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网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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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业务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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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站钉钉组织
获取课件及回放



最新动态1

多媒体专题2

• 直播商家等级分层升级 & 中心化场景上线>> [57分24秒]

• 短视频内容号自助开通流程上线 & 活动上新>> [38分00秒]

• 平台近期医疗器械管控规则解读 >> [18分25秒]

• SNS营销更新更多分享主题，自定义功能>> [4分06秒]

• 海外现货商家运营中心上线 & 权益资源更新>> [49分22秒]

商家福利3
• 商家效率工具 & 人才直播带岗服务福利 >> [1小时11分08秒]



1最新动态

• 平台近期医疗器械管控规则解读

• SNS营销更新更多分享主题，自定义功能

• 海外现货商家运营中心上线 & 权益资源更新



平台近期医疗器械管控规则解读

主讲：阿里小二 深夜



行业资质准入要求变更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原名称 新名称 原管控类目 原资质要求 新管控类目 新资质要求

医疗器
械准入

(无变化)

Health & Medi
cal >Househol
d Medical Dev
ices/Medical
Consumables/
Professional
Medical Devic
es

1.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
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医疗器械），任选其一
2. 药监局官网验真截图
3. 名称不一致需要提供授
权证明

原有医疗健康行业3个二级类目外，
新增2个三级类目：Timepieces, 
Jewelry, 
Eyewear>Eyewear>Contact 
Lenses/Contact Lens Care 
Products

（无变化）

美容器
械准入

医美行
业准入 Beauty & 

Personal 
Care>Beauty 
Equipment

下载自我声明模板，根据
要求填写相关信息，签名
盖章后以图片形式上传

美容仪器下1个三级类目、4个叶子
类目：
Beauty & Personal Care>Beauty 
Equipment>Aesthetic Medicine
Beauty & Personal Care>Beauty 
Equipment>Home Use Beauty 
Equipment>Led Facial 
Masks/Derma Rolling 
System/Home Use Hair 
Removal Device/Home Use RF 
Beauty Instrument

1.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或
备案凭证（医疗器械），任选其一
2. 药监局官网验真截图
3.若许可证上的公司名称与国际站会员
的公司名称不一致，除按照上述第1点
提供上游企业的相应资质文件外，还需
要提供授权证明（授权、合作或购销关
系等证明）

美容器
械准入

Beauty & Personal Care>Beauty 
Equipment下不需要做医美行业准
入的其他类目

（无变化）

*未列入医美行业管控类目的美容器械若属于医疗器械，也须按照医美行业的资质要求提交相关行业准入----管控到品



什么商品属于医疗器械？

在《重申医疗器械需符合销售目的国资质的公告之解读》中，第9点和第

10点平台分别介绍了国内和美国（FDA）查询医疗器械的路径和方法，

商家可自行扫码学习和了解 。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医疗器械商品目的国资质审查系统升级

根据《重申医疗器械需符合销售目的国资质的公告》，商家在国际站发布医疗器械产品需提供目的国资

质，尤其是发布销往美国的此类产品应上传FDA相关资质证明。

此次变更关键要素1：平台新增FDA Product Code的填写要求，商家上传资质过程中需要将FDA 

Registration Number与FDA Product Code一并上传

勾选或填写信息 原要求 变更后要求

被认证主体名称 必须为会员注册公司英文名称 （无变化）

认证类型 请选：国别限售准入 （无变化）

准入类目 请选：医疗器械海外资质 （无变化）

证书编号 按照证书编号填写

请填写“FDA Registration Number（10位数字）+FDA Product 

Code（3位大写英文字母）”，中间无任何标点复核，如商家注册编码为

1234567890，注册或认证的商品编码为ABC，则在此栏位填写

“1234567890ABC”

证书名称 勾选正确的资质类型 勾选“ICBU SC 医疗器械行业FDA公司注册编号Registration Number”

认证机构 按照证书信息填写 （无变化）

颁证/检测日期 按照证书信息填写 （无变化）

上传资质相关图片 FDA认证信息查询截图 （无变化）

范围 填写相关医疗器械商品的类型 填写该证书下所要经营的商品范围（device name）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医疗器械商品目的国资质审查系统升级

*以实际系统上线展示为准

升级后系统界面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FDA官网注册信息截图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海狸护航，安心远航！

