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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点： 

 跨境电商的概念 

 发展跨境电商的意义 

 跨境电商的参与主体 

 跨境电商的模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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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跨境电商概述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断革

新的背景下，以互联网和外贸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跨境电商正在成为主流的贸易模

式。本章就跨境电商的概念、意义、模式分类、参与主体等基础内容进行概述性

介绍。 

1.1 跨境电商概念 

1.1.1 跨境电商的概念界定 

跨境电商的全称是“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也可以称之为“跨境贸易电商”、

“跨境电子商务”。在现实中，人们在认知、理解、探析跨境电商时常常把它与

外贸、海淘、海购等概念混淆。这主要是因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跨境电商概念

的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柯丽敏和洪方仁在其编著的教程中对该概念进行了

如下表述，从广义的角度看，跨境电商是指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商手段达

成交易的跨境进出口贸易活动；从狭义的角度看，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

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手段将传统进出口贸易中的展示、洽谈和成交环节

电子化，并通过跨境物流或异地仓储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 

虽然上述跨境电商的概念把握住了跨境电商是“互联网+外贸”融合的主要

特征，然而却忽略了数字贸易已经到来的时代背景，以及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外

贸领域中能发挥生成、存储、共享与应用贸易大数据的功能。在“互联网+”背

景下，传统外贸的“信息流、货物流和资金流”正是以互联网领域的电商平台为

载体实现跨境买卖双方的互动和最终交易的达成与履约，形成互联网式的信息

流、智能式可跟踪管理的货物流、便于结算和观测的资金流，并最终构成了“互

联网+外贸”模式的核心特征——可以跟踪、共享和应用的大数据，包括信息流

数据，货物流数据和资金支付流数据。 

基于跨境电商发展的时代背景、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跨境电商的概

念界定显然不应该忽略大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教程更为全面地定义为：跨境电商

是指来自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买卖参与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开始交易、完成跨

境支付结算，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最终完成钱货两清，并形成了可跟踪、收

集、储存、共享和应用的大数据的一种国际贸易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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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跨境电商与国内电商的区别 

（1）交易主体的差异 

国内电商的交易主体一般在境内，是国内的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或个人

对个人之间的交易。而跨境电商的交易主体则是一方在境内，另一方在境外，可

以是境内的企业对境外的企业、境内的企业对境外的个人或者是境内的个人对境

外的个人。跨境电商的交易主体遍及全球，因此在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时会面临着

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消费群体在文化心理、生活习俗、消费行为的差异。 

（2）业务环节的差异 

国内电商是商品在国内流通，而跨境电商实际上是国际贸易。因此，相比于

国内电商，跨境电商的业务环节更加复杂，需要经历海关通关、检验检疫、外汇

结算、出口退税、进口征税等环节。物流速度对于消费者的体验至关重要。在货

物从跨境电商卖家发出之后，由于路途遥远且需要出关、进关等程序，货物容易

损坏，境外买家往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才能查收货物，这也影响了卖家的收款速

度。跨境电商的退货问题，更是跨境电商卖家的痛点。相比之下，国内电商买卖

双方都在国内，以快递的方式将货物送达到消费者，速度更快且货物损坏概率更

低。跨境电商业务环节也因进出境货物的流向呈现出不同流程。 

跨境进口电商是指国内买家在（国内或国外的）电子商务平台上挑选、购买

国外商品，由跨境物流直接完成配送，买家（进口主体）多为终端消费者。跨境

进口电商按照流程差异，又可分为直购进口模式和保税进口模式，具体流程如图 

1-1和图 1-2所示。 

 

图 1-1 跨境电商直购进口业务流程 

 

 

图 1-2 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业务流程 

 

跨境出口电商是指卖家基于电子商务平台完成信息发布、订单确认、支付、

结汇等（部分或全部）步骤，借助跨境物流将我国生产的商品出口至国外，卖家

海外批量采购/仓储 出口清关 进口运输 保税报关 

客户下单 订单分拣/包装仓

储 

入境清关 

保税仓储 

境内配送 客户收货 

客户下单 供应商海外采购 订单分拣/包装贴标 海外清关 

进口运输 进口清关 境内配送 客户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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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主体）一般为生产厂商或自营式电商平台本身。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一般流

程，如图 1-3所示： 

 

 

图 1-3 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一般流程 

 

（3）适用规则的差异 

跨境电商比一般国内电商需要适应的规则更多、更细、更为复杂。国内电商

只需要遵循一般的电子商务规则，但是跨境电商要以国际通用的系列贸易协定为

基础或者双边贸易协定为基础。跨境电商需要很强的政策、规则敏感性，要及时

了解国际贸易体系、规则、进出口管制、关税细则、政策的变化，尤其需要了解

买家所在国家的不同的商业政策、法律法规等。例如，在跨境电商交易过程中，

一些中国的跨境电商卖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对欧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不熟悉以及不愿意投入法律成本等，常常被欧美企业起诉，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多，

一、提前备案 

二、联网申报 

三、通关审核 

四、便捷通关 

五、快速验放 

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商品出口前，电商平台、电商企业、支付企业、

物流企业需要在海关企业管理系统进行备案； 

电商平台需将预售商品在跨境通关平台进行备案。 

交易流程 交易环节说明 

消费者在网上订购后，电商平台、支付企业、物流企业分别将电子

订单、支付凭证、物流运单的电子数据发送到跨境通关平台； 

电商企业将零售商品运抵海关监管区后，电商企业或代理报关企业

向跨境通关平台申报出境清单。 

 

跨境通关平台将出境清单与电子订单、支付凭证、物流运单及商品

备案信息进行比对。出境清单比对成功的，自动审结，比对不成功

转人工审核。 

审核通过后，跨境通关平台将数据下发至快件现场分拣设备进行实

货核放。 

工作人员通过快件现场分拣设备，对出口商品进行快速验放。对其

中无需开箱查验的商品，“同屏比对”无误后，直接放行；对需要

开箱查验的商品，转人工查验。 

六、汇总申报 

在汇总申报周期内，电商企业对已离境放行未汇总的出境清单进行

汇总，跨境通关平台按照业务规则归并生成形式出口报关单，通过

电子口岸向海关进行申报，海关自动审核结关。企业凭报关单证明

联向相关部门办理结汇、退税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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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司法程序繁琐和赔偿问题麻烦，从而带来了较大的交易风险。 

1.1.3 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的区别 

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模式相比，受到地理范围的限制较少，受各国贸易保护

措施影响较小，交易环节及中间商较少等优势，但是，同时存在着明显的通关、

结汇和退税障碍，贸易争端处理不完善等劣势。具体而言，跨境电商呈现出传统

贸易所不具备的 4 大特征： 

（1）跨境电商交易的多边化 

多边化是指跨境电商贸易过程相关的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已经由传统的

双边逐步向多边的方向演进，呈现出网状结构。一方面，跨境电商交易范围具有

全球性特征，跨境贸易电商化解了传统国际贸易所具有的地理因素限制，实现了

无国界贸易，使得各国企业可以直接面对全球各国的消费者。另一方面，跨境电

商买卖双方可以通过 A 国的交易平台、B 国的支付结算平台、C 国的物流平台达

成商品的交易。而传统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两国之间发生的双边贸易，即使有多

边贸易也是通过多个双边贸易实现的，呈现出线状结构。 

（2）跨境电商交易的去中间化 

传统国际贸易的进出口环节涉及到众多的中间商，而跨境电商则要求尽量减

少或缩短各个环节以尽量降低中间成本。跨境电商打破了传统外贸模式下的国外

渠道，如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甚至零售商的垄断，使得生产企业可以直接面

对个体批发商、零售商，甚至是直接的消费者，有效减少了贸易中间环节和商品

流转成本，节省的中间环节成本为企业获利能力提升及消费者获得实惠提供了可

能。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的流程差异如图 1-4所示。 

 

 
图 1-4 传统贸易与跨境电商的流程差异 

 

中间环节减少/流转成本降低 

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跨境电商：生产商                           零售商      消费者 

消费者 

跨境电 

商平台 

传统贸易：生产商     出口商         进口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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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境电商交易的高频率化 

相比较于传统贸易而言，跨境电商的交易频率相对更高。一方面，由于跨境

电商相比于传统外贸而言，产品类目多、更新速度快，且跨境电商实现了单个企

业之间或单个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易，因此，跨境电商的单笔订单大部分是小批

量的，甚至是单件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跨境电商交易的频率。另一方面，

随着互联网等技术在贸易领域的不断应用，贸易信息的透明度逐步提升，借助各

种跨境电商交易平台，买方可以轻松、便捷地在全球范围内找到物美价廉、信誉

良好、货源稳定的供应商，而卖方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买家，并简

化传统贸易的运作环节，提升了跨境交易的效率，进而也提高了跨境交易的频次。 

（4）跨境电商交易的数据化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实现的买卖，相关信息、流程等都可以较好地以无纸化的

方式呈现出来。相比于传统外贸，跨境电商在整个交易环节中能够形成可跟踪、

共享和应用的数据。在跨境电商模式下，买卖双方以跨境电商平台为载体，进行

交流与互动，达成交易与履约，形成互联网式的信息流、智能式可跟踪管理的货

物流、便于结算和观测的资金流，由此形成了可以跟踪、共享和应用的信息流数

据，货物流数据和资金支付流数据。这为大数据技术在外贸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数

据的基础。 

1.2 发展跨境电商的意义 

在经济新常态下，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分别体现在宏观意义和微观意义两个方面。 

1.2.1 发展跨境电商的宏观意义 

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外贸转型与升级、多重国家战略的实施以

及探索贸易新规则等都具有促进作用。 

（1）发展跨境电商可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各类支持跨境电商发展政策的不断落实，在移动互联网、智能物流等相

关技术快速提升背景下，跨境电商产业将带动我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直接推

动了物流配送、电子支付、电子认证、信息内容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相关电子信

息制造业的发展，由此催生出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 

（2）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外贸的转型与升级 

发展跨境电商对于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拓展外贸营销网络，转变外贸发展方

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规模不再是外贸的决定性

因素，多批次、小批量外贸订单需求正逐渐代替传统外贸大额交易，为促进外贸

稳定和便利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助力于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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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在“互联网+”和贸易领域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通

过为跨境电商这一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和发展环境，打造跨境电

商产业链和生态链，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新的活动空间，积聚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 

（4）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

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跨境电商通过互联网连接生产商与消

费者，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这就相当于搭建了一条网上丝绸之路，由此

直接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5）发展跨境电商助力我国探索贸易新规则 

跨境电商作为全球贸易的新模式，为我国主动应对全球贸易格局演变提供了

新途径。通过跨境电商探索“互联网+”时代下的商务交易、支付、通关、物流

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等，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

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抢占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制高点和话语

权，有利于我国重塑国际贸易新规则。 

1.2.2 发展跨境电商的微观意义 

发展跨境电商同时对于企业与个人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 

（1）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首先跨境电商有利于发挥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助力我国制造企业以“互联

网+跨境贸易”模式，拓展广阔的境外市场，获取更丰厚利润。其次，跨境电商

为企业打造国际品牌提供了新机会。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性

能尽管很好，但不为境外消费者所知。而跨境电商能够有效打破渠道垄断，减少

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缩短交易时间，为我国企业创建国际品牌、提升品牌

的知名度提供了有效途径。 

（2）发展跨境电商有利于提升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跨境电商是消费经济时代的产物，回应了国内消费人群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

求，必将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2016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 8000 美

元，达到中等偏上发达国家水平，国内消费者对更高质量、更安全、更多样化商

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趋明显。跨境电商使跨境交易

流程更为扁平化，海外产品生产商得以直接面对国内消费者，能够为其提供更多

符合消费者偏好的商品。跨境电商进口不仅能为国内消费者引入大量品类多、品

质好的海外商品提供便利，而且通过减少多个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内

消费者购买海外商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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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跨境电商的参与主体 

由于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生态圈为跨境电商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是推动跨境电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此，各地方政府、跨境电商

