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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1

最新动态2

• 虚假价格及买家拉线下管控治理

• Alibaba.com Pay产品介绍&升级功能点

• 绿色工厂认证检测服务上线

• 金品官方课发布&专属直播带岗活动通知

• 成长指引产品升级

• 商家星等级评定开启节点变更

• 金品新增权益：课程&人才直播带岗活动

• 绿色工厂认证检测服务上线

• SNS打通Facebook功能升级

• 讲师使用规则重点强调



1重点关注

• 虚假价格及买家拉线下管控治理

• Alibaba.com Pay产品介绍&升级功能点

• 绿色工厂认证检测服务上线

• 金品官方课发布&专属直播带岗活动



虚假价格及买家拉线下管控治理

主讲：阿里小二 栩彤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国际站将加强且持续对

虚假产品信息 及

引导买家使用非国际站沟通软件的

店铺进行管控及违规治理

附：4月治理名单公示



规则回顾—虚假产品信息 海狸护航安心远航

违规：发布虚假价格、虚假最小起订量（MOQ）、虚假SKU等虚假产品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 产品的发布价格区间与同行业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相比相差甚远

✓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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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运费高

✓ 滥用SKU设置功能（如以非常规方式设置规格、数量、单位、邮费等信息，或通过SKU的设置变更关键产品要素）发布偏离正常

价格的高价或低价的SKU

✓ 虚报最小起订量（MOQ）等虚假产品信息行为

卖家如存在上述违规行为或平台有合理理由认为卖家存在该行为的，平台将采取如下处理措施：

违规情形 产品处罚

发布违规产品 产品0分下架

待整改产品（*）未在14天整改期内做整改 产品0分下架

备注：

（1）（*）待整改产品：指平台给予整改机会的违规产品，将通过产品诊断中心进行展示

（2）存在虚假行为的产品信息，将无法参与搜索排序。如虚假价格及虚假最小起订量违规的产品累积到一定量或存在重复违规行为，

平台将对产品进行删除处理，并对店铺内全部产品或部分产品采取调整搜索排名、或屏蔽并扣分的措施

（3）情节特别严重的，平台保留冻结账户或关闭账户的权利。

详见“产品信息滥发违规处罚规则”，二维码见右

https://rulechannel.alibaba.com/icbu?type=detail&ruleId=5840&cId=1274#/rule/detail?ruleId=5840&cId=1274&activekey=3%E3%80%81%E8%99%9A%E5%81%87%E4%BB%B7%E6%A0%BC%E3%80%81%E8%99%9A%E5%81%87%E6%9C%80%E5%B0%8F%E8%B5%B7%E8%AE%A2%E9%87%8F%EF%BC%88MOQ%EF%BC%89%E3%80%81%E8%99%9A%E5%81%87SKU%E7%AD%89%E8%99%9A%E5%81%87%E5%95%86%E5%93%81%E4%BF%A1%E6%81%AF-2


虚假产品信息举例

虚假SKU 虚假运费

虚假价格



规则回顾—买家拉线下 海狸护航安心远航

违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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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但不限于：

✓ 商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沟通软件或应用（包含但不限于阿里卖家沟通签名、聊天记录、询盘邮件、RFQ、站内短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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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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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求买家额外承担交易费用，提高单价，增加运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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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家如存在上述违规行为或平台有合理理由认为卖家存在该行为的，平台将采取如下处理措施：

处罚轮次 处罚措施

首次 警告

再次 扣3分/次

≥4次

上述类型一：扣6分/次；

情节严重会采取店铺屏蔽，搜索降权直至关闭账号

上述类型二：关闭卖家信用保障服务资格90天

详见“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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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ulechannel.alibaba.com/icbu?type=detail&ruleId=11004346&cId=131#/rule/detail?cId=131&ruleId=11004346


1）商家无视买家沟通，直接要求在whatsapp沟通

买家：Can order to bahrain?

