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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讲解内容有疑问，请在10.29

（周六）24:00前扫码反馈，工作

人员将于下周发文解答。



商家星等级11月规则调整
（预计2022年11月11日上线）



1. 商家星等级11月规则调整说明

2. 双赛道保障力新增指标“轨迹可视率”详解

3. RTS赛道保障力新增指标“到货保障覆盖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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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星等级11月规则调整—保障力板块新增交付体验指标

商家力/商品力 营销力 交易力 保障力

卖家行动

商家星等级
四大能力项

建店上品
能力表达

营销推广及沟通
获取商机并转化

打样和签定订单
收取货款并生产

按时按质交付
提供承诺的服务

发货 运输 到货 入仓验收 售后服务

发货时间的确定性

星等级4.0版
买家基础服务门槛

（≥80%）

按时发货率 双赛道新增指标
轨迹可视率

买家评价分

产品及服务交付质量确定性

• 产品样式、质量等是否符合描述；
• 是否遵守合同约定；
• 是否提供承诺的服务；
• 服务质量和服务体验

买家痛点：发货后交付确定性不足

• 无法准确和及时了解货物当前所处位置、
运输状态等信息

• 到货时间不确定

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高确定性的交付体验是商家吸引高质量买家的重要竞争优势

RTS赛道新增指标
到货保障覆盖率

自2022年11月11日（周五）起商家星等级将在保障力板块新增2类交付体验指标，鼓励商家通过提供高确定新的
交付体验吸引高质量买家，获取更多成交机会。

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星等级11月规则调整—保障力板块新增交付体验指标

商家力 营销力 保障力

定制星等级
（全量商家开启） 本期无调整

按时发货率

风险健康分

买家评价分

轨迹可视率（本期新增）

营销力

本期无调整

商家力 营销力 保障力

本期无调整

按时发货率

风险健康分

买家评价分

轨迹可视率（本期新增）

到货保障覆盖率（本期新增）

营销力

本期无调整

快速交易
星等级

（有条件开启）

本期无调整

本期无调整

当前店铺60天内已发货订单（前15天~
前74天），出口方式为便捷发货且运
输方式为快递，目的国为核心10国的
信用保障订单（排除贸易术语为EXW
和FCA的订单）中，物流信息板块中至
少有两条轨迹的订单数占比。

轨迹可视率

当前店铺近90天内核心10国的已支付

的纯RTS信用保障订单中，到货保障

订单的比率。

到货保障覆盖率

本次更新仅影响商家2022年11月11日起展示的预测星等级和12月5日评定星等级，不影响11月5日评定星等级。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背景介绍

指标设计初衷：从买家体验出发，统计快递订单有且有有效轨迹，提升买家对于货物状态跟踪，物流时效的基础体验，促进
交易，提升买家留存，活跃及复购。

买家原声 轨迹重要性

• With my most recent order I paid for express shipping (20 
dollars) but my package was sent with untrack service. The 
supplier insists that it has a tracking but I cannot find!

• If supplier promises a product to be delivered in 15-20 
days, at least provide me a tracking within 10days but not 
instead of after 20days I could find the first tracking info 
that show where my product is in my country

国际站买家调研统计显示，订单有轨迹且轨迹质量高：

◆货在哪里买家咨询下降24%

◆运输在途NR纠纷下降12%

什么是好的物流轨迹：
① 轨迹及时上网，订单发货后买家可以及时获取物流状态
② 轨迹内容全面，除预报信息*外，有真实反映货物实物流的完整轨迹内容

*轨迹预报信息：对于多数物流渠道，首条轨迹多为预报信息，即物流商收到下单的确认信息，比如：
UPS: Shipper created a label, UPS has not received the package yet；
Fedex: Shipment information sent to FedEx。



轨迹可视率-指标介绍

轨迹可视率定义：当前店铺60天内已发货订单（前15天~前74天），出口方式为便捷发货且运输方式为快递，目的国为核心10
国的信用保障订单（排除贸易术语为EXW和FCA的订单）中，物流信息板块中至少有两条轨迹的订单数占比。

统计范围 计算公式

60天内已发货订单（前15天~前
74天），出口方式为便捷发货且运
输方式为快递，目的国为核心10国
的信用保障订单（排除贸易术语为
EXW和FCA的订单）

*仅统计发至核心十国的便捷发货（TAD）订单，并排除贸易类型为EXW和FCA的订单

60天内以快递发货且至少有2条轨迹的订单数

60天内以快递发货的便捷发货订单

前15~前74天

前15~前74天

口径详解：
① 统计订单状态：订单状态为【已发货】的订单纳入统计范围
② 至少有两条轨迹：多数物流渠道首条轨迹为预报信息，即物流商收到下单的确认信息，从第二

条轨迹开始才为真正代表包裹实物流的信息，图例：Fedex订单，第1条：Shipment 
information sent to FedEx；第2，3，4条轨迹如图所示。

