易额商机来源

差异调整打分的重要性等级

“在线交易额”打分标准调整：
同上

“RTS买家数”统计口径调整
从“已支付订单”的买家数改为
“已支付并已发货”订单的买家数

“总转化率”替换为“RTS商品总
转化率”
仅统计店铺内RTS商品

“买家评价分”统计口径调整：
剔除不当交易对应的买家评价

“买家评价分”统计口径调整：
剔除不当交易对应的买家评价



商家星等级5.0版-定制赛道商家力加分体系升级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行业服务能力专业实力认证企业出口实力

·

加分规则：有条件开启

仅在定制赛道——商家力板块加分；

仅在”Customization商品成长平均分”大于等于60分时，才开启加分；
3类验真后的实力指标加分，单类得分有封顶，3大类分数累计，封顶40分。

已验真的企业线下年出口额

所有行业通用标准
• 商标、专利、指定类型的证书（10分）

• 财富500强合作（10分）

• AEO认证（10分）

• 海外售后（机械，已有）

• 3D家装模型（建材等7行业，已有）

• 软件著作权（商用服务设备，安防，

电子元器件；本次新增）

依据规模分档加分，封顶10分

已验真的企业专业实力认证

多种类型，可累加，封顶10分

垂直行业专业服务能力

特定行业加分，封顶20分

企业综合实力的线上表达有助于买家在寻源找品时更全面了解商家能力，帮助商家获取商机。5.0版升级商家力板块整体的加分体系，

通过3大板块鼓励商家在做好店铺基础发品和运营的同时，积极的、多维度的展示自身专业实力。



商家星等级5.0版-定制赛道商家力新增加分细则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行业服务能力

软件著作权（SDK）
（按指定的一级行业加分）

加分项 加分细则

企业出口实力
（通用）

• 已验真的线下年出口额分档加分：

专业实力认证
（通用）

• 商用服务设备，安防，电子元器件行业已验真的软件著作权商关联品数分档加分：

• 质量体系认证：
①指定的已验真的产品证书和产品检测报告：每个1-2分
②指定的已验真的管理体系证书：每个2-5分
③商标和专利：每个1分

• 已验真的财富500强合作：10分
• 已验真的AEO证书：10分

年出口额（美金） 加分

≥2000万 10

≥1000万 5

≥500万 3

关联商品数 加分

＞700 15

100-700 10

1-99 5



商家星等级5.0版-双赛道商家力/商品力统计范围调整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为与阿里巴巴国际站RTS商品严肃化调整保持一致，原网站“直接下单品”将统一升级为RTS品，星等级双赛道的商家力和商品力板块指标（优品&爆品数

和商品成长平均分）对应的商品统计范围做如下调整。

调整后——快速交易赛道商品力调整后——定制赛道商家力

Customization优品&爆品数

Customization商品成长平均分
RTS优品&爆品数

RTS商品成长平均分

非直接下单品 直接下单品中RTS商品不满足RTS条件的
直接下单品

调整前——定制赛道商家力 调整前——快速交易赛道商品力

温馨提醒：
不满足RTS条件的直接下单品称为【待整改RTS商品】，未及时整改的【待整改RTS商品】将于2021年10月31日被强制下架，建议商家及时
调整，避免强制下架对11月评定星等级产生影响。具体参见：
https://rule.alibaba.com/rule/detail/11004538.htm?spm=a271m.8038972.0.0.5c75495bKMGYSp



商家星等级5.0版-定制赛道营销力“商机数”升级为“商机指数”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为了更客观和公平的反映商家在平台转化商机的能力，将评估商机获取能力的规模指标做升级，从单一只看数量维度升级为对数量和质量兼顾，依照店

铺获取的询盘质量差异调整打分的重要性等级。

“商机指数”会以店铺有效询盘为基准线，对于商家承接的高质量询盘（比如金蓝标买家询盘）调高打分水平。店铺获取的询盘数量越多，高质量询盘

越多，商机指数越高，得分越高。

原指标：商机数 新指标：商机指数

近30天

有效询盘数

数量 + 质量

转换成0-1000的指数

统计周期

统计范围

评分维度

展现形式

近30天

有效询盘数 + RFQ报价数

数量

具体数值



商家星等级5.0版-定制赛道营销力RFQ加分规则调整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为了更综合的反映商家在RFQ市场的商机承接和转化能力，营销力板块RFQ加分规则的参考值从原有规则升级为依照商

家的RFQ服务分表现分档，原档位和加分值不变，档位内涵调整。

RFQ加分档位 RFQ服务分（当月预测） 加分分值

1档 ≥80分 3分

2档 ≥90分 5分

RFQ交易额报价买家回复率24小时报价响应率本月报价个数RFQ登录天数

RFQ服务分评分维度



商家星等级5.0版-双赛道交易力“在线交易额”调整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平台倡导并鼓励卖家通过平台积极响应买家需求并进行在线交易，通过推动商家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沉淀，帮助商家获得更多线上商机。为