商家：Hello,please add my wechat/skype/whatsapp:+86-186-****-****for more details

2）商家自动回复设置联系方式---[旺旺]

买家：how much is the shipping fee?

商家：[自动回复] I am currently not available now. Please contact my wechat/whatsapp *** * immedietly

3）商家签名档提供联系方式---[询盘回复/RFQ场景]

买家：I am interested in your products xxxx-xxxxx

商家： Hi,Anna.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I am Bob ,manager of *******

Regards, Bob Wong

Email: ******@qq.com

Wechat:+86-***-****-****

4）商家试图通过线下传送文件

买家：Hi

商家：Hello,friend,please add my whatsapp ******** to get more real photos and videos.Thank you

5）商家想要快速联系买家

买家：I want to buy one

商家：Do you have whatsapp number ? It is easy for us to contact you now

买家拉线下沟通举例

总结：

商家在阿里巴巴平台沟通过程

中，主动引导买家使用其他非

平台内部沟通工具的行为均属

于商家引导买家线下沟通

✓ 商家主动引导通常指：商

家主动询问买家联系方式

或者主动给出自己联系方

式的行为

✓ 阿里巴巴沟通行为通常指：

旺旺消息、询盘沟通、站

内短信、RFQ、聊天记录

等（包括沟通正文和签名

档）

✓ 非平台内部沟通工具通常

指：

Whatsapp/Skype/Wech

at/QQ等三方即时通信工

具



4月严重违规名单公示 海狸护航安心远航

违规公示 【虚假价格、MOQ等违规处置】
https://rulechannel.alibaba.com/icbu?type=detail&ruleId=200004
21&cId=1271#/rule/detail?ruleId=20000421&cId=1271

为了维护国际站平台正常经营和流量分配秩序，进一步提升买家采购体验，阿里巴巴国际站将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此次针对

使用虚假价格引流，引导买家使用非阿里巴巴国际站沟通软件进行沟通或者拒绝买家使用线上交易等扰乱秩序、严重违规行为，将加

大处罚力度，对相关严重违规商家予以严肃处理，并将依据《产品信息滥发违规处罚规则》、《关于加强对产品信息滥发和引导站外

沟通的管控公告》相关规定对平台处罚的严重违规商家名单进行公示并处以警告处罚。本次涉及共81个商家

https://rulechannel.alibaba.com/icbu?type=detail&ruleId=20000421&cId=1271#/rule/detail?ruleId=20000421&cId=1271
https://rulechannel.alibaba.com/icbu?type=detail&ruleId=5840&cId=1274#/rule/detail?ruleId=5840&cId=1274
https://rulechannel.alibaba.com/icbu?type=detail&ruleId=11005303&cId=131#/rule/detail?ruleId=11005303&cId=131


1、已公示的4月严重违规商家行动点：

✓ 立即自查全店产品在价格、MOQ、SKU、运费等方面的严肃性，尤其是高曝光产品，涉及违规7天内务必修改，本轮为警告，后续若产品

累积到一定量或存在重复违规行为，平台将对产品进行删除处理，并对店铺内全部产品或部分产品采取调整搜索排名、或屏蔽并扣分的措

施

✓ 仔细检查并更改，运营务必提醒外贸业务员，避免后续在阿里卖家沟通签名、聊天记录、询盘邮件、RFQ、站内短信、智能回复等引导买

家使用非阿里巴巴国际站沟通软件或应用进行沟通，本轮为警告，再次扣3分/次，情节严重会采取店铺屏蔽，搜索降权直至关闭账号

2、预警商家行动点：

自4月下旬至5月下，邮件/拍档会对预警商家进行一对一提醒，预警商家在被判定违规之前：

✓ 收到预警邮件后，立即自查全店产品在价格、MOQ、SKU、运费等方面的严肃性，尤其是高曝光产品，若涉及违规务必尽快修改

✓ 仔细检查并更改，运营务必提醒外贸业务员，避免后续在阿里卖家沟通签名、聊天记录、询盘邮件、RFQ、站内短信、智能回复等引导买

家使用非阿里巴巴国际站沟通软件或应用进行沟通

5月下旬将公示第二批严重违规商家名单

3、全体商家行动点：

✓ 日常自查全店产品在价格、MOQ、SKU、运费等方面的严肃性，若涉及违规尽快修改

✓ 运营务必提醒外贸业务员，日常避免在阿里卖家沟通签名、聊天记录、询盘邮件、RFQ、站内短信、智能回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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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行动点 海狸护航安心远航