③ 前15天~前74天：为了预留出相对充足的时间抓取轨迹，即从商家上传物流凭证后订单变为
【已发货】开始，至少有15天时间承运商处理包裹，轨迹上网。

④ 核心十国：‘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荷兰’ 
⑤ 轨迹达标统计维度：信用保障订单每个发货批次的物流单轨迹全部达标，则该信用保障订单判

为达标。即若信用保障订单中任一批次物流单轨迹不达标，则该信用保障单判为轨迹不达标。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指标介绍

单个订单统计周期举例：

商家发货
上传物流凭证

发货状态变为
【已发货】

Day0 Day15

第1天滚入
统计周期

Day74

最后1天即第60天滚
入统计周期

预留15天时间抓取轨迹

60天跨度，即订单共参与60天的轨迹可视率计算

Day21

第7天滚入
统计周期

前7天滚入统计周期
均按达标处理

正常统计，申诉中订
单按达标处理

可申诉期

第14天滚入
统计周期

Day28

特殊豁免期

特殊计算逻辑：

① 特殊豁免期：60天周期内最新7天订单全部按达标计入当天轨迹可视率，商家后台展示亦为轨迹达标。
② 可申诉期：订单在可申诉期内按实际情况展示达标或不达标，按实际情况计入轨迹可视率
③ 申诉中订单：发起申诉后，订单在申诉中的状态尚未完成审核，则该订单按达标计入当天轨迹可视率，商家后台在审核完成前仍按不达标展示

指标首次上线特殊豁免：考虑首次上线对过往订单的影响，对发货日期在10月5号及以前的订单全部豁免按达标处理

A 有轨迹 不申诉 不统计 展示’有轨迹’
按实际情况
展示’有轨迹’ 有轨迹

B 无轨迹 不申诉 不统计 展示’有轨迹’
按实际情况
展示’无轨迹’ 无轨迹

C 无轨迹 申诉 不统计 展示’有轨迹’
按实际情况展示’无轨迹’

商家有7天时间申诉 按复核后结果统计&展示，申诉中则统计为有轨迹

订单
实际
情况 是否申诉 D0-----------------------------D15-------------D21 D22----------D28------------------------------D74

订
单
示
例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指标介绍

统计周期内订单范围举例：2天数据延迟，商家在2022.11.08看到的是2022.11.06的轨迹可视率，统计周期为订单发货时间在8月24号-10月22号内的订单。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查询路径
星等级保障力→轨迹可视率→商家物流表现

Step1

点击星等级页面对应
指标数值，可由商家
星等级页跳转到商家
物流表现详情页

*设计稿，以实际商家后台展示为准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查询路径
星等级保障力→轨迹可视率→商家物流表现

Step4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查询路径
从星等级页查看订单轨迹详情：星等级轨迹可视率→商家物流表现→查看订单→查看更多

承接上页
Step4

Step5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查询路径
单个订单轨迹详情：交易管理→所有订单→输入交易单号→查看订单→查看更多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申诉指引

申诉说明：

① 对系统判定轨迹达标情况有异议，可以发起线上申诉。发起线上申诉窗口期为订单首次披露后的7天内（含首次披露当天），超过首

次披露7天后线上申诉入口即关闭置灰，请您关注订单情况并及时发起申诉。

② 除国际站本身获取的轨迹外，平台亦认可‘17track’或‘快递100’的轨迹内容。17track及快递100已对接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物流