平台都在试图打造一个集跨境电商卖家、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服务商、跨境

电商产业园、政府机构等之间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共赢的跨境电商生态圈。我国跨

境电商市场上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跨境电商卖家、跨境电商交易平台、跨境电商

服务商、跨境电商监管平台、跨境电商园区等。 

1.3.1 跨境电商卖家 

从出口角度看，目前跨境电商卖家主要来自三类。第一类是传统外贸企业转

型跨境从事跨境 B2C（或 B2B2C）业务的企业。这类企业因传统外贸业务的逐渐

萎缩不得不开拓新的销售渠道。由于该类企业大多充当过国外品牌的代工厂，产

品质量和标准基本符合国外市场需求，转型跨境电商相对容易，但由于传统外贸

以贴牌生产、大批量出口为主，企业转型时将面临人才结构调整、产品生产模式

转变、知识产权约束等问题。第二类是转型做跨境电商的国内电商卖家。由于目

前国内电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电商卖家利润微薄，而快速发展的跨境电商行业

一度成为国内电商卖家可以转型的新方向。但是，由于消费者消费习惯、品牌认

知、产品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国内电商企业转型跨境电商之路困难重重。第三类

是产品生产企业开展了跨境电商业务。由于跨境电商能够有效打破渠道垄断，减

少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缩短交易时间，因此，这类产品生产企业期望通过

“互联网+跨境贸易”模式拓展广阔的境外市场，获取更丰厚利润，打造国际品

牌。 

1.3.2 跨境电商交易平台 

跨境电商交易平台主要为跨境电商卖家和国外消费者提供信息发布或完成

交易服务。跨境电商平台是跨境电商行业的核心企业。根据平台的服务模式和盈

利方式，跨境电商平台一般可以分为信息服务平台和交易服务平台。而根据经营

主体类型划分，跨境电商平台又可以分为开放型跨境电商平台、自营跨境电商平

台，以及“自营+开放”混合型跨境电商平台。开放型跨境电商平台主要是为跨

境电商卖家、消费者提供网络基础设施、支付平台、安全平台、管理平台等共享

资源，帮助跨境电商卖家有效地、低成本地开展跨境贸易活动。自营跨境电商平

台则是指平台企业对其经营产品进行统一生产（或采购）、产品展示、在线交易，

并通过物流配送将产品投放到国外最终消费群体的平台。“自营+开放”混合型跨

境电商平台包括了自营型平台和开放型平台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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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跨境电商服务商 

跨境电商服务商是跨境电商产业的重要参与者，其所提供的服务支撑着跨境

电商的营销、支付、物流、报关、商检等各个环节，在整个跨境电商生态链中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目前跨境电商的发展阶段看，其服务环节主要包含营销推广、报关商检、

支付、退税、物流、人才培训等。其中，营销推广服务商包括 Google、Facebook、

Twitter、Pinterets 以及一些提供各平台营销整合服务商的代理商等；报关商检和

退税服务一般由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完成，目前主要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

有一达通、跨境一步达、融易通、速通宝、海外通等；由于物流服务在整个跨境

电商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可选择的跨境物流供应商相对丰富，包括 UPS、DHL、

Fedex、TNT、EMS 以及以出口易为代表的物流服务整合供应商；主要的跨境支付

服务商包括 Paypal、西联汇款、Monerbooker，以及上海的汇付天下、通联、银

联电子支付、支付宝等。 

 

专栏 2 跨境支付服务发展历史回顾 

2007年，银联成为国内首家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的第三方支付公司。2012年，

世界贸易组织认定银联存在垄断行为。国家为了更好地发展第三方支付市场，终

于确定允许其他第三方支付公司进入跨境支付服务领域。2013 年 9 月，国家外

管局发放了首批 17 张跨境支付牌照。2014年，第二批共 5家第三方支付平台获

得跨境支付牌照。进入 2015 年，跨境支付走向了法制化和规范化道路。国家外

汇管理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

的通知》和《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允许部分拥有《支付

业务许可证》且支付业务为互联网支付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开展跨境业务试点。截

止 2015 年底，获得该资格的支付平台数量为 27 家。随后的 2016 年，跨境业务

试点企业数量维持不变。直至 2017 年春季，外管局才批准 3 家参与跨境试点。

自此，拥有跨境支付资格的支付平台数量达到 30 家。分别是上海的汇付天下、

通联、银联电子支付、东方电子支付、快钱、盛付通、环迅支付、富友支付、支

付宝、宝付；北京的易宝支付、钱袋宝、银盈通、爱农驿站、首信易支付、北京

银联商务、网银在线、拉卡拉、资和信、联动优势；深圳的财付通、钱宝科技、

智付电子支付；浙江的贝付科技、连连支付、网易宝；重庆的易极付，江苏的易

付宝、海南的海南新生、四川的摩宝支付。北京和上海以压倒性的优势领跑全国，

其中北京的跨境支付平台数量为 10家，上海为 9家。 

 

两种模式 

就目前而言，从事跨境支付业务的支付平台主要采用两种业务模式： 

1.卡组织合作：跨境支付平台与国际信用卡组织合作，货币转换、清算资金

由卡组织完成。2.银行合作：跨境支付平台与境内、境外各个银行达成合作，银

行协助买家购买外汇，并完成支付。 

 

三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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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支付包括境外线下消费、跨境转账汇款、跨境网络消费三种途径。而第

三方支付中的跨境支付平台也是跨境转账汇款 3种主要途径之一，另外 2种途径

分别为商业银行和专业汇款公司。 

 

资料来源：移动支付网 2017-05-25，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705/25104204.html。 

 

专栏 3 跨境电商五大物流服务模式及其特征 

1. 邮政包裹模式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跨境出口电商 70%的包裹都是通过邮政系统投递。其中

中国邮政占据 50%左右。因此，目前跨境电商物流还是以邮政的发货渠道为主。

邮政网络基本覆盖全球，比其他物流渠道都要广。这也主要得益于万国邮政联盟

和卡哈拉邮政组织（KPG）。不过邮政的渠道虽然比较多，但也很杂。在选择邮政

包裹发货的同时，必须注意出货口岸、时效、稳定性等。像从中国通过 E邮宝发

往美国的包裹，一般需要 15天才可以到达。 

2. 国际快递模式 

国际快递模式，指的是四大商业快递巨头——DHL、TNT、UPS和联邦。这些

国际快递商通过自建的全球网络，利用强大的 IT 系统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本地化

服务，为网购中国产品的海外用户带来极好的物流体验。例如通过 UPS 寄送到美

国的包裹，最快可在 48小时内到达。然而，优质的服务往往伴随着昂贵的价格。

一般中国商户只有在客户时效性要求很强的情况下，才使用国际商业快递来派送

商品。 

3. 国内快递模式 

国内快递主要指 EMS、顺丰和“四通一达”。在跨境物流方面，“四通一达”

中申通和圆通布局较早，但也是近期才发力拓展。比如美国申通在 2014 年 3 月

才上线，圆通也是 2014 年 4月才与 CJ大韩通运合作。而中通、汇通、韵达则是

刚刚开始启动跨境物流业务。顺丰的国际化业务则要成熟些，目前已经开通到美

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快递服务，

发往亚洲国家的快件一般 2—3 天可以送达。在国内快递中，EMS 的国际化业务

是最完善的。依托邮政渠道，EMS 可以直达全球 60 多个国家，费用相对四大快

递巨头要低。此外，中国境内的出关能力很强，到达亚洲国家是 2－3 天，到欧

美则要 5－7天左右。 

4. 专线物流模式 

跨境专线物流一般是通过航空包舱方式运输到国外，再通过合作公司进行目

的国的派送。专线物流的优势在于其能够集中大批量到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货

物，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因此，其价格一般比商业快递低。在时效上，专线

物流稍慢于商业快递，但比邮政包裹快很多。市面上最普遍的专线物流产品是美

国专线、欧美专线、澳洲专线、俄罗斯专线等。也有不少物流公司推出了中东专

线、南美专线、南非专线等。 

5. 海外仓储模式 

海外仓储服务指为卖家在销售目的地进行货物仓储、分拣、包装和派送的一

站式控制与管理服务。确切来说，海外仓储应该包括头程运输、仓储管理和本地

配送三个部分。头程运输：中国商家通过海运、空运、陆运或者联运将商品运送

至海外仓库。仓储管理：中国商家通过物流信息系统，远程操作海外仓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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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管理库存。本地配送：海外仓储中心根据订单信息，通过当地邮政或快递将

商品配送给客户。选择这类模式的好处在于，仓储置于海外不仅有利于海外市场

价格的调配，同时还能降低物流成本。拥有自己的海外仓库，能从买家所在国发

货，从而缩短订单周期，完善客户体验，提升重复购买率。结合国外仓库当地的

物流特点，可以确保货物安全、准确、及时地到达终端买家手中。然而，这种海

外仓储的模式虽然解决了小包时代成本高昂、配送周期漫长的问题，但是，值得

各位跨境电商卖家考虑的是，不是任何产品都适合使用海外仓。最好是库存周转

快的热销单品适合此类模式，否则，极容易压货。同时，这种方式对卖家在供应

链管理、库存管控、动销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跨境物流的选择上，跨境电商卖家首先应该根据所售产品的特点（尺寸、

安全性、通关便利性等）来选择合适的物流模式，比如大件产品（如家具）就不

适合走邮政包裹渠道，而更适合海外仓模式。（资料来源：中国大物流网） 

1.3.4 跨境电商监管平台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监管平台主要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建设，规范并促进跨境电

商产业发展的服务平台。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监管平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跨境

电商通关服务平台，另一种是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的建设主要是应对当前外贸订单碎片化趋势明显、小

包裹小订单急剧增多、缺少政策监管的现状，为跨境电商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的

系统平台。全国首个统一版海关总署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于 2014 年 7 月 1 日

在广东东莞正式上线运营，该平台所上传的数据可直接对接海关总署内部系统，

节省报关时间，提升通关效率。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是专门对接国检局、国税

局、外管局、外经贸局、商委、经信委等政府部门监管统计系统的公共信息平台，

其主要职能是沟通政府各职能部门，对接海关通关服务平台，是政府职能部门面

向跨境电商各类企业的服务窗口。 

在监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杭州经过一年的

探索，2016 年 3 月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六体系两平台”顶层设计框架，并作为

先行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建立了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型监管服务

体系。其中，“六体系”包括信息共享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智能物流体系、

电商信用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统计检测体系；“两平台”分别是指线上“单一

窗口”平台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 

1.3.5 跨境电商园区 

随着跨境电商试点的展开，各试点城市纷纷建立起集聚跨境电商企业的产业

集聚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优势在于能够集聚跨境电

商关键节点服务商和相关服务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园区内海关、国检、国

税、外管、电商企业、物流企业等之间的流程优化，降低跨境电商企业货品通关

成本，提升跨境电商产业运营效率。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立足区位条件、产业发展基础、资源要素禀赋，编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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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综试区发展规划，形成“一核一圈一带、全域覆盖”的总体布局，并加快布局

线下产业园区。2013 年 7 月，全国首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中国（杭州）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正式开园，这标志着杭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止当前，杭州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由最初的下城园区，

新增了下沙、空港园区、临安、江干、萧山、余杭、邮政速递、富阳、建德、拱

墅、西湖、桐庐等 13 个园区，覆盖全市绝大多数区、县（市）；已由最初的以跨

境电商 B2C（企业对消费者）零售进口和小包出口为主，到跨境 B2B（企业对企

业）、跨境电商 B2C 及跨境电商 O2O 全业态发展。浙江省内的另外一个跨境电商

综试区，宁波于 2016 年 5 月首批成立了海曙园区、江北园区、鄞州园区、杭州

湾园区、保税区园区、梅山园区、空港园区等 7 个园区，为首批中国（宁波）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线下园区投入运营。 

1.4 跨境电商的模式分类 

跨境电商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按照进出口方向划

分，跨境电商可分为跨境出口电商和跨境进口电商。二是按照交互类型划分，跨

境电商可分为跨境 B2B 电商、跨境 B2C 电商和跨境 C2C 电商，其中，B2C 和 C2C

都是面向最终消费者的，因此跨境 B2C 电商和跨境 C2C 电商又可以统称为跨境

零售电商。三是按照经营主体类型划分，可以分为平台开放型跨境电商，自营型

跨境电商和混合型跨境电商（平台开放+平台自营）。 

1.4.1 跨境 B2B 电商与跨境 B2C 电商 

（1）跨境 B2B 电商 

B2B 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式，是英文 Business-to-Business 的缩写，即商业对

商业，或者说是企业间的电子商务。跨境 B2B 电商指的是分属不同关境的企业对

企业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包括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相应的，它包括跨境

出口 B2B 电商和跨境进口 B2B 电商。 

（2）跨境 B2C 电商 

B2C 是英文 Business-to- Customer 的缩写。跨境 B2C 电商是分属不同关境的

企业针对消费者个人开展的电子商务活动的总称，如企业为个人提供在线商品购

买等。相应的，它包括跨境出口 B2C 电商和跨境进口 B2C 电商。 

（3）跨境 C2C 电商 

C2C 是英文 Customer to Customer 的缩写。跨境 C2C 电商是分属不同关境的

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的总称。相应的，它包

括跨境出口 C2C 电商和跨境进口 C2C 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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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跨境出口电商的主要模式 

跨境电商的模式决定了跨境电商的业务流程，也决定了跨境电商企业的服务

能力与盈利前景。其中，跨境电商平台在跨境电商的模式演进中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跨境出口电商行业主要分为跨境 B2B 模式和跨境 B2C 模式。 