每位商家需严格遵守平台规则，避免违规带来店铺限流甚至关闭账户的处罚



常见Q&A

1、店铺内没有0分下架的产品，产品诊断中心也没有待整改的产品，是不是意味着店铺产品没有违规行为？

答：不是。

对于买家主动投诉的虚假产品，平台核实违规行为后，会进行0分下架；

日常平台也会对产品价格进行主动监测及巡检，对于主动防控识别的异常产品，会进入到产品诊断中心；

还有一些情况，平台会对店铺直接进行违规警告，需要商家全面自查全店产品尤其是高曝光产品。

2、哪些情况下沟通交流不会被判定商家违规？

答：以下两种常见情况均不会被判定商家违规：

一、非商家主动询问买家联系方式或主动给出自己的联系方式，即不属于主动引导，不会被判定违规；

二、因业务需要在下单/物流过程等合理场景中询问买家提供Email/传真/电话也是允许的，不会被判定违规；

附：关于商家引导买家线下沟通违规更多FAQ见语雀 https://www.yuque.com/shigang/pfdlik/ib6zct

https://www.yuque.com/shigang/pfdlik/ib6zct


1、发品侧：对于部分类型产品，发品时平台主动判断产品价格是否处在合理价格区间，超出价格合理区间的产品无法发布

上线；同时对于部分产品类型，引导商家从不确定的区间价升级为确定性较高的阶梯价进行发品；

2、主动治理：对价格、MOQ、SKU、运费等方式作弊的产品及买家拉线下行为自动检测并进行持续的流量治理与处罚

3、买家投诉：平台上线从询盘、订单支付前、订单支付后的买家全链路投诉产品体系，对于商家虚假价格、虚假MOQ、

虚假SKU、拉线下等买家投诉后一旦核实，将投诉成立的记录展示在商家后台，落地处罚规则，对重复且严重违规商家做限流

治理等处罚

4、斩根：包括但不限于实力优品模型、星等级、搜索、推荐、流量、营销活动维度，切断所有渠道中虚假价格及拉线下行

为带来的红利

平台策略提前透传 海狸护航安心远航

一起守护平台健康交易环境！



Alibaba.com Pay产品介绍 & 产品升级功能点

收款更安心 生意更称心

主讲：阿里小二 殷钦



收款更安心 生意更称心

Alibaba.com Pay

Alibaba.com Pay 由阿里巴巴联合境内外知名金融机构为商家数字化出

海量身打造的一站式全球收款解决方案。产品提供涵盖全球的收付网络和

稳定的大贸收款能力及多样化综合汇兑服务，其主打安全、省钱、高效、

智能四大核心价值极大程度保障外贸商家收款无忧

热线电话 400-655-2688

或咨询绑定拍档



全球收款账户

• 0开户费，0维护费，0入账费

• 一键申请开立，免费持有

• 八大币种原币入账（USD、AUD、CAD、SGD、EUR、GBP、HKD、JPY）

（摩根大通新加坡分行/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花旗银行香港分行）

• 本地清算网络快速收款，像拥有本地银行帐户一样轻松收款

• 降低手续费，实现低成本到账（0入账费，0中间行手续费）

本地收款账户（欧洲本地收款账户，美国本地收款账户）

外贸商家的“智能账户”
与境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合作 一键开户，全球收款

稳定合作银行：

稳定合作机构：
热线电话 400-655-2688

或咨询绑定拍档



外贸商家的“智能账户”
支持多场景收款 自由汇兑 灵活收付

多场景 多功

能 灵活收付

满足业务需求

自由汇兑 海外付款

对公提现
法定代表人

提现

支持海外对公付款

一键支付物流仓储等费用

缴纳海外税款，更省心

合规申报无担忧

方便灵活，可提至法人银行卡

提现费用低至0.3%

8大主流币种自由汇兑

7*24h在线操作，实时汇兑无延迟

权威银行透明汇率，拒绝汇损

阳光合规结汇可退税

无需等待，最快小时内可到账

提现费用低至0.125%

热线电话 400-655-2688

或咨询绑定拍档



Alibaba.com Pay 产品全景链路图