渠道（分别对接1300+和1400+国内国际快递）。如果您的订单在17track或快递100上可以查到有效轨迹，可通过申诉通道发起申

诉。17track官网：https://www.17track.net/zh-cn；快递100官网：https://www.kuaidi100.com/

特别留意：以下两种情况如导致轨迹不达标将无法申诉成功

① 国际站商家后台，17track，快递100官网均未能获取该渠道轨迹

② 在交易订单中操作发货提交物流凭证时，未选择正确的物流承运商或者未填写正确的物流单号导致无法获取轨迹
（您可以及时重新上传物流凭证，平台会重新抓取轨迹）

以实际上线为准

https://www.kuaidi100.com/


轨迹可视率-申诉指引

申诉类型 场景描述 申诉材料 判断规则 判责结果 备注/释义

商家后台有轨迹
但订单仍被判定
轨迹不达标

商家MA后台能查到订单
有两条轨迹，但在轨迹率
统计页看到信用保障订单
被打标轨迹不达标

信用保障单号，物流
单号，MA后台轨迹截
图

判断申诉的物流单是否有两条及以上轨迹：
① 查询MA后台轨迹详情页达标

物流单有至少2条
轨迹，申诉通过，
否则驳回，即不通
过。

商家MA后台物流轨迹详情查询路径：My Alibaba -
> 订单管理 ->订单详情（发货信息模块点击“查看
更多”）

商家MA后台只有一条轨
迹，但此条轨迹为非预报
信息轨迹

信用保障单号，物流
单号，MA后台轨迹截
图

判断申诉的物流单第1条轨迹是否是预报信
息，快递服务商常见预报信息举例如下；
1）UPS: Shipper created a label, UPS

has not received the package yet.

2） Fedex: Shipment information sent to

FedEx

3）Aramax: Record created.

4）FOURPX：Parcel information

received

5 ） USPS：Pre-Shipment Info Sent to

USPS, USPS Awaiting Item / Picked Up

by Shipping Partner, USPS Awaiting Item

第一条轨迹非预报
信息，申诉通过，
否则驳回，即不通
过。

由于物流服务商原因导致订单只有一条轨迹，且此轨
迹非预报信息，而是一条能真实反映包裹实物流状态
的轨迹，认定此类情况非商家责任，订单轨迹达标。

示例：

商家后台没有轨
迹但 17track或
快递100上有轨
迹

商家MA后台无轨迹，但
物 流 单 在 17track/ 快 递
100中查询到有至少两条
轨迹或有至少一条非预报
信息轨迹

信用保障单号，物流
单号，MA后台轨迹截
图，17track/快递100
轨迹截图

判断申诉的物流单是否有两条及以上轨迹
或至少有一条非预报信息的轨迹：
① 查询17track/快递100

物流单有至少2条
轨迹或1条非预报
信息轨迹，申诉通
过，否则驳回，即
不通过。

订单能在17track/快递100查到有效轨迹，平台亦承
认其轨迹达标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指标优化建议&商家行动点