（1）跨境出口 B2B 电商模式 

跨境出口 B2B 电商模式，根据服务的类型可以分为信息服务平台型跨境 B2B

电商模式和交易服务平台型跨境 B2B 电商模式。 

◆信息服务平台型跨境电商 

该模式是通过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进行信息发布或信息搜索完成交易撮合

的服务，其主要盈利模式包括会员服务和增值服务。会员服务即卖方每年缴纳一

定的会员费用后享受平台提供的各种服务，会员费是平台的主要收入来源。 

增值服务即买卖双方免费成为平台会员后，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增值服务，

主要包括竞价排名、点击付费及展位推广服务，竞价排名是信息服务平台进行增

值服务最为成熟的盈利模式。 

该模式的代表企业：阿里巴巴国际站、生意宝国际站、环球资源、焦点科技 

◆交易服务平台型跨境电商 

该模式是能够实现买卖供需双方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的一种商

业模式，其主要盈利模式包括收取佣金费以及展示费用。佣金制是在成交以后按

比例收取一定的佣金，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量度，通过真实交易数据可以帮助买家

准确的了解卖家状况。展示费是上传产品时收取的费用，在不区分展位大小的同

时，只要展示产品信息便收取费用，直接线上支付展示费用。 

该模式的代表企业：敦煌网、大龙网、易唐网 

（2）跨境出口 B2C 电商模式 

跨境出口 B2C 电商模式，根据经营主体类型可以分为平台开放型跨境 B2C

电商模式、平台自营型跨境 B2C 电商模式和混合型跨境电商。 

◆平台开放型跨境电商 

在该模式下，平台开放的内容涉及出口电商的各个环节，除了开放买家和卖

家数据外，还包括开放商品、店铺、交易、物流、评价、仓储、营销推广等各环

节和流程的业务，实现应用和平台系统化对接，并围绕平台建立自身开发者生态

系统。平台更多的作为管理运营平台商存在，通过整合平台服务资源同时共享数

据，为买卖双方服务。 

该模式的代表企业：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eBay、Wish 

◆平台自营型跨境电商 

在该模式下，平台对其经营的产品进行统一生产或采购、产品展示、在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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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并通过物流配送将产品投放到最终消费者群体的行为。 

自营平台通过量身定做符合自我品牌诉求和消费者需要的采购标准，来引

入、管理和销售各类品牌的商品，以境外优质品牌为支撑点突显出自身品牌的可

靠性。自营平台在商品的引入、分类、展示、交易、物流配送、售后保障等整个

交易流程各个重点环节管理均发力布局，通过互联网 IT 系统管理、建设大型仓

储物流体系实现对全交易流程的实时管理。 

该模式的代表企业：环球易购、米兰网、DX、兰亭集势 

◆混合型跨境电商（平台开放+平台自营） 

该模式下，平台除了自营业务外，也对第三方卖家开放，即它不仅采用自营

模式对其经营的产品进行统一生产或采购、产品展示、在线交易，并通过物流配

送将产品投放到最终消费者群体的行为，而且欢迎卖家入驻到该平台，并由平台

通过整合资源，为卖家提供服务。该模式融合了开放型平台和自营型平台两种模

式，平台即作为自营商，也作为平台管理运营商而存在。 

该模式的代表企业：Amazon 

 

表 1-1 中国跨境出口电商行业主要模式 

商业模式 平台分类 模式关键词 典型企业 

B2B 模式 

信息服务平台 交易撮合服务、会员服

务、增值服务、竞价排名、

点击付费、展位推广 

阿里巴巴国际站、生

意宝国际站、环球资

源、焦点科技 

交易服务平台 佣金制、展示费用、按效

果付费、交易数据、线上

支付、佣金比例 

敦煌网、大龙网、易

唐网 

B2C 模式 

开放平台 开放平台、生态系统、数

据共享、平台对接、仓储

物流、营销推广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

通、eBay、Wish 

自营平台 统一采购、在线交易、品

牌化、物流配送、全流程、

售后保障 

环球易购、米兰网、

DX、兰亭集势 

混合型平台 开放平台的特征+自营平

台的特征 

Amazon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整理 

 

1.4.3 跨境进口电商的主要模式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如火如荼，网易考拉、天猫国际、苏宁全球购、京东全球

购、洋码头等一大批跨境进口电商企业快速崛起。跨境进口电商按照不同的标准，

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模式，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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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货物是否保税进行划分的模式 

按照货物是否进入保税区，跨境进口电商可分为“直购进口”模式和“保税

进口”模式。 

◆“直购进口”模式 

在该模式下，符合条件的跨境进口电商平台与海关联网，境内消费者在跨境

网购后，电子订单、支付凭证、电子运单等就适时传输给海关部门，商品通过海

关跨境电商专门监管场所入境，消费者按照个人邮递物品征税。与传统的“海淘”

模式相比，“直购进口”模式更加符合国家海关的监管政策，清关操作更为阳光，

消费信息也更加透明，商品来源可以追溯和相关服务比较有保障。 

◆“保税进口”模式 

在该模式下，相关经营主体将国外商品整批地运至国内海关监管场所——保

税区。境内消费者在平台上下单后，商品从保税区直接发出，在海关、商检等部

门的监管下实现快速通关，一般几天内就能配送至消费者手中。“保税进口”模

式借助了保税区特色监管的政策优势，采取“整批入区、B2C 邮快件缴纳行邮税

出区”的方式，大大降低了电子商务企业进口获批的价格。同时，从国内发货的

形式也大大缩短了消费者从下单到收货的时间，极大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如网易考拉平台的保税仓配送流程是国外供货商通过海运或空运的形式将货物

运输到中国港口或机场，其次国检商检部门进行国检商检，在转关之后将货物囤

放到保税区，当用户在跨境进口电商平台上下单之后，货物进行清关程序，并由

国内物流企业提供配送服务将货物送到至消费者手中。 

 

表 1-2 直购进口模式和保税进口模式的对比 

对比项目 直购进口 保税进口 

模式类型 进口 B2C 模式 进口 B2B2C 保税区备货模式 

海关监管特色 电子订单、支付凭证、电子运单

实时传输，实现阳光化清关 

货物存放在海关监管场所，可以实现

快速通关 

商品种类 产品丰富多样，消费者可以直接

购买全球的线上商品，可以与海

外商家直接沟通 

商品可供选择范围有限 

商品价格构成 商品标价+物流费用+行邮税 商品标价+行邮税 

发货地点 境外 保税港、保税区 

物流速度 收货时间稍长，7-10 天 收货时间较短，5 天以内 

适用企业 代购、品类宽泛的电商平台、境

外电商企业 

品类相对专注、备货量大的电商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亿邦动力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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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经营主体类型划分的模式 

跨境进口电商按照经营主体类型划分，可以分为平台开放型跨境进口电商、

平台自营型跨境进口电商和混合型跨境进口电商（平台开放+平台自营）。 

◆平台开放型跨境进口电商模式 

在该模式下，平台面向海外品牌方、优质经销商、大型连锁超市等海外公司

实体进行招商，由海外公司实体入驻到该平台，并由后者提供各类服务。如海外

公司实体可以将货物批量运至与平台合作的保税仓，并在消费者下单后由平台及

其供应链服务企业提供服务，也可以通过直邮的形式将货物邮递快递寄给消费

者。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天猫国际 

◆平台自营型跨境进口电商模式 

在该模式下，平台采取自营直采方式，通过与海外品牌方、优质经销商、大

型连锁超市等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所有商品均经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赴海外

进行严选，并对所有供应商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在源头上把控商品品质，相比较

平台式第三方商家的进驻，B2C 自营直采模式无疑增强了境内消费者对产品的信

任度。平台自营型跨境进口电商模式又分为综合型自营和垂直型自营两类。相比

较于综合性自营跨境进口电商平台经营全品类商品的范畴而言，垂直型自营跨境

电商平台在选择自营品类时会集中于某个特定的范畴，如食品、化妆品、服饰等。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网易考拉海购、顺丰海淘、1 号海购，中粮我买网（食

品类）、蜜芽宝贝（母婴类）、寺库网（奢侈品类）、莎莎网（化妆品类）、草莓网

（化妆品类） 

◆“平台开放+平台自营”混合型跨境进口电商模式 

在该模式下，平台与海外品牌方、优质经销商、大型连锁超市等海外商家的

合作更为自由，包括平台开放模式和平台自营模式。平台开放模式是平台向海外

商家开放，通过招商形式将海外公司引导入驻到平台，并有平台及其合作的供应

链服务企业为海外公司提供各类服务。自营模式是平台通过成立相关的采购部门

直接从海外采购商品，然后在平台上进行销售，由保税区内专业服务商提供支持，

可以获取产品买卖差价的利润。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苏宁全球购和京东全球购 

（3）按照交易主体交互类型划分的模式 

跨境进口电商按照交易主体交互类型划分，可以分为跨境进口电商 B2B 模

式、跨境进口电商 B2C 模式、跨境进口电商 M2C 模式和跨境进口电商 C2C 模式。 

◆跨境进口电商 B2B 模式 

在该模式下，交互的双方是 Business-to-Business，主要参与者为工厂和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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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由境内的工厂和外贸公司通过平台向境外的工厂或外贸公司达成商品买

入交易，在跨境电商的成交量中居于主导地位。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1688.com、海带网 

◆跨境进口电商 B2C 模式 

在该模式下，交互的双方是 Business-to-Customer。跨境进口 B2C 平台即可

以自营，也可以向海外商家招商入驻平台。一般而言，平台上销售的海外商品通

过保税进口或海外直邮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苏宁全球购、京东全球购、考拉海购、顺丰海淘、聚

美全球购 

◆跨境进口电商 M2C 模式 

该模式又称直发/直运平台模式或 dropshipping 模式。跨境电商平台邀请境

外生产厂家（Manufacturers）等进驻，电商平台将接收到的消费者订单信息发给

批发商或厂商，后者则按照订单信息以零售的形式对消费者发送货物。平台仅仅

作为境外供应商与境内终端消费者之间的桥梁。该模式的特点是生产厂商直接面

对客户，不存在中间商，销售成本降低，保障了产品品质和售后服务质量，最大

额度让利消费者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天猫国际 

◆跨境进口电商 C2C 模式 

该模式实行的是海外买手制，是个人代购的规模化和平台化。海外买手（个

人代购）入驻跨境进口电商 C2C 平台开店，并通过建立自己的个人信任机制和风

格格调吸引同类人的关注和下单购买。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淘宝全球购、淘世界、洋码头扫货神器、海蜜、街蜜 

（4）跨境进口电商的其他模式 

除了上述按照三大标准划分的各类典型模式外，跨境进口电商还有导购/返

利平台模式、内容分享/社区资讯导+自营购 B2C 模式，以及海外商品闪购模式。 

◆导购/返利平台模式 

导购/返利模式是一种比较轻的电商模式，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理解：引流部

分+商品交易部分。引流部分是指，通过导购资讯、商品比价、海购社区论坛、

海购博客以及用户返利来吸引用户流量；商品交易部分是指，消费者通过站内链

接向海外 B2C 电商或者海外代购者提交订单实现跨境购物。在典型的情况下，导

购/返利平台会把自己的页面与海外 B2C 电商的商品销售页面进行对接，一旦产

生销售，B2C 电商就会给予导购平台 5%-15%的返点。导购平台则把其所获返点

中的一部分作为返利回馈给消费者。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有：55 海淘、一淘网（阿里旗下）、极客海淘网、海淘



第 1 章 跨境电商概述 

 18 

城、海淘居、海猫季、Extrabux、悠悠海淘、什么值得买、美国便宜货 

◆内容分享/社区资讯导+自营购 B2C 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在微博、微信和网站社区进行购物内容的分享、引导消费，然

后形成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转化。该模式一般具有两个板块，其一通过内容

分享发掘境内消费需求，其二与跨境电商自营平台等对接，实现海外商品的交易。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有：小红书 

◆海外商品闪购模式 

在该模式下，境内消费者在闪购平台上进行限时限量的抢购商品，是一种

B2C 模式。平台将消费者的订单对接给平台供货方，完善物流、支付等环节，最

终实现交易达成。跨境闪购所面临的供应链环境比起境内更为复杂，且对货源、

物流的把控能力要求高，对前端用户引流、转化的能力要求高。 

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唯品会全球特卖、天猫国际的环球闪购、1 号店的进

口食品闪购活动、聚美优品海外购、宝宝树旗下的杨桃派 

 

专栏 3 跨境进口电商平台的市场占有率一览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2017年度中国跨境进口电商平台

市场份额排名数据，按整体交易额计算，网易考拉海购排名第一，占 21.4%份额；

天猫国际名列第二，占据 17.7%份额；唯品国际位于第三，占 16.1%份额；排名

第四的是京东全球购，市场占比 15.2%；排名第五的是聚美极速免税店，占 13.6%

的份额；排名第六、第七的平台是小红书和洋码头，分别占 6.4%以及 5.3%；宝

贝格子、蜜芽、宝宝树等其他平台占总市场份额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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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跨境电商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2.1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历程 