注：Alibaba.com Pay有关资金结算服务由合作的银行和/或支付机构提供。此PPT文中所述及系统描述的“法人” 均指“法定代表人”

企业认证

时效：1-2个工作日

开通收款账户
• 时效：即时开

通

• 收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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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入账手续费

关联国际站订单

• 关联已有的信用保
障/e收汇订单

• 或创建新的信用保
障/e收汇订单

创建订单

创建Alibaba.com
Pay订单

境内提现

关联入账

时效：1-2个工作日

绑定境内提现/
海外付款账户

时效：1-2个工作日

海外付款

• 支持币种：美元、港币、欧元、英镑

• 支持账户：对公账户

• 时效：T+0付出

• 收费：0.125%

境内对公提现

• 支持币种：美元、人民币

• 支持账户：对公账户

• 时效：4小时以内，最快实时到账

• 收费：0.125%

境内企业法定代表人提现

• 支持币种：人民币

• 支持账户：法人个人账户

• 时效：4小时以内，最快实时到账

• 收费：0.3%

以下三种模式月度合计30万美金，超出部分免提现手续费用1

2

3

4 5 6

4

7

5

7

7



选择我们的理由

国内合作机构获外管批复

境内外知名金融机构合作

AI智能体系实时保障交易安全

安全

开户、维护、入账 0 费率

提现费率低至0.125%

当月提现超30万以上免费

实时透明汇率，拒绝汇损

省钱

1-2工作日内完成开户

本地TT收款最快当日达

提现极速到账，最快小时内

合规结汇代申报，更省心

快捷

多平台订单一站式管理

智能审核交易验真

汇款链路可视化（GPI）

智能

致力于全球领先的B2B跨境收款解决方案

收款更安心 生意更称心

热线电话 400-655-2688

或咨询绑定拍档



绿色工厂认证检测服务上线

主讲：阿里小二 李小龙



买家对“绿色环保”的需求

欧盟委员会表示，计划自2023年起注

入引入碳关税，“碳排放”即将成为新

的贸易壁垒

亚马逊推出Climate Pledge 

Friendly的环保识别标志，打造低

碳环保买家心智 沃尔玛要求10万

供应商必须带有

碳足迹标签

双碳经济下，绿色制造成为“十三

五”强国战略任务，打造涵盖绿色

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

供应链的绿色制造体系。

低
碳
经
济
下
的
全
新
贸
易
壁
垒

绿色工厂概念由中国首创，通过“厂房集约化、原料

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

原则全面提升工厂绿色制造能力，把中国绿色制造概

念推向全球，市场空间可期。

平台机遇

发达国家陆续推出各自的环保认证，商品碳足迹的计算方法论，以

及碳交易市场。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并未形成共识，各国都在争取

未来碳市场的话语权。平台参与到绿色商品定义、碳足迹标签体系

建立，有助于提升中国商品在海外的竞争力。

平台机遇

海外消费端 – 商品 中国制造端 – 商家
环保意识提升+绿色消费升级 国内政策驱动+商家制造转型

• 构建“可持续发展工厂”商家分层体系，加速零碳

数字化

• 携手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参与团标制定，助力平台

中小企业提升绿色生产能力

• 可持续发展工厂出海，全面打造海外市场影响力

可持续发展工厂
01-

• 对标海外环保认证，定义ICBU绿色商品体系，实

现3R-“Reduce, Reuse, Recycle”