一、轨迹可视率的影响

1）影响买家体验：买家长时间看不到物流轨迹，体验差，怀疑履约真实性，对留存，复购都有负面影响。

2）影响星等级：为避免订单影响您的商家星等级评定，请您关注每日轨迹可视率的表现及趋势，并在不达标订单的申诉窗口期内提交申诉。

3）影响平台其他相关活动或权益：请关注具体活动或权益的相关规则。

二、轨迹可视率的优化建议

1）使用市场中更优质的物流承运渠道发货：建议您使用市场中主流优质的物流承运渠道发货，

避免使用不知名小货代的物流渠道，您也可以提前在17track或快递100中查询选用的物流渠

道是否已与二者对接，若为已对接的渠道，通常情况下可获取到轨迹信息。

2）发货时确保提交正确的物流发货凭证：如果您使用的是自有物流发货，在提交物流凭证时，

请您确保选择正确【物流承运商】及正确的【物流单号】，以便顺利获取轨迹信息（尽量避

免使用“物流不可追踪”类承运商）。

3）使用平台官方物流渠道即阿里物流发货：当前阿里物流渠道的轨迹可视率接近100%，建

议您尝试使用阿里物流发货，可有效提升轨迹可视率。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FAQ

1.统计周期为何留出15天时间差，即从当前日期前推15天，再统计更前面60天的订单？

答：上传物流凭证后，物流承运商操作货物轨迹上网，及平台获取轨迹都需要一定时间，预留15天是相对充足的一个缓冲时间。

2.为何排除贸易类型为EXW和FCA的订单？

答：本次统计范围为货运跨境运输的订单，目的地为国内的订单暂不统计。

3.为何使用了在17track或快递100查不到轨迹的渠道发货，会被判定为轨迹不达标？

答：17track及快递100均为市场头部快递轨迹数据集成商，分别对接了1300+和1400+家国内国际快递，国际站亦会认可能够在

这两个平台上查到轨迹的订单。如果使用发货渠道的轨迹无法被平台获取，也无法在这两个轨迹平台查出，则会认为轨迹不达标，

无法满足买家对物流可视得体验。建议您使用高质量，和17track或快递100有对接的主流物流商的渠道进行发货，或使用阿里物

流进行发货。

4.对多批次发货的申诉该如何申诉？

答：信用保障订单多批次发货的订单，支持按订单下轨迹不达标的物流单的维度进行申诉。

以实际上线为准



轨迹可视率-FAQ

5.对没有统计范围内订单的商家，如何打分？

答：如果您在当日星等级统计周期内没有符合统计范围的订单，轨迹可视率得分项为满分。

6.如果未在申诉窗口期提交申诉怎么办？

答：申诉窗口期为数据披露后7天内有效，请您务必在申诉窗口期完成申诉提交，超过申诉窗口期，平台不再接受申诉，页面申诉入口将置灰。

7.申诉状态一直显示“申诉中”怎么办？

答：申诉提交后，平台会在7个自然日内受理并完成申诉处理，请您耐心等待。

8.提交申诉时未正确提供全部材料怎么办？

答：为加快处理进度，请您务必在首次提交申诉时确保申诉凭证的正确性及完整性，如平台在受理过程中发现申诉材料不完整，申诉可能被

驳回或要求您补充，请您及时关注申诉状态。

9.主账号子账号的查看区别？

答：主账号下商家可以看下所有统计范围内的订单明细。子账号下商家只能看到归属子账号下在统计范围内的订单明细。

以实际上线为准



商家星等级-到货保障覆盖率
（预计2022年11月11日上线））



到货保障覆盖率

面对全球疫情反复、运力仍具不确定性的当下，海外买家更青睐能提供端到端确定性服务的商家。阿里巴巴国际站推出“保障

升级服务”，为商家提供彰显其确定性能力的方式，帮助可在确定时效内到货的商品从海量的商品中脱颖而出。

下单页

搜索页 商详页

到货保障服务：平台为RTS品延伸保障升级服务，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平台保障线路到对应169个国家）将服务升级为
“到货保障服务”，为您的买家提供支付到签收的物流时效确定性，并承担由平台保障线路晚到货所造成的赔付

以实际上线为准



到货保障覆盖率 - 商家加入保障升级服务的权益

权益一
特殊保障标识

权益二
逾期暂停扣分

权益三
开启“快速交易星等级”

平台为满足到货保障条件的
商品提供特殊保障标识，进
行全网透传；
并且不定期为此类商品提供
专属营销活动场景，包括但
不限于大促活动会场、专区，
平日节庆会场、国家定招、
日常到货保障top-ranking
榜单；

商家加入服务期间内的逾期发
货订单，暂不根据阿里巴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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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按时发货率统计）；

商家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且支持7天及以内发货的
RTS商品总数≥100个，即
可开启快速交易星等级的评
定，实现对商家多元化评级；

以实际上线为准



到货保障覆盖率-评分标准

快速交易星等级保障力计分特殊处理：

1）如果商家当前店铺未加入保障升级
服务, 则到货保障覆盖率为0%；

2）为鼓励起步商家逐步提升，如商家
当前店铺近90天内核心10国的已支付
的纯RTS订单小于等于10单时，则展
示真实覆盖率值，但评分时默认达标。

注：随着业务发展，以上规则如有调整，以实
际线上标准为准，请关注商家后台通知。

统计范围 计算公式

90天内已支付的，目的国
为核心10国的纯RTS信用
保障订单

*纯RTS信用保障订单：信用保障订单在支付时商品全部为RTS品
*核心10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

到货保障覆盖率定义：商家当前店铺近90天内核心10国的已支付的纯RTS信用保障订单中，到货保障订单的比率。

近90天核心10国的 到货保障订单量

近90天核心10国的 纯RTS订单量

以实际上线为准



到货保障覆盖率-查询路径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①【My Alibaba - 商家成长 - 商家星等级 -
快速交易 - 保障力 – 到货保障覆盖率】

②点击到货保障覆盖率数值 -【商家物流表现：
查看进阶攻略与订单明细】

• 如何查询得分与订单明细

注：此处为设计稿，请以实际商家后台展示为准



到货保障覆盖率-查询路径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 进阶攻略 - 了解如何快速提升到货保障覆盖率

①如果商家当前店铺未开通保障升级服务：直接点击“去开通”加入保障升级服务

②如果商家当前店铺到货保障覆盖率不高：优化运费模版配置，增加到货保障订单

③如果商家当前店铺近90天核心10国纯RTS订单量不超过10单，此项评分默认达标

① 优化运费模版到货保障 国配置（查看操作指引）

② 起草到货保障订单（查看操作指引）

达标

注：此处为设计稿，请以实际商家后台展示为准



到货保障覆盖率-商家行动点①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①加入到货保障：【My Alibaba后台—交易管理—交易服务准入—加入“保障升级服务”】—确认加入



到货保障覆盖率-商家行动点②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②运费模板配齐核心10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