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外贸”时代下的新兴业态，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历程是以 1999 年 3 月马云

成立阿里巴巴实现了用互联网连接中国供应商与海外买家为起始点，按照时间阶

段划分，主要经历了从信息服务、在线交易到全产业链服务的 3个主要过程。目

前，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前景光明。 

2.1.1 跨境电商 1.0 阶段（1999～2003） 

在这个阶段，跨境电商的主要商业模式是网上展示、线下交易的外贸信息服

务模式。跨境电商 1.0 阶段第三方平台主要的功能是为企业信息以及产品提供网

络展示平台，并不在网络上涉及任何交易环节。此时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向在

平台上进行信息展示的企业收取会员费（如年服务费）。跨境电商 1.0 阶段发展

过程中，也逐渐衍生出竞价推广、咨询服务等为供应商提供一条龙的信息流增值

服务。这个阶段跨境电商在功能上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聚焦于商品供需信息服

务，但无法实现在线交易与资金支付服务，对于跨境电商产业链的整合仅局限于

信息流环节的整合。在跨境电商 1.0阶段中，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网、中

国制造网、韩国 EC21 网、Kellysearch都是典型代表平台。 

2.1.2 跨境电商 2.0 阶段（2004～2012） 

在这个阶段，跨境电商平台开始摆脱纯信息黄页的展示行为，而是将线下交

易、支付、物流等服务也实现电子化，逐步发展成为在线交易平台，包括 B2B（平

台对企业小额交易）平台和 B2C（平台对用户）平台两种模式。相比较第一阶段，

跨境电商 2.0借助于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服务、资源整合有效打通上下游供应链，

更能体现电子商务的本质。在跨境电商 2.0阶段，跨境第三方电商平台实现后向

收费模式，将“会员收费”改以收取交易佣金为主，即按成交效果来收取百分点

佣金，同时还通过平台上营销推广服务、支付服务、物流服务等获得增值收益，

从而实现了营收的多元化。在跨境电商 2.0 阶段中的典型代表有 2004 年王树彤

创办成立的敦煌网。 

2.1.3 跨境电商 3.0 阶段（2013～） 

得益于中央及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跨境电商行业的规范和优惠政策也相

继出台，2013 年成为跨境电商转型发展的重要年份。在这个阶段，主要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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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的服务全面升级，承载能力更强，实现了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融合的全产

业链服务。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特征还表现在：首先，参与主体多样化，除了小微

型的草根企业、个体商户和外贸电商等群体外，大量的产品生产商、传统外贸企

业也开始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第二，跨境电商平台销售的产品由二手货源向

一手货源好产品转变，品牌化经营趋势明显。第三，跨境电商卖家对产业链各环

节的服务产生极大需求，跨境电商服务企业开始提供营销、通关、商检、物流、

仓储、支付、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并涌现了一达通、融易通等一批大型跨境电商

综合服务商。第四，主要平台模式也由 C2C、B2C向 B2B、M2B模式转变，B类买

家成规模，中大额交易成为平台主要订单。第五，得益于智能手机和 wifi 网络

环境的改善，使用户移动购物体验获得较大提高，跨境用户移动购物习惯逐渐形

成，跨境移动电商的快速发展，产生了 Wish 等知名跨境移动电商平台。 

2.2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2.2.1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格局。一方面，跨境电商交易

规模持续扩大，跨境出口电商 B2B模式占据绝对主流地位，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

比重持续提高，另一方面，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着跨境出口电商占进出口比例高，

跨境出口电商卖家分布呈现出区域集聚特征等结构性问题。此外，跨境电商领域

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乐土，同时也为各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带来了大量的投资

并购机遇。 

（1）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实体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欧

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国家增速放缓，世界经济面临多

年来最严峻的挑战，国际贸易形势发展严峻。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与商

家开始致力于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缩短和国外消费者的距离，以开拓

国际市场和提供盈利水平，而跨境电商模式正好为其提供了有利可行的渠道。在

外贸不景气的情况下，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保持了年均 20%以上的增长

速度，占进出口的比例持续攀升，占比从 2010 年的 6.4%上涨至 2016 年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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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图 2-1 2010-2017 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图 

 

（2）跨境出口电商占进出口比例高，但跨境进口电商也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从 201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来看，2014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占比为

86.7%，进口占比为 13.3%。由此可以见，跨境出口电商比跨境进口电商在规模

上占据绝对优势，与此同时跨境进口电商的占比也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 

图 2-2 2010-2017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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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跨境出口电商 B2B 模式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然而 B2C 模式也逐渐兴

起 

出口 B2B电商的代表为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环球市场、中国制造网

等，直接搭建起国内生产商与国外大批量采购者进行交易的平台，因此在交易规

模上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从 2011年至 2016 年，B2B模式占跨境出口电商交易总

量的比例均保持在 80%以上。与此同时，随着国外消费者订单呈现出量小、单多、

多样性等碎片化特征，大量中小卖家通过 ebay、亚马逊、速卖通、Wish 等平台

向国外消费者销售具有低价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跨境出口电商 B2C也逐渐

兴起，从 2011年在跨境电商总出口规模的占比由 10.3%上升至 2015年的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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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B2C

B2B

 
图 2-3 跨境出口电商 B2B 业务与 B2C 业务占比 

 

（4）跨境出口电商卖家分布呈现区域集聚特征，传统贸易大省卖家数量多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跨境

出口电商卖家主要集中在广东（24.7%）、浙江（16.5%）、江苏（12.4%）、福建（9.4%）、

上海（7.1%）、北京（5.2%）、湖北（4.1%）、山东（3.3%）等地，其中，广东、

浙江、江苏占据前三位，同时，中西部地区正在快速发展，跨境出口电商向中西

部转移是未来趋势。 

 

广东 24.7%

浙江 16.5%

江苏 12.4%
福建 9.4%

上海 7.1%

北京 5.2%

湖北 4.1%

山东 3.3%

其他 17.3%

 

图 2-4 2015 年跨境出口电商卖家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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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跨境电商行业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跨境电商领域投资并购盛行 

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出现了大量创新创业机会，一大批成长型

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和跨境电商服务商成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上市公司等各路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跨境电商领域投资以及

并购盛行。部分跨境电商领域的融资事件，如表 2-1所示。 

表 2-1 2014 年-2017 年 部分跨境电商领域的融资事件 

年份 企业名 投资/并购事件 投资/并购方 

2014 

蜜淘 

A 轮融资 500 万美元 经纬创投 

B 轮融资 3000 万美元 祥峰投资领投，晨兴资本、景林跟投，A

轮投资人经纬创投继续跟投 

蜜芽宝贝 C 轮融资 6000 万美元 H Capital 领投，上轮投资人红杉资本和

真格基金继续跟投 

海蜜 天使轮 1500 万美元 元宝铺、贝贝网以及一家长三角保税区

仓储服务公司 

海豚村 A 轮融资 1000 万元 君联资本 

2015 

洋码头 B 轮融资 1 亿美元 赛领国际基金领投，赛富亚洲基金与一

家韩国财团跟投 

有棵树 B 轮投资 4 亿元元 建研集团和汤臣倍健领投，联创永宣和

海通创新跟投 

环球易购 10.32 亿元收购 100%股权 A 股上市公司百圆裤业 

菠萝蜜 B 轮融资 3000 万美元 百度领投 

格格家 Pre-A 轮融资 1500 万元 经纬中国投资 

2016 

什么值得买 A 轮融资 1 亿元 华创资本 

55 海淘 A 轮融资 1 亿元 北京竞技创投 

小红书 C 轮融资 1 亿美元 腾讯领投，Genesis 资本和天图资本参投 

达令 C 轮融资 3 亿元 某人民币基金领投，红杉、IDG、今日资

本跟投 

D 轮融资 5 亿元 光标资本产业基金 

格格家 A+轮融资 1 亿元 广发信德领投，顺为资本、平安创投跟

投 

豌豆公主 A 轮融资 1000 万美元 伊藤忠商社、真格基金、MTG 株式会社

以及 VentechCapital 

2017 

价之链 10.14 亿元收购 65%股权 A 股上市公司浔兴股份 

亚米网 A 轮融资 1000 万美元 GGV 纪源资本领投，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团等跟投 

西狗国际 A 轮融资 6000 万元 天使投资人王刚领投 

扫货特卖 Pre-A 轮融资近 2000 万 腾讯众创、真格基金和优势资本 

有棵树 C 轮融资约 4 亿元 方正和生、中信金石领投，华益资本、

盛世景、天星资本等跟投 

mikibobo 隅

田川 

A 轮融资数千万元 翎资本领投，老股东跟投 

Wish F 轮融资 5 亿美元 光际资本产业基金、淡马锡、DST、

ThirdPointVentures、FoundersFund 等 

海狐海淘 A 轮融资获 5000 万元 辰海资本领投，杭州花贝投资等跟投 

宝妈环球购 A 轮融资 3600 万人民币 尚晨科创基金领投 

洋鼹鼠 天使轮融资 2100 万元 世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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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跨境电商的政策现状 

面对近年来外贸发展的复杂形势，中国面临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进一

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财政和金融服务，有效应对贸易摩擦，增强外贸发

展潜力的重大课题。为了更好适应全球跨境电商发展趋势，通过跨境电商模式推

动我国外贸增长和转型升级，最终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我国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

列旨在推动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政策和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商务部、财政部、

国税总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针对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过程中

存在的报关、退税、支付、结汇、监管等问题，出台了《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商

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商务部关于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若干

意见》，《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等政策。 

（1）国务院出台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国务院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概要 

2013 年 7 月 

《关于促进进

出口稳增长、

调结构的若干

意见》 

1. 建立电子商务出口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并进行专项

统计；2.建立电子商务出口检验监管模式；3.支持企

业正常收结汇；4.鼓励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

子商务提供支付服务；5.实施适应电子商务出口的税

收政策；6.建立电子商务出口信用体系。 

2013 年 8 月 

《关于实施支

持跨境电商零

售出口有关政

策的意见》 

1. 确定电子商务出口经营主体；2. 建立电子商务出

口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并进行专项统计；3. 建立电子

商务出口检验监管模式；4. 支持电子商务出口企业

正常收结汇；5. 鼓励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

子商务提供支付服务；6. 实施适应电子商务出口的

税收政策；7. 建立电商出口信用体系。 

2015 年 3 月 

《关于同意设

立中国（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的

批复》 

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

结汇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

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破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

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打造跨境电子商务完整的产

业链和生态链，逐步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

商务健康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16 年 1 月 

《关于同意在

天津等 12 个城

市设立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批复》 

同意在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郑州市、

广州市、成都市、大连市、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

苏州市等 1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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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关总署出台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 

海关总署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概要 

2012 年 12 月 

中国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服务试点工作

部署会 

中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全面启

动，郑州、上海、重庆、杭州、宁波作为五个

试点城市进行先行先试。 

2014 年 1 月 

2014 年第 12 号《关

于增列海关监管方

式代码的公告》 

海关总署特别针对跨境电商增设了监管方式代

码“9610” 

2014 年 7 月 

2014 年第 56 号《关

于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进出境货物、物品

有关监管事宜的公

告》 

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监管工

作进行规定。1.监管要求，如电子商务企业或个

人通过经海关认可并且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实现跨境交易进出境货物、物品的，

按照本公告接受海关监管；2. 企业注册登记及

备案管理；3. 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物品通关

管理。 

2015 年 5 月 

《关于调整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海关作

业时间和通关时限

要求有关事宜的通

知》 

海关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监管实行全年无休

日、货到海关监管场所 24 小时内办结海关手续

的作业时间和通关时限要求 

 

（3）商务部出台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 

商务部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表 2-4 所示： 

表 2-4 商务部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概要 

2011年

10 月 

商务部《“十二五”

电子商务发展指导

意见》 

1.提出目标：到 2015 年应用电子商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

占我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0%以上；2.提出任务：

（1）推动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解决报关、

结汇、退税等瓶颈问题，支持电子商务运营企业与国际

接轨；（2）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扩大进口中的作用。 

2012年

3 月 

商务部《关于利用电

子商务平台开展对

外贸易的若干意见》 

1. 提出全面增强电子商务平台对外贸易服务功能。 

2. 着力提升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水平：

（1）提高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意识。

（2）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不断提高

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的比重。 

3. 加强对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支持：（1）

积极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积极

推动解决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的通

关、退税、融资、信保等政策性问题。（2）积极支持电

子商务平台提高便利化水平。推动主要贸易单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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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电子化进程，支持建设“单一电子窗口”平台，促

进海关、检验检疫、港口、银行、保险、物流服务的电

子单证协调。 

2012年

3 月 

商务部、中国进出口

银行《关于“十二五”