医疗器械商品目的国资质审查系统升级
变更关键要素2：商家需要完成品证关联。商家新发品提示“美国市场准入”，基于类目判
断，当时商品是否禁售or限售，并给出相应提示。

*以实际系统
上线展示为准



医疗器械商品目的国资质审查系统升级

基于限售类目/产品，提示商家需要关联的证书，以及是否关联成
功

*以实际系统上线展示为准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医疗器械商品目的国资质审查系统升级

基于禁售/限售国家，未完成准入不允许这类国家配置目标国家/地区偏好

未完成准入

完成准入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FAQ

1、如何判断我的商品是否是医疗器械

A：参考《重申医疗器械需符合销售目的国资质的公告之解读》中，第9点和第10点平台分别介绍

了国内和美国（FDA）查询医疗器械的路径和方法，可根据监管政策自行学习和了解。

2、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医疗器械资质吗？还是部分国家需要？

A：根据《重申医疗器械需符合销售目的国资质的公告》平台只允许商家向海外市场销售满足当地

产品资质或认证要求的医疗器械产品。

若商家售卖的美容仪器产品涉及医疗器械范围，应当满足国内及海外监管要求。暂时平台对国内及

美国FDA资质有明确的资质上传要求，其他目的国资质会随着系统升级逐步完善，请商家了解并熟

悉自己经营的产品及售往目的国所需的资质，以备平台及其他监管部门审查。

3、如果商家没有FDA资质，该如何办理？

A：市面上有一些代理商/服务商可以提供咨询、代办FDA注册、商品认证等服务，商家可以根据自

身需要进行咨询和选择。为了更好服务客户，平台也将引入服务商为客户提供相关咨询和代办服务，

具体报价、办理流程（因为不同产品会有差异）会由客户和服务商来确认。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FAQ

4、资质证书是针对一个商品还是针对一个制造商的？

答：FDA注册对应的是：企业信息 (（制造商、出口贸易商）+具体产品。

5、如何查询我的医疗器械FDA Registration Number

A：您可通过FDA注册文件，或者参考FDA官网—“Medical Devices”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 Device Listing”栏进行查询

6、平台接受FDA资质授权吗？

A：资质授权上，目前平台不接受纸面授权（即A公司出具授权书说明允许B公司经营），只接受通过

FDA关联的资质，即平台可以通过FDA官网查询到被关联公司的注册信息及产品认证信息。

7、直播问题： 之前是激光美容仪器不让直播，最近好像是直播的要求更严了，很多做磁力瘦等理疗

类的产品在之前可以直播，现在不能直播了 原因是什么？

A：平台限制医疗器械产品进行直播，包括管控的医美产品及隐形眼镜产品。

8、商家已经通过FDA资质审核，是否可以在商品中使用FDA描述或FDA图片？

A：根据《关于FDA引用严肃化的规则说明》，任何商家及商品取得的FDA认证或认可的证书均不允许

在国际站展示。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FAQ

9、目前美国针对与1,2,3类器械生产都需要资质证书是吗？贸易商销售1,2,3类器械也
需要有资质吗？

答：美国对大部分医疗器械产品都需要有FDA注册，具体的FDA注册要求请查看submission 
type的具体要求。
贸易商作为出口商也需要FDA注册，出口商一般只需要（企业注册+产品列名），但是贸易商要
确保对应产品的制造商满足FDA submission type的要求，根据不同的医疗器械产品，具体的
FDA注册要求请看 submission type的具体要求。

Submission type就是FDA的具体合规要求，不同类型管控不同。
包括：
510(K) Exempt 不需要510（k）,但是还是需要FDA 企业注册+产品列名
510(K) 需要获取 510（k）注册认证，在FDA官网可以查询到具体的以K开头的注册认证编号，同时需要
FDA企业注册+产品列名
PMA 需要获取PMA （Premarket Approval）,同时需要FDA企业注册+产品列名
Enforcement Discretion 需要FDA企业注册+产品列名
HDE - Humanitarian Device Exemption 需要FDA企业注册+产品列名
Contact ODE 需要FDA企业注册+产品列名
EUA -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获得EUA资质（企业+产品）

海狸护航 安心远航



SNS营销更新更多分享主题，自定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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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键分享