操作路径：新建 / 已有模板修改配置

1）【My Alibaba后台—交易管理—运费模板—点击新建模板 / 点击已有模板，进行修改】

2）【当界面右侧出现”到货保障核心10国未配置齐全” — “优化” — “一键修改”，点击提交】



到货保障覆盖率-商家行动点③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③商家起草到货保障订单：【My Alibaba后台—交易管理—起草信用保障订单】
注意： ① Step3 - 订单所选商品全部为RTS品； ② Step6-物流服务选择带有绿色“承诺到货日期”字样

Step1 结算方式：选择汇
款/信用卡/电子支付

买家收货信息填写

商品选择并确认



到货保障覆盖率-商家行动点③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接上页，商家起草到货保障订单

运费：系统自动算出，支持改
小

其他项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提交订单



到货保障覆盖率-FAQ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1. 商家有哪些订单会进行“到货保障覆盖率”评分？

答：商家当前店铺近90天内核心10国的已支付的纯RTS信用保障订单中，到货保障订单的比率。 其中，纯RTS

信用保障订单为信用保障订单在支付时商品全为RTS品；核心10国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

2. 商家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如果逾期发货就需要赔付吗？

答：不是的，仅在因逾期发货造成逾期到货情况下，当买家发起逾期赔付申请，且买家使用了平台赔付的优惠

券后，才会被平台要求赔付（赔付标准为信用保障订单金额的10%，不超过100美金）。此外，针对买家直接下

单的到货保障订单，因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而造成逾期发货的，平台可豁免商家的赔付责任（商家可提供相关

证明资料）。具体赔付记录可见：【My Alibaba后台—资金管理—资金对账】

3.加入”保障升级服务”之后可以退出吗？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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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货保障覆盖率-FAQ
预计11月1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4.加入“保障升级服务”为何要为RTS商品配置可保障的物流线路？

答：平台为加入“保障升级服务”商家延伸保障范围：基于RTS商品，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平台保障线

路到对应169个国家）将服务升级为“到货保障服务”，为您的买家提供支付到签收端到端的物流时效确定性，

并承担由平台保障线路晚到货所造成的赔付。也就是说，为RTS商品配置可保障的物流线路才能享有到货保障

服务，服务中商家只需按时发货，若逾期到货，由平台进行体验赔付。因此，我们建议商家您根据RTS商品的

类别，配置可承运的保障物流线路。

5. 卖家起草的RTS订单，什么情况下，可以是“到货保障”订单？

答：卖家需加入保障升级服务，订单中所有商品均为RTS商品，结算方式汇款/信用卡/电子支付，运输方式为

快递/邮政，选择支持到货保障的物流服务商（选择时可见“承诺到货日期不晚于MM/DD”字样），出口方式

为自营出口或便捷发货。



了解更多

【轨迹可视率】&【到货保障

覆盖率】的学习，也可访问此

公开语雀文档

如对讲解内容有疑问，请在10.29

（周六）24:00前扫码反馈，工作

人员将于下周发文解答。



知产商品雷达产品上线
知产侵权商品预警整改任务定期推送



• 商品雷达主要适用于平台利用系统识别能力前置化为卖家发现店铺中线上存在的疑似

不合规商品，同时提供一定期限给商家去排查整改违规商品（或补充相应商品合规资

质证明），减少直接处置给卖家带来的经营影响，提升客户体验。

知产商品雷达产品上线
预计10月25日正式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MA后台→产品管理→商品雷达