期间金融支持服务

贸易发展的意见》 

1. 提出主要任务：明确提出的 30 个重点发展的服务贸

易领域，商务服务、物流等领域的服务外包； 

2. 提出支持手段：积极利用已有的服务贸易交易平台建

设贷款、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国际物流运输服

务贸易贷款等信贷产品，并根据企业需求开发新产品。 

2013年

10 月 

商务部《关于促进电

子商务应用的实施

意见》 

提出重点任务：（1）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应用，加快

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支付、监管、诚信等配套体系建设；

（2）支持境内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包括第三方电子商

务平台，融资担保、物流配送等各类服务企业）“走出

去”，在境外设立服务机构，完善仓储物流、客户服务

体系建设，与境外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实现战略合作等；

（3）支持境内电子商务企业建立海外营销渠道，压缩

渠道成本，创立自有品牌。 

2016年

12 月 

商务部《对外贸易发

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主要任务：（1）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加快建立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特点的政策体系和监管体

系，提高贸易各环节便利化水平。鼓励设立海外仓储，

推进 B2B 业务创新发展。（2）推进“网上丝绸之路”经

济合作试验区建设，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开展电子商务合作。深入参与或发起跨境电子商务规

则交流和谈判，积极发挥建设性推动作用。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产业链。 

（4）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 

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概要 

2013 年 2 月 

《支付机构

跨境电子商

务外汇支付

业务试点指

导意见》 

1. 允许试点支付机构集中为电子商务客户办理跨境收付

汇和结售汇业务； 

2. 规范支付机构跨境互联网支付业务发展，防范互联网

渠道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2013 年 10 月 

通知 17 家第

三方支付公

司获得试点

牌照 

通知支付宝、财付通等 17 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得首批跨

境支付业务的试点资格。 

 

（5）财政部、国税总局出台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 

财政部、国税总局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如表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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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财政部、国税总局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概要 

2013 年 12 月 

财税[2013]96

号《关于跨境

电子商务零

售出口税收

政策的通知》 

1.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出口货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

确不予出口退（免）税或免税的货物除外，下同），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增值税、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1）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已向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 

（2）出口货物取得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

且与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一致； 

（3）出口货物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内收汇； 

（4）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购进出口货物

取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消费税专用缴款书（分割单）

或海关进口增值税、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且上述凭证有关

内容与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有关内容相匹配。 

2. 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出口货物，不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

条件，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增值税、消费税免税

政策： 

（1）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已办理税务登记； 

（2）出口货物取得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3）购进出口货物取得合法有效的进货凭证。 

3. 电子商务出口货物适用退（免）税、免税政策的，由电

子商务出口企业按现行规定办理退（免）税、免税申报。 

4. 适用本通知退（免）税、免税政策的电子商务出口企业，

是指自建跨境电子商务销售平台的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和

利用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出口的企业。 

5. 为电子商务出口企业提供交易服务的跨境电子商务第

三方平台，不适用本通知规定的退（免）税、免税政策，

可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6）国家质检总局出台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 

国家质检总局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如表 2-7 所示： 

 

表 2-7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跨境电商的政策及内容概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概要 

2013 年 8 月 

《关于落实国务院

促进外贸发展部署

要求改进进出口商

品检验监管工作的

意见》 

实行了三项主要改革措施：1.削减法检目录，削减了

1550 个出口商品目录；2. 促进贸易便利，取消了大部

分出口法检工业产品口岸查验、危包行政许可等一批

检验监管事项；3.加强对进口产品安全、卫生、环保项

目的监管，严把网售平台商品质量把关。 

2015 年 5 月 

《关于进一步发挥

检验检疫职能作用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的意见》 

对跨境电子商务的检验检疫工作进行了针对性的安排

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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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 

《跨境电子商务经

营主体和商品备案

管理工作规范》 

发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和商品备案管理工作规

范，并要求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2.3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当今社会也同时进入到了“互联网+商业”

和“技术+商业”时代，跨境电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等技术与国际贸

易相互融合的产物。世易时移，跨境电商商业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们，要与时

俱进，更新认知，把握跨境电商行业发展呈现出的以下七大趋势： 

2.3.1 跨境电商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市场体量越大，则更容易为产品生产者提供变现的客观环境。庞大市场也有

利于孕育出大型企业，从而更好地塑造出国家与地区的竞争力。一方面，随着信

息、商品、服务、资本、人口的自由流动将越来越通畅，更有广度和更有深度的

全球市场的形成势头将难以阻挡，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进行国际化

与全球化的经营成为企业追求卓越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跨境电商发展势头仍

将强劲。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

透明，商品的买卖价差将越来越小，导致在国内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难以获得满

意的收益，因此，更多的产品生产商、贸易商为了避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通

过跨境电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成为持续盈利的可行选择。结果是跨境电

商卖家会大幅增多，产品品类会更加丰富，销售的市场也将更加多元化，跨境电

商行业也将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2.3.2 跨境电商对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跨境电商是跨境间的商业买卖，涉及到买方和卖方。跨境交易的达成建立在

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而构建整个跨境电商信任的基石，需要做到两点：

其一，鼓励生产企业发挥工匠精神提供优质产品。跨境电商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以产品生产者提供的产品质量与品质为前提。产品质量与品质决定了生产者

能否将其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予以变现。其二，要进行信用体系建设，并

通过打假等形式，防止商品以假乱真，败坏跨境电商的贸易环境，影响在供需市

场的健康运行。 

2.3.3 新技术对跨境电商发展起显著作用 

跨境电商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贸易领域的具体应用，具备“互联网+外贸”

相互融合的典型特征。在创新驱动的全球大环境下，大数据、云计算、智慧物流、

移动支付、机器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5G 等新设施的建设、新技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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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工具的创造正为跨境电商新业态培育和快速发展提供各种可能。例如作为跨

境电商业界的名企，阿里巴巴就把大数据、云计算作为未来核心战略之一。马云

在致投资者公开信中曾表示，“我们非常明白只有依靠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只

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商业基础设施，才能帮助全球的中小企业做生

意”。 

2.3.4 跨境电商将朝着移动化的方向发展 

电商正呈现两种主要发展趋势：其一，由 PC电商模式向移动电商模式演进。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购物消费更加便利，电商移动端的交易持续发力。艾瑞咨询

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移动网购市场交易规模达 7834.4亿元，同比增

长 75.9%，且移动端占比达到 70.1%。其二，电商交易地域范围正由境内拓展到

跨境。足不出户购遍全球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百姓的现实生活场景，跨境电商企业

的全球化经营已经成为潮流。以上电商发展的两种趋势相互融合就意味着跨境移

动商务必然崛起。由于全球贸易小额、碎片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移动端可以让跨

国交易无缝完成，卖家随时随地做生意，白天卖家可以在仓库或工厂用手机上传

产品图片，实现立时销售，晚上卖家可以回复询盘、接收订单。同时，基于移动

端，买卖双方沟通将变得非常便捷。因此，跨境移动电商在跨境电商行业中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3.5 跨境 B2B 电商模式仍将占据业界主流 

尽管跨境电商 B2C 业务发展增速幅度大，但是 B2B业务将仍然占据整个跨境

电商市场的主要份额。跨境电商 B2C业务存在着商品的碎片化、贸易主体的碎片

化特征更容易产生业务主体的通关难、退税难、结汇难的问题，带来物流时间慢、

用户体验差，以及相应的监管难等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境电商 B2B

出口业务首先可以克服 B2C模式对境外进口商、贸易商、零售商利益的直接冲击，

以及对方国家税收利益的侵犯，从而减轻国外政府和相关企业对我国商品出口的

排斥；再次可以克服 B2C业务碎片化特征引起的海关监管工作量大、成本高和速

度慢的难题。因此，跨境电商行业的规范、持续、长远、健康化发展将更多依赖

于交易量大的 B2B业务，跨境电商 B2B业务将成为促进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健康发

展的主流模式。 

2.3.6 跨境电商服务将朝综合化方向演进 

服务体系的建设是影响跨境电商行业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随着跨境电商行

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外贸企业电商化、境内电商企业外贸化，以及外销型供货商

也开始通过电商模式拓展全球市场，加剧了该行业对跨境电商服务的需求与供给

的矛盾。跨境电商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到一系列产品和相关服务的提供。如跨境出

口电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类服务机构共同将中国制造输送到境外市场。这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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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建由物流服务、仓储服务、通关服务、支付服务、退税服务、营销服务、信

息服务、法律服务等构成的跨境出口电商服务体系。无论是新成立正谋求生存的，

还是已成立正在追求成长的跨境电商企业，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决定了它们

理性的选择是专注于订单获取、客户维护、店铺运营等核心业务，而将非关键环

节和非擅长的服务业务外包出去，由此大量的服务外包机会在跨境电商领域产

生。跨境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亟需跨境电商服务企业向综合服务商演变，并提供

营销、通关、商检、物流、仓储、支付、融资等一站式服务。 

2.3.7 跨境电商将受到更严格的政府监管 

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产业全球化分工和资源全球化配置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境电商业务开展过程中的系列安全问题也凸显出来，主

要包括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明显提升、跨境贸易带来的疫病疫情风险难预防、交易

双方通过跨境电商买卖违禁物品、跨境问题产品有效召回不容易落实、跨境消费

者权益受损时维权难度大、偷税漏税的行为造成政府税收损失、跨境资金的非法

流动加大金融安全风险，以及跨境电商交易中遭遇的信息泄露和黑客攻击等。能

否有效防控跨境电商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直接决定了跨境电商行业能否持续健

康发展，因此，跨境电商的参与主体及其交易过程都将受到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

跨境电商涉及的检验检疫、海关、工商、卫生、食药、外汇、财税等政府管理部

门需充分考虑到跨境电商交易中展现出的主体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交易过程复

杂性等特点，通过监管模式的完善、监管技术的创新、监管流程的优化等，加强

对跨境电商交易全过程的监管，进而推动跨境电商交易安全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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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跨境出口 B2B 外贸流程 

出口贸易是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为中心进行的，通常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准备阶段、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阶段、履行合同阶段。 

3.1 出口交易前的准备 

3.1.1 市场调研 

 国际市场错综复杂，风云多变，因此在正式交易前必须做好国外目标市场

的调查研究，通过各种途径广泛了解诸如该国的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情况，

有关产品的市场代销、价格状况，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3.1.2 选择合适的跨境出口 B2B 平台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口企业要选择一家适合自己的跨境出口 B2B 平台。

目前跨境出口 B2B 平台很多，如：畅销天下平台 、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

环球市场、中国制造网等。对这些平台拥有整体的认知，了解它们彼此之间的异

同，并根据现有的资源选择做出最佳的判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跨境出口 B2B

平台。选择这些平台的基本原则：（1）跨境出口 B2B 平台的定位与经营目标要与

出口企业一致。（2）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跨境出口 B2B 平台，因为每个平台的收

费不一样。（3）考虑跨境出口 B2B 平台的客源地是否符合自己企业的目标市场。

（4）确定跨境出口 B2B 平台的专业性。（5）跨境出口 B2B 平台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要满足企业的要求。 

3.1.3 入驻跨境出口 B2B 平台 

 出口跨境电商的 B2B 平台入驻方式比较简单，准备好企业的相关资料通过

招商经理去注册或者自己申请注册就可以了。 

3.1.4 发布相关信息 

入驻跨境出口 B2B 平台后，可以在平台上寻找星级的同行卖家，对同行卖家

进行分析，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在平台上展示自己的工厂和产品

等信息。  

3.2 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3.2.1 磋商的内容 

出口交易磋商(export business negotiation)是指出口企业为出售某项货物与

国外客户就各项交易条件进行洽商，以期达成协议的过程。交易磋商是以成立合 

同为目的，一旦双方对各项交易条件协商一致，买卖合同即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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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的内容包括商品买卖合同的各项交易条件，以货物的品质、数量、包装、

价格、装运和支付条件为主要内容，但通常也涉及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

条件等其他内容。货物的品质等前六项条件是成立买卖合同所不可缺少的交易条

件，称为主要交易条件。为了提高合同质量，防止和减少争议的发生，买卖双方

在交易磋商时也不可忽视其他交易条件。交易磋商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

的。 

3.2.2 磋商的程序 

在外贸业务中，出口交易磋商的过程一般可分成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四

个环节，其中发盘和接受是必不可少的，是达成交易所必须的法律步骤。 

（1）询盘 

询盘（enquiry）也叫询价，是指交易的一方准备购买或出售某种商品，向对

方询问买卖该商品的有关交易条件。询盘的内容可涉及：价格、规格、品质、数

量、包装、装运以及索取样品等，而多数只是询问价格。所以，业务上常把询盘

称作询价。 

举例：“Please quote us the most favourable price for 100M/T of Chinese rice on 

FOB Chinese ports basis.”(请报 100 公吨中国大米中国口岸交货的最优惠 FOB 价

格。） 

询盘对于询盘人和被询盘人均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也不是交易磋商的必经步

骤。但它往往是一笔交易的起点，所以作为被询盘的一方，应该重视，并及时处

理。 

（2）发盘 

1）发盘定义 

发盘（offer）: 又称发价、报价，法律上称之为“要约”，是买方或卖方向

对方提出各项交易条件，并愿意按照这些条件达成交易、订立合同的一种肯定表

示。在实际业务中，发盘通常是应对方询盘的要求发出，也可以是在没有询盘的

情况下，直接向对方发出。 

2）构成发盘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项法律上有效的发盘，须具备四个条件： 

A.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人提出。发盘必须指定可以表示接受的受盘人，

特定的人指在发盘中指明个人姓名或企业名称。受盘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指定

多个。不指定受盘人的发盘，仅应视为发盘的邀请，如商业广告或价目单。 

B.发盘的内容须十分确定。所列条件完整、明确、终局。《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规定，一项发盘只要包括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就属于“内容