自己做SNS营销

自己选品

自己做图

自己写文案

阿里SNS智能营销

系统选品

系统模板

系统文案



SNS阿里卖家智能分享 三步完成分享，让营销更简单！

Step1、阿里卖家首页入口进入 Step2、选品/主题，点击分享 Step3、选渠道/选账号，一键分享



SNS分享更多主题

√ √ √
（待上线）

定向征品，低价拿样，主题上线

低价拿样定向征品

入口：阿里卖家-首页/应用中心-SNS智能分享
上线时间：预计6月1日，具体以上线时间为准

解决问题：只有新品主题模板，分享内容太单薄



SNS支持搜索产品，一键分享

输入产品关键词

第一步：输入产品关键词搜索 第二步：选择模板，点击分享

解决问题：只有系统推荐商品，无法快速选出我想推的商品，一键分享

新品/定向品/样品模板选择

入口：阿里卖家-首页/应用中心-SNS智能分享
上线时间：预计6月1日，具体以上线时间为准



新模板试用到期时间：2022年6月31日

任务：每周分享内容数大于5条



新功能预告

功能一：Facebook 渠道开放

功能二：自定义模板，支持商家自定义图片及文案

功能三：金品专属品证及企业实力认证模板上线



Q:是否必须注册Linkedin和Facebook账号才可分享内容？
A:是的，无账号的请先注册，将自己的社交账号绑定到平台后可一键分享

Q: 分享的内容是否仅适用与RTS商品？
A: 不是的，询盘品和RTS品都可分享，模板不限商品类型。

Q:定制商家和RTS商家在分享内容上侧重点是否有不同？
A:定制商家可重点选新品主题，低价拿样主题，验厂视频等内容核心突出新品
设计能力或企业实力，RTS商家可重点选新品主题，折扣主题，快速发货等内
容体现小单发货等能力。

核心FAQ



使用钉钉扫码进入SNS客户沟通群

SNS客户答疑



海外现货商家运营中心 四大金刚权益位置上线

主讲：阿里小二 任晓丹



海外现货计划 —— MA后台运营阵地上线

未准入商家：海外现货计划介绍页面

MA后台位置：MA后台-交易管理-交易服务-海外现货，上线时间：5/26

权益介绍及效果数据

多处引导商家准入

步骤及常见问题



海外现货计划 —— MA后台运营阵地上线

准入商家：多仓库设置及海外现货商品管理

MA后台位置：MA后台-交易管理-交易服务-海外现货，上线时间：5/26

1. 点击仓库管理，设置多个海外仓 2.点击商品入仓，跳转至完善入仓信息 3. 点击设置库存，跳转至posting



海外现货计划 —— MA后台运营阵地上线

已准入商家：海外现货的分层管理

MA后台位置：MA后台-交易管理-交易服务-海外现货，上线时间：5/26

分别展示总入仓商品数，
待设置库存商品数，
可售商品数等

售罄商品提示

展示不同阶段
商品的详细信息



海外现货计划 —— 资源更新



海外现货交易-商家行动点2

申请准入
海外现货

设置海外现货
运费模板

提交入仓信息&
关联商品

设置海外现货库存数
和发货时间和关联运

费模板

1）路径：登录MA后台-交易管
理-交易服务准入-申请开通海外
现货交易。

2）卖家需要先加入保障升级服
务。
卖家准入保障升级服务的路
径：登录MA后台-交易管理-交
易服务准入-保障升级服务。

3）提交海外仓资质证明（如海
外仓产权证明、第三方海外仓
租赁合同等），并在线签署
《海外现货交易商家承诺
函》；提交审核后，请关注审
核结果(审核时效3个工作日)。

4）审核通过后1个工作日内，
平台会帮卖家开通海外现货运
费模板和商品模板。

1）路径：登录My Alibaba后
台-交易管理-运费模板-所有模
板-新建模板-发货地选择“美国
“。

2）完成美国发货运费模板配
置。若之前未配置过美国运费模
板，则需要新建运费模板。
备注：因产品逻辑，美国发货运
费模板需先配置国内运费模版再
配置国外运费模版。
卖家根据平台规则可以选择通过
美国快递、邮政（UPS、DHL、
FEDEX、USPS）或亚马逊仓
MCF配送服务从美国海外仓发
货。