产品路径/位置



商品雷达产品使用说明

待整改任务数量

查看知识产权规则说明

上传知识产权资质备案

获知具体知产侵权原因

编辑商品进行整改

申诉（限1次/任务）



客户整改->编辑商品，进入商品新发/变更链路，平台审核判断后返回审核结果，整改成功/删除/
下架商品均视为整改成功，雷达任务退出

客户整改->提交资质，资质审核通过视为整改成功，对应商品列表将退出雷达任务

商品雷达任务--整改动作



客户针对待整改的商品存在疑问，可点击申诉：

⚫ 如商品已整改但仍显示在整改列表，商品没有

问题或已经提交资质，此时客户可以点击申诉

反馈

⚫ 申诉任务处理时效：48小时，申诉通过，则退

出雷达任务

⚫ 申诉次数：单个任务限定1次申诉机会

⚫ 申诉失败不影响整改期限，可继续选择进行整

改/资质上传操作

⚫ 客户超期未整改/整改失败，且商品未在审核中，

均视为整改失败，执行下架扣分，在MA后台-

>违规记录详情可查看具体的违规明细

商品雷达任务--申诉动作



其他注意事项：

1、部分被平台抽检识别到的品牌（以小众品牌和非一线大牌为主）侵权商品会出现在整改任务中，以便客户

进行主动整改，从而可以通过该产品预警提示客户，避免客户后期被品牌方投诉导致扣分 。

2、收到了整改任务，客户需要在7个自然日内检查相关商品，并根据提示涉及的侵权品牌信息，编辑商品去除

商品详情页中的相关侵权词或侵权LOGO，如果客户有该品牌的品牌授权或进货链路证明，可以通过资质备案

流程完成相关品牌的品牌备案，品牌备案审核通过后，相关已备案品牌涉及的整改任务会消失，如果在7个自

然日的整改期限内未完成商品整改或品牌资质备案，则相关商品会被扣分并下架 。

3、如果客户对相关整改任务有异议，可以通过申诉按钮进行反馈（同一整改任务只有1次申诉机会），说明自

己的不侵权原因或其他抗辩理由并且等待平台审核人，若审核通过，整改任务会消失，若申诉审核不通过，则

客户只能继续选择整改或资质备案来完结整改任务 。

4、如果对知产雷达产品有其他问题，可以通过页面右侧小何在线或联系客户经理提交工单进行反馈。



如对讲解内容有疑问，请在10.29

（周六）24:00前扫码反馈，工作

人员将于下周发文解答。



折扣样品会场隆重上线！
仅针对L2+严肃买家，长期有效



1. 样品折扣会场介绍

2. 会场重点前台资源

3. 提报说明

目录

分
享
内
容



折扣样品会场介绍
预计10月31日上线，具体以实际为准

面对样品，商家/平台/买家有什么痛点？
针对严肃买家，提供折扣样品，提升时新效率



样品折扣活动 – 核心场景资源
上线时间：10月31日找工厂上线，不同布点的具体上线时间略有差异
报名/活动时间：长期有效

Online retailer样品中心

找工厂 get samples

首页new arrival

预搜索卡片



样品折扣活动提报说明
上线时间：10月31日
报名/活动时间：长期有效

针对买家 L2+以上层级的买家

商家门槛 每个商家最多可以报名200个商品参与，所有可以参与的商品尽量一次性提报完成

商品门槛 设置支持样品服务 ，行业&金额门槛&折扣要求如下图所示，不限制包邮

报名方式 My Alibaba-营销中心-官方活动报名-营销活动-折扣样品活动



样品折扣活动提报说明
上线时间：10月31日
报名/活动时间：长期有效

注意！！

1. 每个商家报品上限：200个，所有可以参与的商品尽量一次性提报完成
2. 如果出现不履约的情况，取消报名资格
3. 报名样品的库存数量≥10件 & 商品成长分>65 

4. 报名商品需与商家主营一级行业一致



答疑通道

消费行业答疑群 非消行业答疑群



答疑通道

如对讲解内容有疑问，请在10.29

（周六）24:00前扫码反馈，工作

人员将于下周发文解答。



评价升级详情解读
Reviews



类型 升级前 升级后 说明 商家机会

评价类型

交易评价

（买家确认收货后写评

价）

交易评价外，新增直接评价

直接评价：支持符合一定条件的用户直评。

最近180天产生了商机行为（包括但不限

于 MC询盘、TM咨询等行为）的高层级

买家

或已支付但尚未确认收货的买家均可直评

充分利用时间差带来的买家背书！

再也不用等买家确认收货后的评价了，在买家支付完

成后确认收货前，或高层级买家沟通后，都可以主动

邀请买家先写评价，买家留评后立即在商详侧展示评

价内容（暂时不展示评分），提升商详询盘转化

评价内容

交易评价：

买家围绕以下内容打分

Product quality

On-time Shipment  

Supplier Service

交易评价不变；

直接评价打分项（APP侧）：

①最近180天能产生了商机行为的高层级

买家----communication ability

②已支付但尚未确认收货的买家: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manufacturing/trading capabilities 

目前直接评价分数暂时还不参加计分。

manufacturing/trading capabilities 为

新增打分项，目前支持买家评价但暂时不

在前台展示

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优势，通过买家的评价凸显出来，

影响更多其他买家，提升询盘转化

评价时间
交易评价：

确认收货后30天内
交易评价：确认收货后90天内

买家强烈需求

部分商家需求

有更多时间可以邀评

交易评价邀评路径：商家My alibaba —交易管理—

评价管理—待买家评价—复制评价链接

直接评价&交易评价，买家入口：

买家My Alibaba(APP侧)-My reviews

前台展示

上

在商详评价楼层不展示

买家层级

如果留评买家会员层级为Platinum或Pro，

则在前台商详评价楼层展示展示

Platinum或Pro；（APP侧）

商家后台与当前网站规则保持一致 有专业买家背书！提高商详询盘转化

评价(reviews)升级核心概览 预计11月4日上线

以实际上线时间为准，后续会持续优化，以平台最新规则为准



买家侧留评路径及内容展示

以实际界面为准

买家 My Alibaba-My reviews My reviews list 买家确认收货后留评界面 买家支付后确认收货前
留评界面

最近180天产生了商机行为的
高层级买家留评界面

邀请买家留评时
可直接告知买家留评入口



商家为什么要重视运营Reviews

From“ How Online Reviews Influence Sales \ spiegel.medill.northwestern.edu”