是完整的”。为了防止误解和可能发生争议，在外贸实践中，一个完整的发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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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应包括货物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装运、支付条件六项主要交易条件。明

确指不含糊，所谓“参考价”、“大约 5 月份”、“预计”、“可能”都是不明确表示。

终局指有法律约束力，如“以我方确认为准”是有保留条件的。 

C、发盘必须表明发盘人对其发盘一旦被受盘人接受即受约束的意思。发盘

人的发盘在得到接受时，发盘人将按发盘的条件与受盘人订立合同承担法律责

任。 

D、发盘必须送达受盘人。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发

盘于送达受盘人时生效。如发盘由于在传递中遗失以至受盘人未能收到，则该发

盘无效。 

3）应用举例：“Offer: Mountain Flower brand Electric Fan, Art. No. HX -65  

500sets,at USD 20 per set, CFR Mombassa. It is valid until Beijing time Nov. 1,2017. ”

(发盘：红山花牌电风扇，货号 HX -65  500 台，每台 20 美元，CFR 肯尼亚的蒙

巴萨，北京时间 2017 年 11 月 1 日复到有效） 

 

小贴士：回复询盘处理技巧及客户跟进 

买家通过给出的平台寻找感兴趣的中国供应商时，往往不会只针对一家厂商

发送询盘，如何回复询盘及跟进客户非常重要。 

一、 询盘为泛问所有产品 

泛泛咨询情况下，卖家回复询盘时，可挑选一些公司主打产品推荐给买方。

对能给予继续回复的买家应继续重点追踪，未回复的买家可在转发首次回复邮件

基础上询问买家是否有收悉某月某日的回复，如仍无回音可以考虑不必花费大量

时间追踪。 

二、 询盘为针对公司具体产品发的询价 

此类询盘价目标性较强，真实有效性较高，需重点跟进。根据具体询盘内容

进行回复并报价，再根据客户的回复情况进行不同的跟踪。 

1.客户收到跟进邮件后，如暂时对提供的产品无需求的话，一般都会说以后

联系。这说明以后还是有机会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2.客户收到邮件后很久回复仅告诉卖方不及时回复邮件的原因，这类客户可

通过发新产品介绍或者新报价的方式来保持联系，时间久了客户下单的可能性比

较大。 

3.可能暂时不需要卖方的产品，但会问其他产品或者详细咨询一些与产品相

关的问题。这样的客户就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回复了，最好能给一些回复和

建议，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4.买方讨价还价，可根据具体价格情况回复客户，或通过询问客户所在区域

和订单量大小来做可能范围内的让步。 

对于有效询盘，我们一定要保持跟进。跟进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细细体会各

种可能的原因，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激发、把握买家购买意图，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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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还盘 

还盘（counter-offer）又称还价，是受盘人在接到发盘之后，对发盘的交易

条件不完全同意而提出修正变更的表示。还盘事实上可以被看作由原受盘人对原

发盘人做出的一项新的发盘，因而发盘一经还盘，原发盘的法律约束力就已不存

在。在交易磋商过程中，还盘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多次，直到双方达成协议。

也可以不经过还盘由受盘人直接接受达成协议，所以在交易磋商过程中，还盘并

不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 

还盘函的主要内容有：1）确认收到对方发盘；2）表明对发盘希望变更的态

度；3）提出修改的理由和内容；4）限定还盘的有效期；5）表达对合同成交的

愿望。 

举例：“Thanks for your E-mail of Nov.20. As for the suitcase, your price is too 

high. We can only accept USD22.00/PC. Please reply on or before Nov.30. Best 

Regards. ”（谢谢您 11 月 20 日的电子邮件。关于行李箱一事，贵方报价太高，

我方只能接受每个 22 美元的价位。请在 11 月 30 日前回复，诚挚的问候。） 

（4）接受 

接受（acceptance），在法律上称为“承诺 ”，是指交易的一方在接到对方的

发盘或还盘后，在发盘的有效期限内做出的同意发盘全部条件，愿意订立合同的

一种明确表示。发盘一经接受合同即告成立，双方就要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表示接受，一般用“接受”（accept）、“同意”(agree) 和确认(confirm) 等词

语表示。  

以下为出口交易磋商来往 E-mail 示例。 

上海环宇贸易有限公司与美国某进口商为买卖上海牌彩电进行交易磋商，双

方 E-mail 来往五则如下； 

1）2017 年 9 月 8 日美国某进口商向上海环宇贸易有限公司发来 E-mail（询

盘）： 

We’re interested in Colour TV Shanghai Brand Model 123. Please send us a firm 

offer at a favorable price. 

2）2017 年 9 月 10 日上海环宇贸易有限公司向美国某进口商发去 E-mail（发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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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E-mail of Sept.8th was received. We offer subject to your reply reaching us 

15th as follows: 

Colour TV Shanghai Brand , Model 123 

1000 sets, packed in export cartons of one set each (to be transported in 

20’container of 500 cartons each) 

USD 200 per set CIF LOS ANGELES  

Shipment during NOV. 

Payment by Irrevocable Sight Credit 

3）2017 年 9 月 12 日来 E-mail（还盘）： 

Referring to your E-mail of Sept.10 th , we regret to note that the price you 

offered is too high. We counter-offer USD180 per set CIF LOS ANGELES 

4）2017 年 9 月 14 日去 E-mail（对还盘作再还盘）： 

Your E-mail of Sept.12th to hand. The best we can do is USD190 subject to your 

reply to reach us Sept.18th . 

5）2017 年 9 月 16 日来 E-mail（接受）： 

With reference to your E-mail of Sept.14th , we accept.  

以上 2017 年 9 月 16 日来 E-mail 系美国进口商作为受盘人简单地向上海环宇

贸易有限公司——发盘人表示接受，而不重复列出双方协商一致的各项交易条

件。这在实际业务中是通常的做法。但有时由于交易磋商延续的时间较长，双方

交换的函电较多，交易的金额较大，为避免理解错误，受盘人在表示接受时，将

双方最后商定的各项交易条件一一列明。在上述交易磋商来往 E-mail 的示例中，

2017 年 9 月 16 日美国进口商可以发来如下 E-mail： 

With reference to your E-mail of Sept.14th , we accept with the conditions as 

set forth below: 

Colour TV Shanghai Brand ,Model 123 

1000 sets, packed in export cartons of one set each (to be transported in two 20’ 

containers ) 

USD190 per set CIF LOS ANGELES 

Shipment during NOV. 

Payment by Irrevocable Sight Credit 

Please advise Sales Contract number. 

3.2.3 合同的签订 

在交易磋商过程中，一方发盘经另一方接受以后，交易即告成立，买卖双方

就构成了合同关系。双方在磋商过程中的往返函电，即是书面合同的证明。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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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贸易习惯，买卖双方还要签订书面合同，以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国际上，对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没有特定的限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

卖双方，可采用销售合同、购货合同、销售确认书、购货确认书、订单等形式。 

一般跨境出口 B2B 平台上有合同模板可供选择。 

书面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 3 个部分：约首、本文和约尾。约首，即合同的首

部，包括合同名称、合同编号、合同签订的日期和地点、当事人的名称和地址等。

本文是合同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对各项交易条件的具体规定，包括出口货物的名

称、规格、数量、包装、价格、装运、保险、支付条款等，还有一些预防与处理

争议的条款。约尾通常包括：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合同正本的份数、当事

人的签字、合同生效时间及合同适用的法律等。 

我国合同法规定，书面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书面合同售货确认书示

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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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MEILIN TRADE CO., LTD. 
No.97 Madang Road, Shanghai, P. R. of China 

售货确认书 

SALE CONFIRMATION 
To: 

ISLANDS TRADE COMPANY No.: MLE17-0826 

81 WORDFORD STREET, Date: 26 AUG., 2017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This sales contract is made between the sellers and buyers whereby the seller agree to sell and the buyers agree 

to buy the under mentioned goods according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tipulated below： 

Description of Goods Quantity Unit Price Amount 

WOOLLEN BLANKETS   CIF DURBAN 

ART. NO. HS16 600PCS @USD15.50/PC USD9300.00    

ART. NO.HX88                               600PCS    @USD16.30/PC   USD9780.00    

ART. NO. HE21                                720PCS    @USD18.50/PC USD13320.00 

TOTAL:   1920PCS    USD32400.00 

5% MORE OR LESS BOTH IN AMOUNT AND QUANTITY ARE ALLOWED. 

 

Total amount in words SAY U. S. DOLLARS THIRTY TWO THOUSAND FOUR HUNDRED ONLY 

Packing 24pcs in one carton, total packed in 80cartons 

Delivery Sea freight from SHANGHAI to DURBAN allowing partial shipments and transshipment 

Shipping Mark ISLANDS / MLE17-0826 / DURBAN / NO.1-80 

Time of Shipment On or before 15 Oct., 2017 

Terms of Payment By 100 PCT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in favour of the Seller to be available by  

 darfts at sight to open and to reach the seller before 05 Sep., 2017 and to remain valid  

 for negotiation in China until the 15th days after the foresaid time of the shipment.   

 The L/C must mention this confirmation number. All banking charges outside South 

 Africa are for A/C of the beneficiary. 

Insurance To be effected by the sellers for 110 PCT of the invoice value covering All risks and War risk 

 of Institute Cargo Clause (A) dated 01/01/1982 in the same currency of the drafts 

Documents required   

1．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n triplicate 

2．Full set clean on board Bill of Lading made out to order blank endorsed notify the buyer 

3．Insurance policy in duplicate 

4．Packing list in triplicate 

5．Certificate of Origin in duplicate 

 

The Seller The Buyer 

Shanghai Meilin Trade Co., Ltd. Islands Trading Company 

刘宇 Whuit Brown 
签署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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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口合同的履行 

合同依法成立，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办事，履行约定的

权利和义务，使合同的各项条款付诸实践。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否则违约一方应根据不同情况和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出口合同的履行是指出口方对出口合同中规定的出口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履

行。由于贸易术语和支付方式不同，其履行合同程序也不同。我国的出口贸易中，

主要采用 CIF、 FOB、CFR 术语和凭信用证支付方式。下面以最具有代表性的海

洋运输方式下采用 CIF 术语和凭即期议付信用证支付的交易为例，出口合同的履

行一般要经过：备货、落实信用证、安排装运、制单结汇等环节，即货、证、运、

款四个基本环节构成出口合同履行的必要程序。其他贸易术语下的合同基本做法

可参照其做法。 

3.3.1 备货 

在订立出口货物买卖合同后，出口方为了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合同

的交货义务，需根据合同规定的品质、包装、数量和交货时间的要求，进行货物

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按生产计划和进货合同向生产部门或供货部门安排生产

或催交货物，购进后需核查应收货物的品质、数量、包装情况，并对货物进行验

收；依约定条件加以包装，刷印“唛头”，同时按照商品、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

具体情况，办妥必要的商品检验手续，取得有关检验证书，凭以出口和收取货款。 

 

3.3.2 落实信用证 

在履行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出口合同中，落实信用证通常包括催开信用证、

审核信用证和修改信用证工作。 

催开信用证是指卖方在买方未按合同规定及时开出信用证的情况下，以信件

小贴士：备货时应注意的问题 

1.备货要及时，不要延误装运期。即货物备妥的时间，应严格按照销售

合同以及信用证上规定的交货期限，同时结合船期进行安排。  

2.货物的品种、花色等应与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相符，高于或低于都不行。

如果对外交货的品质、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不仅会导致对方的拒收或索赔，

同时还会损害公司甚至国家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3.货物的数量要与合同和信用证的规定相符，如无其他约定，多装或少

装均不可。同时为防止在搬动过程中可能发生意外损失，备货的数量要留有

适当的余地。 

4.包装的方式与包装材料均应符合合同和信用证的规定，使之做到既能

保护商品和便利运输，又要与规定相符。 

5.对货物的运输标志，如合同和信用证已做出规定，刷唛时要注意图形

和字迹清楚，位置要醒目，大小要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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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电讯工具催促买方办理开证手续，以便卖方履行交货义务。按时开立信用