了更好的反映商家在平台承接商机并转化成交易的能力，平台将对不同商机来源的订单进行重要性等级的区分。

在线交易订单分类

1 商机来源于国际站，且在线交易的订单

2
商机来源于国际站以外的途径，但需要在线交
易，通过平台的供应链服务进行降本提效的订
单。

星等级中的应用

不变 统计口径和商家后台展示不变

变 同样的在线交易额，由于订单类型构成不同，
得分有差异。

依照商机来源将在线交易订单划分为2类： “在线交易额”对第2类订单在评分时降低重要性等级。

生效订单范围说明：
“在线交易额”仅针对2021年10月1日开始产生的在线交易额部分按照以上新规则执行。
即美西时间2021年10月1日开始关联到未取消的在线交易订单上（非不当交易订单）的实际收款金额。



商家星等级5.0版-双赛道交易力调整举例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A共有两笔在线交易订单：合计10万美金。
①2021年9月5日生成在线交易订单X01，订单金额3万美金，此订单依照商机来源归属为第1类。
②2021年9月10日生成在线交易订单Y02，订单金额7万美金，订单依照商机来源归属为第2类。

关联收款：
①订单X01（第1类）2021年9月20日关联收款1万美金，2021年10月5日关联收款2万美金。
②订单Y02（第2类）2021年9月25日关联收款3万美金，2021年10月6日关联收款4万美金。

则商家A在2021年10月12日星等级5.0规则上线时，“在线交易额”计分时，仅Y02订单（第2类）中10月6日关联收款的4万美金在计分时
会降低打分的重要性等级，9月25日关联收款的3万美金不受影响。

举例说明

温馨提示

“在线交易额”依照近90天移动统计，建议8-9月期间关联实收金额较多的商家，关注店铺关联收款时间的分布。8-9月关联收款金额在11-

12月会逐级滚动出统计周期，建议提前关注统计期变动对“在线交易额”的影响。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星等级5.0版-双赛道保障力“买家评价分”调整

阿里巴巴国际站一直致力于诚信原则并积极保障用户正当权益，为持续打造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维护平台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对于不

当交易行为严肃治理。不当交易订单产生的买家评价严重干扰买家对商家的真实判断，因此商家星等级本期将剔除“买家评价分”中不当

交易订单产生的买家评价。

调整前 买家在交易完成后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卖家服务、按
时发货三个维度的近365天的订单打分取平均得分。

调整后
买家在交易完成后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卖家服务、按
时发货三个维度的近365天的订单打分取平均得分（刨
除不当交易订单的买家评价）。

买家评价分不当交易

是指不以真实交易为目的，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上传平
台虚假信息，使他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或者获取不
当利益、借助平台进行不正当交易的行为。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星等级5.0版-快速交易赛道部分指标调整

后疫情时代，RTS赛道成长性良好，发展潜力巨大。为了鼓励商家在RTS赛道为买家提供高确定性的商品和服务，更好的评估商家在RTS

赛道服务RTS买家的能力，本次调整部分指标的口径，提高指标精度，也规避少数商家的投机行为。

近30天内店铺实际匹配到当前未取消的已付款且已发货的RTS在线交易订单

（含信用保障交易和e收汇）的买家数（刨除不当交易订单）

RTS在线交易买家数
（新口径）

2个指标

替换

1个指标统计
口径调整

近30天店铺当前所有RTS商品带来的总访客数RTS商品总访客数营销力 点击率

近30天内店铺当前所有RTS商品的访客中转化

成支付买家的比例
RTS商品总转化率交易力 总转化率

交易力

已付款的RTS在线订单对应的买家变化点 已付款且已发货的RTS在线订单对应的买家

预计2021年10月12日生效，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星等级5.0版相关资料

升级专场直播回看链接 商家星等级官方资料



2最新动态
• 3D Showroom升级为VR Showroom

•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 9月数据报告
• 机械行业本地服务标签上线
• 外贸服务市场提效工具上新速递