• 商品全生命周期评估碳排放，建立碳足迹标签体

系，应对新的贸易壁垒

绿色商品
02-



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的平台权益
预计5月底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备注：图示为示意图具体展示以实际上线为准，更多权益上线准备中，具体时间和
样式以alibaba通知为准



如何申请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
预计5月中旬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ICBU推进绿色制造发展进程

• 省市积极打造区域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选取当地头部商家进行绿色工厂评价，获得省级的工厂，再进行筛选报送工信部评定

国家级绿色工厂，利用行业龙头示范效应，带动社会积极省级绿色转型

• 因此，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行业协会，阿里巴巴国际站等联合制定针对行业特点的“1+N”团体性标准对符合标准的企业进行

线上数字化展示，并辅以平台权益激励及政策激励、降低商家认证成本，鼓励更多商家进行碳排放披露



买家对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的需求

• 欧美、澳新、日韩等环保意识较强的发达国家，中大型买家越来越关注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品的绿色设计
能力、以及商品的进口合规性（认证/碳足迹）等。

• 阿里巴巴携手中标院共同制定了普适中小制造业的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1+N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可持续发展
工厂）。选取国标中易于实现考核的指标要求，同时增加可持续发展、绿色采购、低碳等内容。

• 各行业协会和团体也针对自身的相关特点制定了相应的绿色工厂或者类似概念的协会或团体标准

序号 维度 评价指标

0 基本要求 合规性、管理承诺、目标/指标/方案等

1 基础设施 建筑、照明、通用用能设备、计量设备、污染物处理设备等

2 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社会责任等

3 产品 生态设计、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节能、碳减排、回收处理等

4 能源与资源投入 能源投入、资源投入、绿色供应商管理、进货检验程序等

5 环境排放 工业三废排放控制、噪声排放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

6 总体绩效 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



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对应的标准

打造适合中小企业的的团体标准（2022年4月正式对外发布1+N（9个如下行业标准）

阿里巴巴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制定适合中小企业的1+N（通用+行业化）绿色标准，面向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
促进企业绿色升级转型
1： 团体认证通则，通则制定个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框架体系
N：代表行业在通则的框架体系下建立的行业团体标准

正在建立的标准 试用行业（一级类目）

《塑料制品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建筑工程与房地产，礼品与工艺品，家居园艺

《日化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美妆与个护

《电子电器制造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电气设备，消费电子，新能源，电子元器件、模组、附
件及通信，灯具照明

《纺织制品、服装及服饰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服装，面料及纺织原材料，家纺面料

《建筑工程机械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机械，

《纸制品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包印

《锂离子电池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电气设备，消费电子，新能源

《光伏组件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新能源

《宠物食品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家居园艺

《建筑陶瓷和卫生陶瓷行业可持续（绿色）发展工厂评价要求》 建筑工程与房地产



金品官方课程发布&专享直播带岗活动

主讲：阿里小二 不咕



2022版金品3.0官方系列课上新

扫码即可学习

电脑端学习路径
peixun.alibaba.com

https://peixun.alibaba.com/


智联招聘金牌主播带岗，足不出户坐收简历，助力商家招聘无忧，人才无忧！

金品商家0元专享直播带岗人才活动第2季

0元享『智联招聘直播带岗』原价1500元招聘服务

* 活动名额仅限700名，招募商家所在地区限定为：北上广深、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重庆