“With nearly 95% of shoppers reading online reviews 
before making a purchase, reviews have transformed the way 
consumers make purchase decisions”

站外

✓评价星级、评价数量都会影响购买行为

✓展示评价，转化率可以提升270%

✓ 82%的购物者特别热衷于找负面评价。当他们与负面评论互

动时，转化率提高了67%

✓ 5星评价太好了不像是真的，相比起整体评分为4+星的商品，

全部获得5星的商品转化反而会降低

✓一个商品的前5条评价对转化的影响最大

美国西北大学Spiegel研究中心与PowerReviews合作，分析了数百

万用户的数据及经验，研究了用户接触和与网上评论互动是如何影

响他们的购买行为的长达一年，核心结论如下：

站内

来自2022.7月对国际站买家关于商家商品内容获取的定量调研显示：

✓买家访问商家店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信息前3位分别是新品/爆品/促销

商品、可定制商品、优质评价商品、其他(商家的商品分类、商家主推品、

更多视频和直播商品、商品组合、商品系列等）

✓买家访问商家店铺，最希望获得的5项商家信息分别是商家的基本信息、

其他买家的评价、商家质量控制、商家在国际站的历史表现、商家的服

务能力、定制能力、生产能力、售后能力、研发能力

来自2022.1月对国际站买家关于reviews的专项定量调研显示：

✓ 约84%的买家反馈评价对采购有重要参考作用

✓ Reviews是买家最信任的信息之一

✓ 0评有时会另买家直接放弃继续浏览，退出商详

“在商详没找到或者看到非常少量的review，
难以相信商品的质量，也怀疑商家的可靠性”

“XXX上有很多评价，虽然说评价也有水份，
但当看到一个商品有上千条好评的时候就会
觉得很安心。可是国际站的评价比较少”

买家原声：



站内运营reviews有什么好处—提转化

有交易无Reviews商品 有交易有Reviews商品

商品询盘转化

1~2分 2-3分 3-4分 4-5分 5分

不同Ratings商品询盘转化

1、同为有交易的商品，有Reviews沉淀的商品比没有Reviews的商品询盘转化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2、同为有Reviews的商品，询盘转化随着Ratings的提高而提高，评价分数为4-5之间 的商品询盘转化