1）买家或卖家在线起草信用保
障海外现货订单，选择发货地
美国。
2）买家支付货款，款项到账后
关联订单。

3、提现：9810商品订单仅支持对
公提现，客户根据需求按照
121010或122030申报，非9810
商品订单支持美金&人民币对公提
现，以及人民币对私人民币提现。
备注：应监管要求，平台人民币对
公提现仅支持122030编码涉外申
报，无法支持121010

4、履约：卖家根据平台规则可以
选择通过美国快递、邮政（UPS、
DHL、FEDEX、USPS）或亚马逊
仓MCF配送服务从美国海外仓发
货，并上传物流信息和物流凭证进
行履约，完结订单。

1）路径：登录MA后台-交易管
理-交易服务准入-海外现货交易
-添加入仓信息。

2）添加入仓信息包含出货信息
（9810订单提交报关单，非
9810订单提交运单或提单）、
关联海外现货商品和提交库存
凭证（海外库存系统截图）,并
提交审核。

备注：若无商品可关联，需新
发商品，且商品必须是RTS商
品。

在线交易&
收款提现&

履约

1）路径：登录My Alibaba后
台-产品管理-管理产品-编辑。

2）交易信息模块的仓库类型选
择外地仓库（美国），且选择入
仓信息审核通过的商品，配置国
际站可售商品库存。

3）设置商品发货期为3天内。

4）关联设置好的海外现货运费
模板



海外现货交易-交易合规要求

• 商家准入要求
1、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如逾期发货需要按照保障升级服务规则对买家进行赔付）
2、提供海外仓资质凭证。（支持自有仓、租赁仓、FBA仓、其他仓，需要提交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与国际
站抬头不一致需提交关联关系证明等）
3、签署《海外现货商家承诺函》。（内容包含承诺提供的海外仓资料/库存/价格等真实有效，72小时内发货等）

• 商品入仓信息&商品关联要求
1、资料要求：9810商品提供9810报关单+海外现货库存系统截图。非9810商品提供运单或提单+海外库存系统截图
2、审核标准：
✓ 9810商品校验报关单抬头、收货地址、海外现货库存系统截图产品大类。
✓ 非9810商品校验运单或提单的抬头、收货地址、海外现货库存系统截图产品大类。
✓ 审核通过后，已关联入仓的海外现货商品才会对客展示
3、商家需要定期上传对应入仓资料维护库存信息，库存量会随着销售量减扣。

• 订单履约要求
1、一期仅支持美国四大快递公司（UPS, Fedex, DHL, USPS）+FBA仓MCF发货。卖家需要上传快递单号和凭证完成订单
2、任何非海外现货交易的海外仓发货，上传的海外仓物流单号和物流凭证为本地发本地（如美国发美国），均会视为履约异常订
单。卖家需尽快准入海外现货交易，完成入仓维护和商品关联，配置运费模板、设置商品库存和发货时间，并按照平台要求发货履
约。



海外现货交易-交易合规要求

• 商家准入要求
1、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如逾期发货需要按照保障升级服务规则对买家进行赔付）
2、提供海外仓资质凭证。（支持自有仓、租赁仓、FBA仓、其他仓，需要提交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与国际
站抬头不一致需提交关联关系证明等）
3、签署《海外现货商家承诺函》。（内容包含承诺提供的海外仓资料/库存/价格等真实有效，72小时内发货等）

• 商品入仓信息&商品关联要求
1、资料要求：9810商品提供9810报关单+海外现货库存系统截图。非9810商品提供运单或提单+海外库存系统截图
2、审核标准：
✓ 9810商品校验报关单抬头、收货地址、海外现货库存系统截图产品大类。
✓ 非9810商品校验运单或提单的抬头、收货地址、海外现货库存系统截图产品大类。
✓ 审核通过后，已关联入仓的海外现货商品才会对客展示
3、商家需要定期上传对应入仓资料维护库存信息，库存量会随着销售量减扣。

• 订单履约要求
1、一期仅支持美国四大快递公司（UPS, Fedex, DHL, USPS）+FBA仓MCF发货。卖家需要上传快递单号和凭证完成订单
2、任何非海外现货交易的海外仓发货，上传的海外仓物流单号和物流凭证为本地发本地（如美国发美国），均会视为履约异常订
单。卖家需尽快准入海外现货交易，完成入仓维护和商品关联，配置运费模板、设置商品库存和发货时间，并按照平台要求发货履
约。