请登录金品主账号
扫码领券后0元下单

700名



2最新动态

• SNS打通Facebook功能升级

• 成长指引产品升级

• 商家星等级评定开启节点变更

• 短视频FollowMe（关注我）第二期挑战赛启动

• 4月商家提效工具速递



SNS打通Facebook功能升级

主讲：阿里小二 喻晓凤



SNS智能营销是什么？有什么用？

什么是SNS智能营销

3亿月活

24亿月活

「SNS智能营销」阿里巴巴国际站打通了社交媒体平台（Linkedin、Facebook），商家可以将国际站的内容（智能

图片、海报、视频等）轻松自动分享到第三方社交媒体平台，用高质量的内容吸引社媒上的新买家、维护自己的老

粉丝。

商品 视频 企业实力
一键分享

……



买家想看什么



SNS分享链路

选择分享

主题

选择分享

内容

选择分享

渠道/账

号

分享效果

分析

新品发布

满减折扣

买家案例

商品
视频
图文

Facebook（已打通）
Linkedin（已打通）
Tiktok （待打通）
Youtube（待打通）

点击买家数
询盘数
订单数



1）操作入口：「My Alibaba」 - 「媒体中心」 - 「SNS账号管理」
2）绑定领英Linkedin/ Facebook账号：
①您需要首先有自己的领英账号或Facebook 账号
②登录国际站后台「My Alibaba」 - 「媒体中心」 - 「SNS账号管理」，点击「添加Facebook/Linkedin渠道账号」

SNS账号管理—绑定SNS账号 预计5月初1星及以上商家开始灰度，具体
以实际上线为准



SNS智能分享内容

1）操作入口：「My Alibaba」 - 「媒体中心」 - 「SNS智能分享」
2）「SNS智能分享」图片自动合成：
自动合成逻辑：「新品」模板，默认去最近更新的商品（最多10个）
图片更新周期：每小时更新

预计5月初1星及以上商家开始灰度，具体
以实际上线为准



SNS智能分享内容

3）分享图片：「My Alibaba」 - 「媒体中心」 - 「SNS智能分享」，新品模板下选择一张海报，点击“分享”按钮，
选择绑定好的社媒账号，点击“分享”即可。

预计5月初1星及以上商家开始灰度，具体
以实际上线为准



4）分享视频：「My Alibaba」 - 「媒体中心」 - 「发布管理」，我的TrueView视频下选择一条视频，点击“分享”按
钮，选择绑定好的社媒账号，点击“分享”即可。

SNS智能分享内容 预计5月初1星及以上商家开始灰度，具体
以实际上线为准



SNS智能分享阿里卖家APP

阿里卖家入口 产品分享链路 视频分享链路

预计5月初1星及以上商家开始灰度，具体
以实际上线为准



操作攻略及内测邀约

使用微信/钉钉扫码查看攻略

预计5月初1星及以上商家开始灰度，具体
以实际上线为准



成长指引产品升级

商家星等级评定开启节点变更

主讲：阿里小二 易璘



成长指引（新手期）
预计5月初全量上线，具体以实际上线为准

成长指引新手期任务调整：

•时间放宽：由15日延长为30日，商家操作时间更充足
•任务优化：聚焦新商家平台使用，任务项由5项变为4项

1）发布50个潜力品（变化项：30个->50个）

2）开通信保
3）橱窗使用满10个（变化项：100%->满10个，不分金品or出口通）

4）发布1条非低质视频产品
5）RFQ报价1次（变化项：删除该项）

新商家在服务开通后30天内完成“新手推荐任务”，新店铺
加速启动；完成所有任务后，开启星等级评定。

上线日期：
2022年5月1日
（面向2022.5.1之后开通新商家，5.1之前开通商家沿用原来任务）



商家星等级评定开启节点变更
预计2022年5月6日生效，以实际上线为准

自2022年5月1日（含）起开通服务的CGS新签商家，须完成全部“新手推荐任务”后，再开启商家星等级的评定和享受

对应的星级权益。

生效范围： 2022年5月1日（含）起开通服务
的CGS新签商家。

• 2022年5月1日前已开通CGS服务的商家不受此调整
影响，但断约1年以上再签约视同新签，须遵守以上
新规。

生效日期： 2022年5月6日（周五）

• 5月6日起星等级商家界面开始新增“尚未开启评定”
状态展示。

开启条件：“新手推荐任务”同一天均处于完
成状态

• 推荐新商家30天内完成任务，新店铺加速启动，但评
定开启本身不受任务完成时间限制，星等级界面“新
手推荐任务”展示到全部完成为止，完成后次日店铺
进入商家星等级的评定阶段，升星后可享受对应的星
级权益。