证本是买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买方不按时开立信用证的情况

时有发生。为了提高履约率，卖方有必要提醒和督促买方按合同规定开立信用证。 

审核信用证是指出口企业在收到信用证后，应该立即对照合同并依据

《UCP600》的规定对信用证内容做逐项认真审核。审核信用证是一项十分重要

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卖方履行装运货物义务，按约交付货运单据，及时、

安全地收取货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审核信用证的基本原则是：信用证条款

规定比合同条款严格时，应当作为信用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而当信用证的

规定比合同条款宽松时，可不要求修改。当然，对于那些影响到出口商安全收汇

和顺利履行合同义务的条款，即便合同未作相应规定，也应提出修改。为了加快

审证进度和降低成本，外贸实践中受益人往往先审核开证申请书或信用证草本。 

修改信用证是在信用证业务中常有的事。修改信用证可由开证申请人主动提

出，也可由受益人主动提出。如由开证申请人提出修改，在经开证银行同意后，

由开证银行发出修改通知书以信件或电讯方式通过原通知行转告受益人，经各方

接受修改书后，修改才有效。如果由受益人提出要求修改，则应首先征得开证申

请人同意，再由开证申请人按照上述程序办理修改。 

3.3.3 安排装运 

在备妥货物和落实信用证后，出口企业应该按照买卖合同和信用证规定，对

外履行装运货物的义务。安排出口货物装运涉及的工作环节很多，其中以托运、

订舱、报检、投保、报关、装运和发出装船通知为主要环节。 

（1）托运 

在货物备妥和信用证落实后，出口企业一般会委托货代办理托运手续。出口

企业应该向货代提交商业发票、装箱单、出口货运委托书，委托书是出口企业向

货代提出的“要约”，一经货代确认，出口企业和货代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成立。 

（2）订舱 

货代收到出口企业的委托书后，首先要查阅各班轮公司和航运中介机构所公

布的与出口企业货运有关的船期表和各种航运信息，选定合适的船舶。然后缮制

集装箱货物托运单，写明要配载的船舶、航次，向船公司或其代理订舱。如果船

公司或代理接受订舱，就在托运单上填写船名、航次、关单号，并在装货单这一

联上盖章，船公司留下一联后其余的返还给货代。 

（3）报检 

根据我国《商检法》规定，凡是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

进出境商品目录》的进出口商品，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国际技术规范要求进

行强制性检验，即实行法定检验。凡属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未办理出口报检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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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不合格一律不准出口。出口企业在出口报关前，提交出境货物报检单、商业

发票、装箱单等单据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办理出境报检手续，获得出境货物通

关单和商检证书等单据。 

（4）投保 

在 CIF 合同下，在装船前出口企业还要根据合同和信用证的规定向保险公司

办理投保手续。出口企业要准备出口货物运输投保单、商业发票、装箱单等单据

提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根据投保单考虑接受承保，缮制并签发保险单。 

（5）报关 

报关时，出口企业需要准备出口许可证、出口货物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

单、出境货物通关单(法检商品)等单据，委托报关行或者货代代为报关。经海关

核对查验无误后，征收相应的出口税（如果要征税），海关在装货单上盖章放行

后，货物才能装船。 

（6）装运 

 在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最迟装运期前，将货物装上指定的船舶。装船完毕

后，出口企业或货代可以获得船公司或代理签发的已装船提单。 

（7）发出装船通知 

在 CIF 合同下，出口企业应该按照合同和信用证的要求，在装船后及时向买

方发出装船通知，以便买方办理进口报关、付款赎单等。装船通知的内容一般有

合同号、信用证号、货物名称、数量、总值、唛头、装运港、装运日期、船名、

航次预计到港日期等。 

3.3.4 制单结汇 

货物装运后，出口企业应该立即按照信用证要求，正确缮制相应单据，并在

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期限内将商业发票、提单、保险单、商检证书、装箱单、汇票、

产地证及其他有关单据送到指定的银行办理结汇手续。这些单据经银行审核无误

后，根据信用证规定的付款条件，由银行办理出口结汇。注意为保证及时、安全

收汇，制单工作必须认真、仔细，严格做到单证一致和单单一致。 

3.3.5 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指出口商自营或委托出口的货物，除另有规定者外，可在货物报

关出口并在财务上做销售核算后，凭有关凭证报送所在地国家税务局批准退还或

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的目的是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

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 

货物出口后，出口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收齐出口货物退（免））税所需的

有关单证，向国税局办理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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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出口索赔 

在出口贸易中，有时会发生由于买方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而引起卖

方提出索赔，或由于在装运过程中货物的品质、数量、包装受到损害而向有关部

门提出索赔的情况。由于买方不支付货款、不收取货物或不完全按照合同规定支

付货款、收取货物，卖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推迟履行合同、降低价格或宣告合

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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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CIF 出口合同履行一般程序图解 

(资料来源：吴百福，《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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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核心功能 

 平台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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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畅销天下平台概述 

畅销天下平台（www.Cnsellers.cn）是服务于跨境出口 B2B经营性企业、服

务性企业以及众多相关机构的“工具+渠道+服务”的集成系统。该系统基于社交

推广的理念，可为外贸出口企业在线定制交易网站、共享联盟网站货源、在线认

证网站主体、自由组建网站集群，多渠道开展对外推广等服务。平台业务模式领

先、功能完善、使用便捷、安全高效，在初创伊始，就已经成为中国贸促会重点

扶持推荐的跨境电商平台。 

4.1 平台的运营管理商 

畅销天下平台（www.Cnsellers.cn）是由浙江国贸云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倾

力建设和运营的。浙江国贸云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杭州）跨境电商

产业园内，于 2017 年 1月创立，是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子公司，

注册资金为二亿元人民币。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开发和集成产品，

主要提供跨境电子商务和贸易大数据、云计算的开发、实施等技术服务，同时公

司运营畅销天下跨境出口 B2B电商联盟并开展涉及跨境电子商务的项目投资。为

落实国贸集团“转型、发展、突破”的总纲，整合集团电商资源，全资收购兄弟

公司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跨境进口电商企业，运营“畅购天下”

（www.CNbuyers.cn）和保税超市进口内贸电商平台，控股浙江中非经贸港服务

有限公司，运营中非经贸港等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平台（www.caftp.com），提供

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的综合服务。 

公司目前运营和管理的畅购天下平台、畅销天下平台以及中非经贸港三大平

台如图 4-1所示。 

 

 

图 4-1 国贸云商下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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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台的业务模式 

畅销天下平台畅主要服务于跨境出口 B2B 经营性企业、服务性企业以及众多

相关机构，具有自身独特的业务模式。 

首先，畅销天下平台提供的是电子商务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是指为电子商务

应用提供的服务，即面向机构和个人的电子商务应用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与

“电子商务应用”相对应，前者相当于市场中的“供给”，后者相当于市场中的

“需求”。电子商务应用是指一个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人如何运用电子商务方式实

现商务目标，如获取商务信息、获得第三方认证、实现营销推广和销售、仓储物

流、支付结算等；电子商务服务则是指如何提供一定的服务以满足这些需求，如

交易平台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的范围很大，因为“供给”可能创造原先并不存在

的“需求”。畅销天下平台是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所从事的是为外贸出口企业

出口产品提供电子商务应用的商业服务业务。 

其次，畅销天下平台提供的是跨境出口电商服务。从交易区域范围来看，随

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继续推进，现代商业的发展趋势是商业中的“全球买”和“全

球卖”现象成为主流；从交易技术应用的角度看，商业也已经进入“互联网+商

业”、“技术+商业”时代，电子商务与移动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在整个社会商品

交易中占比越来越高。以“互联网+外贸”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跨境电商正在成为

主流的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高。随着跨境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引来了技术、认证、支付、物流及服务外包等各类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纷纷进入这

一蓝海市场掘金。 

浙江国贸云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大型跨境电商服务商，秉承“厚德载物、

融通四海”的核心价值观，以跨境电商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为愿景，将高新信息技

术与传统贸易结合，致力于打造“各类跨境电商资源集聚+各类跨境电商主体协

作+各类跨境电商业务协同”的新型跨境电子商务生态体系。由国贸云商重点打

造的跨境出口 B2B 电商联盟系统——畅销天下平台为中国出口企业提供一系列

的信息展示、营销推广、权威认证等跨境电商服务。 

第三，畅销天下平台提供的是“专业技术服务、权威认证服务和网站集群推

广”等新型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创新是商业企业构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在满足

产品生产者的变现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需求过程中，商业企业的创新，主要是不

断通过业务模式创新和服务技术更新，着手改变和重塑信息流、资金流、物流、

商流的流向与流量。伴随着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的流向与流量的变化，

新旧企业兴衰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导致商业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跨境电商行

业的激烈竞争也激发了跨境电商行业的服务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涌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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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优秀的跨境电商企业，展现了新兴的跨境电商模式。 

针对我国企业出口面临的跨境电商 B2B 平台相关服务模式单一、服务供给不

足且成本逐渐提高等问题，以及线下实体产业带面临产业抱团“走出去”的需求，

浙江国贸云商顺应现代商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趋势，通过电

商资源整合、服务模式创新，打造出了新兴的畅销天下平台。平台基于社交推广

的理念，为出口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权威认证服务和网站集群推广”等新

型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包括智能建站、联盟推广、货源共享、网站认证以及其它

增值服务等。平台将逐步实现传统国际贸易的“电子化、数据化、互联网化”，

逐步形成以“资源集聚、主体协作、业务协同”为特色的跨境出口 B2B 电子商务

生态体系。 

畅销天下平台作为一个“工具+渠道+服务”的集成系统，其优势重点体现在

它对生产商和销售商的按需集聚功能上。不同于面向中小企业在线交易服务为主

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如阿里巴巴国际站，只为国内外贸出口企业或生产商与海

外采购商提供信息展示、交易戳合与支付结算等相关跨境出口 B2B电商服务，而

供应商内部之间无法实现协同与合作。畅销天下平台则是利用该平台本身提供的

技术，对供应商按地区、按行业或兼顾地区和行业进行聚合，并通过货源共享使

供应商相互引流、增加销售机会而开展的创新型电子商务服务。 

4.3 核心用户价值 

畅销天下平台提供智能建站工具、网站联盟推广、优质货源共享、网站主体

认证以及各类增值服务。下面分别对该平台核心功能进行介绍。 

4.3.1 智能建站工具 

畅销天下跨境出口 B2B电商联盟系统，可帮助用户在线智能生成外贸出口网

站，其中包括企业垂直站和平台推广站。 

企业垂直站是指为出口企业量身定制垂直站，站点享有独立域名，多语言切

换，全面实现交易、管理、推广营销功能。 

平台推广站是指为政府商会、各推广方等不同主体搭建平台推广站，站长可

根据需求邀请其他独立网站入驻，从而自由排列组合各独立垂直站的产品，实现

全网营销。 

畅销天下平台的智能建站技术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独立域名，独立推广 

畅销天下为企业搭建的网站可享有自己独有的专属域名，企业可对网站进行

SEO设置从而提升搜索引擎排名；同时每个网站可生成一个对应二维码，便于其

进行独立推广。对于外贸企业来说，独立网站相当于企业的名片，能够帮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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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形象，有效推广。但企业自己打造一个高质量的独立网站成本较高，而使用

畅销天下建站能够帮助用户降低建站运营成本，同时使出口网站达到最佳的效

果，有利于企业打造自身品牌和实现长期发展。 

（2）多语言网站 

畅销天下搭建的多语言网站目前支持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和中文 10 个语种，满足用户针对不同目标国

家进行推广的需求。用户可自由切换不同语种站点，并使用中文界面在后台统一

进行管理。 

（3）自定义装修 

畅销天下为用户提供多套精美建站模板，用户可自行根据审美需求和设计风

格进行选择，此外，用户还可自定义网站各种模块内容，设置图片广告等，从而

把网站装修得更为专业美观。 

（4）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是网站产品维护的核心功能区，其中包括产品发布、在售产品管理、

仓库产品管理、关联版式管理、商品分类管理、图片管理、共享中心管理等功能。 

（5）交易管理 

用户可实现在线管理（客户/供应商管理，产品管理，订单管理，邮件管理），

发起询盘、确认合同，单一窗口申报等功能。畅销天下全面服务于外贸出口 B2B，

是为外贸经理人量身打造的专业外贸系统。 

（6）移动端应用 

国内卖家可登录手机端中文版后台，查看询价和合同，轻松管理交易，同时

可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在线与买家沟通洽谈，达成交易并跟踪订单情况；国外买家

只需扫描网站二维码，即可登录该网站查看产品，并在买家后台统一进行管理。 

（7）海关数据查询 

畅销天下提供多个国家的相关海关数据查询功能，用户可在卖家后台提交需

要查询的字段，获取提单号，数量，到港日期等相关信息，有利于出口企业跟踪

订单状态，帮助出口企业增加贸易机会。 

4.3.2 联盟推广 

畅销天下跨境出口 B2B电商联盟系统，作为浙江省龙头国企浙江省国际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直属电商公司的重点产品，全方位调动集团内外多方资源，建立外