海外现货交易-近期活动&咨询通道



2多媒体专题

• 短视频内容号自助开通流程上线 & 活动上新

• 直播商家等级分层升级 & 中心化场景上线



短视频内容号自助开通流程上线 & 活动上新

主讲：阿里小二 司晴



















短视频内容号自助开通流程

True View短视频
国际站商家内容营销的基础阵地，旨在通过真实，有
趣的视频内容形式展示产品，测试产品性能、或展现
商家实力，吸引买家的兴趣，并在视频中与商家直接
进行互动，询盘。

内容号
国际站商家站内自营销矩阵的重要组成，旨在通过头
部的IP内容，以垂直账号作为承接，提升商家专业营
销能力，解决买家在寻源采购中的信任感问题。更加
精准地触达买家，提高买家留存，促进商机转化。

区别及定义



最大变化：
1.开通门槛明确
以往由区域、行业推荐制→升级为全商家统一条件，且交由系统判断
2.参与范围扩大
人人均有机会参与视频号：完成日常TrueView 优质视频目标，
系统下发邀约
3.开通效率更高
无需大量线下沟通，全流程自助开通

获取资格 准备材料 提交信息 等待审核 发布视频

培训课程

通过

不通过修改材料

*自2022年4月1日起，发布优质视频满50条的商家及会收到邀约信息

短视频内容号自助开通流程



提交信息



填写前一定要认真查看哦

*账号定位= 行业+ 内容定位（只可选择1个）

故事剧情

知识科普

技能分享

商家实力

外贸故事

产品测评

使用教程

开箱展示

低价优惠

生活记录

扫码可查看：
标签定义及案例账号



与原账号独立互不影响



短视频FM活动特别上新

话题1：
#check buyers feedback
买家反馈挑战赛

活动介绍
商家向买家征集他们采购的商品
的用户反馈，让真实用户为你的
产品代言！内容可为采购该产品
给自己生意带来的变化，产品使
用感受等等。

该话题下视频消费Top5的商家，
获得
定向push推荐+1条免费外国
KOL寄品拍摄视频

话题2：
#Real scenes of real 
suppliers
探索爆品工厂

活动介绍
商家通过在视频中展现自己的工
厂/流水线/展厅等场景，为买家
提供最真实的采购体验。

该话题下视频消费Top10的商家，
获得定向买家push推送



短视频主图【动起来】挑战赛开战

产品未关联主图视频的商家会收到挑
战赛邀约信息
收到弹窗的商家请尽快参赛
扫码查看详细活动规则

主图重要性

•平台越来越多的流量，来自首页猜你喜欢，TrueView短视频、
直播等内容化场景。
•很多买家在首屏就决定了是否继续浏览，因此首屏的关键信
息非常重要，动态封面能力，提升点击率。



1.时间
第一期任务时间：
5月18日-6月5日
第一期权益公布：
6月10日

2.权益
本次活动以商家【通过任务】完成的
新增主图视频数量，作为评比标准。
活动期内，完成主图视频任务，以及
完成任务最快的前100名商家和前10
名商家，分别获得以下权益：