注：由于上线生效时间与生效范围中商家开通服务时间差异，2022年5月1日-5日开通服
务的商家在5月1-5日将看到评定星等级0星，5月6日生效时会统一变为“尚未开启评定”。



商家星等级评定开启节点变更
预计2022年5月6日生效，以实际上线为准

为了帮助新商家更快熟悉平台规则、了解平台运营方法、快速成长为星级商家，商家星等级将近一步细分商家成长阶段，鼓励新

商家通过完成“新手推荐任务”做好建站的基本准备。按3月预告，商家星等级评定开启节点变更将于2022年5月6日正式生效。

开通上线
开启星级评定

新手任务
新店加速启动

成长期
阶段性任务

开通15天内
旧版

新版

新客签约
①完成

开通上线
2022年5月1日起

新手任务
新店加速启动

成长期
阶段性任务

开通30天内
新客签约

开启星级评定
升星获取权益

无时限，须全部完成

或②开通15天后

①完成

或②开通30天后

生效范围： 2022年5月1日（含）起开通
服务的CGS新签商家。

生效时间：2022年5月6日（周五）

商家界面增加“尚未开启评定”状态展示

了解规则及影响

商家
关联
行动

新手推荐任务：
• 发布50个潜力品
• 开通信保
• 橱窗使用满10个
• 发布1条非低质视频

产品

完成建店基础准备 优化运营，升星获取权益

运营优化参考：
• 成长任务/升星建议
• 数据参谋、商品工作台、

营销中心、交易成长中心

升星获取专属权益



短视频FollowMe（关注我）第二期挑战赛启动

主讲：阿里小二 司晴



短视频FollowMe（关注我）挑战赛

新一季活动，我们升级为“FollowMe（关
注我）挑战赛”，通过短视频引导买家关
注商家，涨粉转化促留存，打造买家真正
爱看的内容，同时帮助商家获取更多曝光
和流量，抓住跨境电商商机。

为了鼓励各层级商家对短视频的投入，新
一季的挑战赛全新升级为三个维度PK，机
会更多，进步看得见，效果看得见！之前
“FollowMe（跟我拍）挑战赛”是优质短视
频的数量PK，新一季“FollowMe（关注我）
挑战赛”我们增加了内容转化PK和优质进步
PK，更多权益覆盖，快快来看规则吧。



短视频FollowMe（关注我）第二期挑战赛

1. 活动时间： 第三期话题招稿：4月30日-5月13日

2. 活动流程：看案例视频和脚本 ——（选话题）投稿 —— 审核 —— 达标 —— 获得权益

1）看案例视频和脚本：MyAlibaba后台 - 媒体中心 - 视频投稿 - 查看不同话题案例视频和脚本

2）投稿： MyAlibaba后台 - 媒体中心 - 视频投稿 - 选择话题 - 立即投稿



短视频FollowMe（关注我）第二期挑战赛

3.审核：审核通过为优质视频
4.达标：

1） 商家审核通过的优质视频数，数量越多权益越丰富

2） 商家审核通过的视频消费数据，转化率越高权益越丰富

3 ）商家对比上期活动审核通过的优质视频数，数量越多权益越丰富

5. 获得权益：
获取更多信息：
扫码加入群聊



请及时加群，感谢观看！

扫码申请进群
（交流+通知）

外贸云课堂
（回放+课件）

下载阿里卖家
看资讯

反馈&建议

请扫码留下您对【全网发布会】的宝贵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