3D Showroom升级为VR Showroom



升级背景
3D Showroom自去年上线后，目前已有近

万个金品商家的展厅在线对买家展示。不仅

1:1实景还原商家的线下展厅和工厂，多元

化呈现企业实力和商品细节，更有专属的3D

商品标注、AI智能带看及音视频导览能力，

助力商家谈单转化，获取海外商机。

3D Showroom升级为VR Showroom



随着VR技术的成熟以及更多新功能的上线，3D Reality Showroom（3D实景展厅）从

即日起更名为Virtual Reality Showroom（VR实景展厅），简称为「VR 

Showroom」，更好的体现线上展厅如临其境全景漫游的技术，进一步提升买家转化率。

3D Showroom升级为VR Showroom

为什么升级？



VR Showroom给商家带来了什么？

看看商家怎么说？



金品诚企品牌升级 9月数据报告



金品诚企-8月品牌升级后效果如何？

金品诚企在8月进行了整体的品牌升级，主要包括三大升级点：

• 身份差异化：搜索商详店铺升级，金品优商外显，询盘更精准

• 场景差异化：新增找工厂频道、RFQ专享商机，匹配优买

• 工具差异化：升级选词参谋、VR智能AI带看、助力转化

升级后效果如何？

升级详情可回顾
8月全网发布会



金品诚企数据季刊-9月刊
打造差异化优势，迎接新外贸机遇



金品诚企数据季刊-9月刊
身份差异化：匹配升级，询盘更精准

*数据口径：8月13日搜索商详全量发布后数据



金品诚企数据季刊-9月刊

场景差异化：专享商机福利

优质商机（验真买家或过去1年内单笔订单≥2000美金或过去1年内累计采购金额≥1w美金）定向匹配金品商家。



金品诚企数据季刊-9月刊

工具差异化：助力谈单转化



金品诚企数据季刊-9月刊

工具差异化：助力谈单转化



机械行业上线本地服务标签，帮助商家展示服务实力

主讲：阿里小二 丽丽

主营类目为机械的商品，均可使用该功能



机械商品交易链路长，买家对服务高诉求

机械买家交易路径及痛点--本地服务是解决机械行业买家痛点的关键因素之一

商品/商家信息
难识别

实地验厂成本高 • 验货成本高 本地售后需求• 样品难寄送

• 实地看样成本高

• 资金压力大

• 产品交期长
熟练工人难培养 交易渠道缺乏

定品
搜商 看样 验厂

下单
生产 验货 交付 售后 二手机械

回收

01

制造商

02

批发商
代理商

产品销售
本地服务

看样，融资，培训，售后，机械回收

产品销售

机械行业流通链路

售后服务（本地服务劣势突出）

03

工厂生产自用
工程施工自用

产品销售



机械本地服务商品转化率高于大盘

大盘商品

具备本地服务能力的商品较大盘商品转化率提升50%

具备本地服务

能力的商品

转化率提升50%

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本地售后需求越强商品效果越好
需求度

一 东南亚非洲等地

• 工业化程度低，工业机械采购需求强，

本地售后服务能力弱。重点覆盖

二 南美 欧洲各国 澳洲等地

• 欧洲，澳洲采购需求强，对整机和大型设备有

较强的售后服务需求。重点覆盖

三 美国 日韩等国

• 工业化程度较高，具备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对商家本

地服务能力诉求较弱。适当覆盖



机械商品服务类型
服务优势

自营服务

三方服务

外派服务
灵活低成本

服务模式多样化

合作模式

实力

拓盘

覆盖

本地售后

外派工程师售后

本地样品

国内商家 海外买家

设备调试

售后维修

配件寄送

本地看样

国际站基于商家提供的能力，帮助商家彰显海外服务实力，助力商品出海

技术指导

彰显海外能力

拓展可服务国家



机械服务品权益
0 1   主搜/商详打标 0 2 专享活动

识别买家IP匹配可售后服务国，在搜索结果页和商品详情页打标

商品打标提升竞争优势，减少买家疑虑

每月一场本地服务专享活动，免费报名

多维活动支持，提高商品流量
搜索结果页

机械行首轮播展示

国际站首页资源投放

商品详情页

大促会场特色楼层



免费报名地址和资料

本地售后

外派工程师

申请链接：
https://marketing.alibaba.com/enroll/checkSeller.htm?spm=promotion_icbu.seller

link.0.0.3f8c33ddwewIaq&topicId=5663

• 按照报名入口的要求进行资料提交
• 勾选的可服务国家必须和提供资料国家一致
• 能做本地售后的国家优先开通本地售后，其他国家开通外派工程师

勾选可服务国家并上传资料
开通功能 本地样品

申请链接：
https://marketing.alibaba.com/enroll/checkSeller.htm?spm=promotion_icbu.seller

link.0.0.2b7133ddCA2uWc&topicId=29174

申请链接：
https://marketing.alibaba.com/enroll/checkSeller.htm?spm=promotion_icbu.seller

link.0.0.2b7133ddCA2uWc&topicId=20881

https://marketing.alibaba.com/enroll/checkSeller.htm?spm=promotion_icbu.sellerlink.0.0.3f8c33ddwewIaq&topicId=5663
https://marketing.alibaba.com/enroll/checkSeller.htm?spm=promotion_icbu.sellerlink.0.0.2b7133ddCA2uWc&topicId=29174
https://marketing.alibaba.com/enroll/checkSeller.htm?spm=promotion_icbu.sellerlink.0.0.2b7133ddCA2uWc&topicId=20881


钉钉扫码入群 咨询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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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P机器人 一阳指

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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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时推广：多种计划支持定时开启暂停，告别手动开关• 智能出价：溢价之前设好封顶价，智能抢好位。

• 一键爆款：给优势产品多花钱，带来更多点击。

• 无限抢位：不限制关键词数量抢前5名。

• 智能出价：解决手动调价问题，抢占排名位置

• 分段出价：目标时间段竞争前五，非目标时间段竞争其
他位置

• 查询推广词：多种查词方法，助力查询更多三星以上
关键词去推广

• 数据诊断：对关键词和产品的花费数据分析，一
键诊断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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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