直播商家等级分层升级 & 中心化场景上线

主讲：阿里小二 申森



「商家升级」商家直播等级分层升级
明确成长路径和权益，助力商家商机增长

商家直播分层1.0
商家直播分层2.0——-明确商家成长路径和权益，助力商家商机增长 注：此功能预计上线时间为5月31日

升级一 等级可视化
◦ 商家可在APP端和PC端明确自己的

直播播等级

升级二 分层任务要求升级
◦ 开播要求：由原来的开播大于15分

钟有效店铺直播场次升级为开播1h

的店铺直播场次

◦ 互动能力：默认保留对于评论数的

要求

◦ 营销能力：自营销带来的买家人数

升级为商品看点数和自营销人数



「商家升级」商家直播等级分层升级
明确成长路径和权益，助力商家商机增长

注：此功能预计上线时间为5月31日

升级三 等级权益升级：
◦ 流量权益（流量券、TV浮现、直播

会场浮现、粉丝召回）

◦ 直播工具权益（OBS直播间装修工

具、KOB课堂、粉丝开播通知）

◦ 营销活动（精品活动、日常营销活

动）

升级四 其他功能升级：
◦ 直播场次不限制（随时开播）

◦ 直播权限不限（全量商家可开播）



「直播场景—新品直播」
围绕买卖双方对于新品热品诉求，通过直播互动赢得商机

场景介绍

专属场景权益
1.精准流量：直播间观众均为指定类目下高潜对新品、

趋势品有诉求的买家。

2.场景升级：全新APP找品首页入口。

3.报名场景指定时段场次，商家专属活动流量加持。

4.专属场景商家育商专场和培训。

新品直播入口Demo

新品直播场景Demo

注：场景已经上线，目前正在灰度中

新品直播频道，致力于通过直播帮助商家在平

台上新，并迅速打爆; 通过互动帮助海外买家

高效寻找新品热品，把握趋势，率先获得市场

先机。



「直播场景—新品直播」
围绕买卖双方对于新品热品诉求，通过直播互动赢得商机

首期招商（5月招商完毕）

1.当月1星以上商家，近30天直播过1场。品要求：近

90天内发布。

未来： （预计6月初上线）

1.直播商家分层体系V1等级以上为场景准入门槛。

核心考察能力项（直播活跃，接待能力，自营销能力）

2.场景活动招商将在V1等级上，进行更多条件的筛选，

原则是让优质直播商家得到更多活动曝光机会。

场景准入门槛

新品直播入口Demo

新品直播场景Demo

注：场景请以实际上线的场景为准，预计5月中旬



场景介绍

专属场景权益
1.精准流量：直播间观众均为指定类目下对商家实力和

服务能力有诉求的严肃买家。

2.专属场景：金品认证的工厂或工贸一体的服务中商家

3.报名场景指定时段场次，商家专属活动流量加持。

4.专属活动的商家育商专场和培训。

工厂直播入口Demo

工厂直播场景Demo

注：场景请以实际上线的场景为准

「直播场景—工厂直播」
围绕买家对于商家实力的诉求，通过直播展示实力加强信任

工厂直播致力于通过直播帮助商家在平台表达

商家工厂实力，通过互动加强买卖双方的信任

关系，场景中定制类的严肃买家占比较高。



1.金品认证的工厂或工贸一体的服务中商家

2.直播内容标签：探厂直播/实时接待

3.场均直播时长：建议至少大于2小时

4. 找工厂的直播活动会根据直播商家等级做要求

5.商家要求：在线实时互动

场景准入门槛

工厂直播入口Demo

新品直播场景Demo

注：场景已经在线上。找工厂频道—直播

「直播场景—工厂直播」
围绕买家对于商家实力的诉求，通过直播展示实力加强信任



「如何」直播间互动升级，增设快捷发言及快捷服务，凸显商家服务能力

如何设置：PC端MA后台—直播管理-直播间设置 如何使用：阿里卖家App端—主播开播页面



直播学习阵地&咨询通道

咨询通道

方式1 咨询小何在线或客户经理
方式2 加入下方商家交流群

直播白皮书

直播白皮书系统操作文档

近期直播课程

扫
码
预
约
直
播



3商家福利

• 商家效率工具 & 人才直播带岗服务福利



商家效率工具 & 人才直播带岗服务福利



登陆 fuwu.alibaba.com

外贸服务市场是什么?有哪些提效工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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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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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小蜜



直播间专属权益：1元/月（加群->领券->1元下单）

美图王 益详情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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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询盘转化：30秒打造高询盘精品详情页,一键套用
1000+产品

• 爆款详情页：500多套行业模板，本月新增12套汽摩配行业

• 在线编辑：图片、文案、在线翻译，轻松在线完成

• 海量模板库：汽摩配件/服饰/电子/家居/RTS……海量模板

• 极易上手：不用PS,DW,替换图片文字轻松打造高品质详情

• 智能高效：自适配PC+移动端,双重引流,应用过期详
情终身保留

• 一键白底图：一键抠图，轻松制作高质白底图

• 个性化定制：支持模版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



疫情致线下招聘受阻

线上招聘平台曝光不够

无HR压力大不专业

智联招聘金牌主播带岗，足不出户坐收简历，仅限100份！

0元享『智联招聘直播带岗 』原价1500元招聘服务



本场全网发布会商家专享福

利： 仅限100名，先到先得。

商家限定为：金品服务中，

且近期有人才招聘需求

请登录金品主账
号扫码领券后0

元下单

智联招聘金牌主播带岗，足不出户坐收简历，仅限100份！

0元享『智联招聘直播带岗 』原价1500元招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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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