为峰值也是分水岭。被评价为5分的商品，询盘转化率反而会下降比较明显。这点也与第一页来自美国

西北大学Spiegel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结论一致。



站内运营reviews有什么好处—专属权益

权益一
榜单：商品好评榜

已上线

✓ 榜单基于叶子类目维度生成，每个

榜单展示50个商品

✓ 影响商品榜单排名的核心因子：近

90天商品的评价数量、评价星级、

询盘数量

✓ 更新节奏：每日更新

详细规则见最后一页扫码白皮书获取

权益二
榜单：商家好评榜

权益三
RTS频道固定专属楼层

权益四
每月首焦营销活动

权益五
搜索推荐云主题

预计11月底前上线

（以实际上线时间及内容为准）

✓ 找工厂频道展示

✓ 基于买家偏好，每个榜单展示10

个商家

✓ 排序核心因子：近90天店铺的评

价数量、评价星级、询盘转化

✓ 更新节奏：每日更新

已上线well-reviewed products

✓ 圈品规则：近90天商品评价数

量≥1条且 Product Quality评

价星级≥4分的商品 或

直接评价≥1条且内容正向的商品

✓ 排序规则：千人千面

每月一场，每次一周 well-

reviewed products

11月 11月21日—11.27日

✓ 圈品规则：近90天商品评价数

量≥1条且 Product Quality评

价星级≥4分的商品 或 直接

评价≥1条且内容为正向的商品

11.15日上线well-reviewed 

products

✓ 圈品规则：近90天商品评价数量

≥1条且 Product Quality评价星

级≥4分的商品 或直接评价≥1条

且内容正向的商品

备注：被国际站判定为不当交易或存在其他异常的订单对应的买家留下的评价(Reviews)均不计入



站内运营reviews有什么好处—专属差异化展示

APP端搜索list商品上展示 reviews条数
—提点击转化
（规划中）

一、已上线
PC端搜索list展示reviews条数、分数、关键词

二、已上线：找工厂PC端频道-rating and reviews

找工厂PC频道商家list中，公司名下方最显著的位置展示店铺Rating and reviews



站内运营reviews有什么好处—专属差异化展示

四、L3L4高层级买家alibaba.com首页差异化透出

高层级L3买家、L4(金标买家)登录alibaba.com时，

新首页上，与这个买家相关的诸多商家（购买过、沟

通过、订阅过等）Feeds流里将展示商家近期收到的

好评内容，提升买家对商家的关注度及信任感。

（示意图见下以实际上线为准，10月中已上线）
商品有reviews
店铺也有reviews
的商详腰部

与商品和店铺都有reviews的商详首屏和腰部相比，商品和店铺都没有reviews的商详

内容饱满度较差，无任何参考信息给到潜在买家，不利于询盘转化

商品没有reviews
店铺有reviews
的商详腰部

商品没有reviews
店铺也没有reviews
的商详腰部

二、商品reviews 、商家 reviews在商详首屏及腰部融合展示—提升询盘转化
（示意图见下以实际上线为准，9月底已上线）



如何主动自运营reviews
2022年6月国际站进行了买家留评动机研究：买家在完成商业采购后为商家留评价或写推荐的动机是什么？

✓ 遇到超出预期的好产品或服务，希望能reward供应商，向其他买家推荐///遇到特别差的产品/服务，想要提醒其他买家避免踩坑

✓ 如果商家主动邀请其进行评价，买家会更愿意留评价，因为这样买家认为自己的评价会被重视故而愿意留评。

如何主动邀请买家留评价？在什么时间点邀评成功率较高？

✓ 数据发现，收货后5天内是邀请买家评价的黄金窗口期，1天内更佳；

✓ 公司层面建立整体运营机制，对能邀到买家写丰富多元内容评价的业务给予奖励，对买家给予店铺复购的优惠政策；

✓ 高层级买家沟通后/买家支付后确认收货前/ 买家收货后，业务主动询问买家对服务、商品质量等的感受，告知买家留评入口，主动找买家邀请评价

（路径：买家My Alibaba —My Reviews），为商详尽早展示评价内容争取时间差，早日利用专业多元的评价内容给其他买家带来的决策价值！

提升商详询盘转化！

①

②

③
④

商
家
侧
界
面

邀请买家留评时
可直接告知买家留评入口

备注：
商家评价管理中，
关于直接评价的
邀评以及管理，
预计12月上线

买
家
侧
界
面

平台会主动识别商家刷评，一经发现，会对店铺进行扣分和降流调控！



商家钉群及白皮书

微信/钉钉扫码获取评价白皮书，欢迎订阅大评价体系商家钉钉群1

重要项目上线预告：

评价因子加入商品力模型

(满足以下条件的商品可以晋升成为甄选品：商品近90天 L3/L4买家评价条数≥1条且 每条均≥4分，且商品整体评价分数≥4分 ------11月底前上线

大评价体系商家钉钉群2

无需重复加群，先加群1，满后加群2



国际站人才招聘小程序上线



国际站人才招聘小程序（全新发布）

入口：登录阿里卖家，点击顶部导航“更多>成长>人才招聘” or  登录阿里卖家“首页>人才招聘”卡片

立即扫码获取
操作指引



如对讲解内容有疑问，请在10.29

（周六）24:00前扫码反馈，工作

人员将于下周发文解答。



外贸服务市场效率工具速递
全网发布会直播间专属福利（仅限今日）



外贸服务市场是什么?有哪些提效工具&服务?

登陆 fuwu.alibaba.com



外贸数字化运营，提效工具/服务必不可少

商机提升认证入驻 交易提升建站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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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活动面向中国大陆国际站商家，每个工具限1个主账号领取1张优惠券，优惠券仅当天有效，请及时下单使用！

直播间专属权益：1元/月（加群->领券->1元下单）

10月27日全网发布会权益工具领取钉钉群【全网发布会直播当天有效，限量50张】

店小宝 新外贸机器人

支持供应商自建海外仓发货

支持三方外地仓库发货

支持修建添加仓库

快速发品，抢占现货商机！

批量发品：支持海外仓批量发品、搬品

批量管理：轻松批量查找、替换产品文字、图片

大数据选品：找出行业热卖款，热卖品

行业分析：查询同行数据，知己知彼



商家场答疑通道&后续通知

如对讲解内容有疑问，请在10.29

（周六）24:00前扫码反馈，工作

人员将于下周发文解答。

扫码申请进群
（交流+通知）

外贸云课堂
（课程+课件）

下载阿里卖家
App端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