贸出口网站推广联盟，在主体上聚合政府商会、出口企业、推广机构及海外个人

之力，在功能上实现 PC 端与移动端对接、海外社交媒体同步，在形式上打通线

下线上两个渠道，帮助企业摆脱传统“坐等”模式，主动出击，同时多方引流，

实现 1+1>2的营销推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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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推广站组建网站集群 

畅销天下帮助政府商会、企业营销人员等不同主体搭建推广平台站。平台推

广站点可邀请独立网站入驻，集中展示独立网站的产品。用户可根据不同需求，

选择不同平台的推广站模板，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营销推广，如政府可建立地方站

打造地方名片，商会搭建行业站展现产业权威型门户，集团站集中建立集团品牌、

目标市场站针对目标客户精准推广等。出口企业依靠各大型推广门户向外辐射，

可免费享受多维推广。 

（2）全面对接海外社交媒体 

畅销天下对接 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平台，使得拥有海外资源的个

人能够便捷实现高效推广，同时获得相应的补贴政策激励（平台运营商补贴），

从而提升其推广积极性。 

（3）线下会展多方案营销 

每个畅销天下搭建的网站都可生成对应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的线下展示，客

户手机扫一扫即可直接将其导流至线上。通过这种创新 O2O的方式可在大型的线

下交易会实现海外客户引流。国外用户只需线下扫描二维码就能登录网站，浏览

网站所有商品，参展团队也能同步收录海外客户信息。 

为打造一个卓越的外贸出口网站推广联盟，国贸云商一方面立足浙江国贸集

团，自上而下，全面普及，全面贯彻集团要求，推动商贸版块成员公司和业务团

队积极使用“畅销天下”；另一方面立足浙江，面向全国，以台州作为推广试点，

同时合作政府商会、权威机构等丰富资源，向浙江省各地区乃至全国辐射推广，

将先进技术、企业产品资源、渠道资源、媒体资源融会贯通，实现互利共赢。 

4.3.3 货源共享 

畅销天下跨境出口 B2B电商联盟系统，首创“货源共享、互利互惠”的概念，

集聚海量优质出口商品，打造货源共享中心,面向所有正式入驻畅销天下的国内

卖家开放货源共享中心。 

（1）自主发布产品 

用户可在发布产品时自主选择是否将其显示在共享中心，如选择显示即代表

同意他人为你分销该产品，用户可进一步设置代理权限；而对于某些新开发的、

高科技含量的特定产品，用户也可选择不显示在共享中心，通过定点推送的方式

发送给目标客户。 

（2）筛选海量货源 

贸易型企业可在共享中心浏览海量优质货源信息，通过关键词查找或分类查

找的方式迅速定位所需产品，并进一步查看产品详情及相关信息，对于感兴趣的

产品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与供应商直接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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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键代理销售 

在畅销天下平台上，一个正式卖家既可以发布优质产品至共享中心供其它卖

家共同销售，也可以在共享中心筛选其它卖家的优质产品进行代理销售。卖家可

在共享中心中查询代理产品，向供货商发起代理申请，获得同意后即可一键代理

产品至自己的独立网站。 

通过这种联盟共享的模式，可以降低海外客户与陌生出口企业之间的信任成

本，高效匹配优质货源与真实出口渠道，卖家之间相互引流，从而最大程度地实

现资源互通，合作共赢，以存量资源带动增量提升。 

4.3.4 网站认证 

畅销天下跨境出口 B2B 电商联盟系统，除向出口企业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之

外，还对出口网站主体提供认证服务。基于第三方资信调查等机构的大数据支持，

浙江国贸云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独立、中立、专业为立足点，秉承“公正、诚

信、权威”的管理方针和“融通四海”的服务理念，持续并严格对中国跨境出口

网站主体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认证，并对符合认证标准的优质出口企业提供畅

销天下诚信认证标志，以方便国外客户及时了解网站主体企业的资信情况。 

网站认证的适用对象为畅销天下联盟正式入驻的会员。会员通过畅销天下商

家中心后台提供基本信息、业务情况等，提交认证申请。畅销天下对其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后，向符合认证条件的企业授予证书及认证标志 。该认证

LOGO 为畅销天下联盟专为中国出口企业定制的诚信认证标志。网站主体通过畅

销天下的认证审核后，其网站会自动展示该 LOGO。 

认证查询方法有两种：一是点击网站上显示的 LOGO，查看该企业的相关认

证信息；二是登录 http://www.cnsellers.com/，在搜索栏输入网站地址或网站

名称，查询相关认证信息。 

http://www.cnsell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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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畅销天下联盟会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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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天下联盟作为独立、中立、专业化的组织，致力于提供领先的专业化检

验、鉴定、测试服务，严格认证中国出口网站主体，竭诚服务每一位全球买家，

建立国际出口贸易信任的桥梁。 

4.3.5 增值服务 

畅销天下除了提供以上功能外，还为用户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项目： 

 

表 4-1 畅销天下增值服务表 

服务项目 服务介绍 

图片空间扩展 
增加您的图片空间，让您可以展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多

的商机。 

海关数据查询 
提供海外 17个国家的海关进口相关数据，了解真实贸易动

态。 

短信发送功能 
向不同国家发送自定义短信，让您和您的客户不落下重要

信息。 

产品图片精修 对产品图片进行精修，满足您对产品展示的高端需求。 

网站图片精修 
帮助您设计符合网站装修风格的条幅、幻灯以及网站形象

图，包含：一张条幅，三张幻灯，一张网站形象图。 

小语种网站 搭建更多小语种网站，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多语言翻译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多语言翻译，500个字/组。 

网站装修 DIY 
通过自定义装修版块，装修设计您的网站，但不包括网站

图片处理。 

网站代运营 帮助用户进行网站代运营。 

搭建专属平台型推广网站 
特别面向各地政府部门、各行业商协会、龙头企业的平台

型推广网站。 

一站式外经贸综合服务 为您提供通关、物流、金融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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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点： 

 用户注册与登陆 

 公司入驻 

 后台管理——用户中心 

 智能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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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公司入驻与智能建站 

5.1 用户注册与登陆 

5.1.1 用户注册 

畅销天下是浙江国贸云商倾力打造的一款基于互联网跨境电商 B2B 智能建

站、营销及交易的管理系统。想成为畅销天下卖家，开展跨境电商 B2B 业务，首

先得要有一个账号，先来注册一个账号吧。 

操作步骤： 

第一步：打开 http://www.cnsellers.cn/并点击【免费注册】按钮，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免费注册 

 

第二步：进入注册页面，填写手机号、验证码与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如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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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点击【下一步】。 

 

图 5-2 填写手机号及验证码 

 

第三步：输入邮箱与畅销天下平台登陆密码，密码建议使用 6-20 位字符组

合，并选择用户类型（包括生产商、贸易商或推广商），如图 5-3 所示，点击【立

即注册】，手机与邮箱均会收到注册成功的信息。 

 

图 5-3 填写邮箱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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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用户登陆 

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登陆，也可在畅销天下首页 http://www.cnsellers.cn/

点击【登陆系统】进行登陆，如图 5-4 所示。 

 

 

图 5-4 登陆系统 

 

用户可选择【手机登陆】也可选择【邮箱登陆】，如图 5-5 所示，登陆成功

后，随即进入图 5-6 所示的界面。 

 

 
图 5-5 填写登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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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系统界面 

 

5.2 公司入驻 

用户注册并成功登陆系统后，用户可选择【试用体验】，也可以选择【正式

入驻】，如图 5-7 所示。 

 

图 5-7 试用或入驻选择 

 

5.2.1 申请试用网站 

试用体验，只包含单店铺功能，无其他任何增值服务。试用体验期限为 7 天，

超过 7 天，用户的个人网站会被禁用，用户信息以及网站信息会保留 90 天，如

果用户在 90 天内未正式入驻，则删除用户信息及网站信息。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试用体验】按钮，进入试用网站申请页。 

第二步：填写“网站名称”，选择“网站语言”、“网站分类”、“经营类目”，

点击【提交申请】，如图 5-8 所示。提交后进入试用店铺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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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试用申请信息填写 

 

注意点： 

1）网站语言目前支持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阿拉伯文及俄语。 

2）网站分类可选择综合、农业和食品、服装、汽车、电子产品等，如图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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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网站分类 

 

3）经营类目根据提示分别选择一级类目、二级类目和三级类目，点击【添

加】，如图 5-10 所示。 

注意点：这里可添加多个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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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经营类目添加 

 

5.2.2 申请正式网站 

正式入驻相关服务及收费标准如表 5-1 所示。会员到期后，用户的个人网站

将会被禁用，用户信息及网站信息会保留 180 天，如果用户在 180 天内未进行续

费，则删除用户信息及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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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正式入驻相关服务及收费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介绍 
试用用户（免

费使用 7天） 

普通用户 

（年费：

￥6880/年） 

VIP用户 

（年费：

￥9880/年） 

智能建站 

为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网

站，让您在推广引流时，独享流量，

不必担心流量被他人分享。 

√ √ √ 

多站管理 多个语种网站，随意切换，管理 默认 5个语种 
默认 10个语

种选 5个 

能选择所有

的语种 

网站模板 
多个网站模板，适合应用不同产品

展示 
3个 3个 3个 

自主装修 
自定义装修功能，满足您个性化的

网站装修 
√ √ √ 

网站空间 网站空间容量 500M 500M 2G 

管理应用 
客户管理，订单管理，产品管理，

在线报关等应用 
√ √ √ 

共享中心 

首创“资源互通，多方盈利”的共

享理念，让您在这里各取所需，互

利互惠 

_ √ √ 

“海关 

数据”查询 
提供海外 17国海关进口相关数据 5次 30次 不限 

网站认证 

对您的网站进行主体认证，认证通

过后，给您的网站添加权威认证证

明 

_ √ √ 

网站设计 
整站设计装修，让您的网站更加引

人瞩目（不包括产品处理） 
_ _ √ 

 

商家入驻包括以下五个步骤，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入驻步骤 

第一步：阅读正式入驻协议，勾选同意，点击【下一步】，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签订入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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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填写公司及联系人信息（图 5-13 所示），营业执照信息（如图 5-14

所示），上传营业执照电子版（如图 5-15 所示），填写完点击【下一步】。 

 

图 5-13 填写公司及联系人信息 

 

 

 

图 5-14 填写营业执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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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上传证明文件 

 

第三步：选择网站等级：含普通用户和 VIP 用户，选择开站时长，网站分类

等信息，如图 5-16 所示。之后选择经营类目，点击【添加】，用户可添加多个经

营类目，如图 5-17 所示。 

 

图 5-16 选择网站经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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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选择经营类目 

 

第四步：以上信息填写完成并提交后，需要联系管理员审核填写的内容，并

为您开通网站，如图 5-18 所示。 

 

 

图 5-18 提交审核 

 

第五步：管理员审核成功后，进入缴费界面，可选择在线或线下支付，如果

有优惠券，可填写优惠券进行抵扣，如图 5-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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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填写优惠券 

   

第六步：用户可选择线下支付或在线支付，如果用户选择线下支付，则需要

上传支付凭证，在备注中填写发票抬头；如果用户选择线上支付，支付界面如图 

5-20 所示，支付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提交支付申请，等待管理员核对收款

信息，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开站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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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支付界面 

 

第七步：开站成功，进入商户管理后台，如图 5-21 所示。 

 

图 5-21 商户管理后台 

注意点： 

试用版用户转为正式网站的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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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登陆商户管理中心后台首页。 

第二步：点击【申请正式入驻】按钮，后续流程与正式入驻申请流程一致。 

 

 
图 5-22 申请正式入驻 

 

5.3 后台管理——用户管理 

商户管理中心首页主要展示了用户基本信息、最近询盘信息、合同信息、产

品信息及平台联系方式等，便于用户快速跟进处理，如图 5-21 所示。 

本节主要讲解用户中心的管理，本部分可对用户的账号信息、头像照片、账

户安全、密码修改进行操作，如图 5-23 所示。 

 

 
图 5-23 用户中心 

 

5.3.1 修改账号信息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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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选择【账户信息】栏目，进入账号信息修改页面。 

第二步：填写用户姓名、性别、生日、所在地区，个性签名等信息，点击保

存修改，如图 5-24 所示，这样可增加网站真实性。 

 

 

图 5-24 修改账户信息 

 

5.3.2 上传头像照片 

为便于好友识别，用户可以上传自己的头像。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头像照片】栏目，如图 5-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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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选择[头像照片]栏目 

 

第二步：点击【图片上传】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单击【选择文件】，根据

系统提示，裁剪相应区域，最终效果图如图 5-26 所示。 

注意点：头像默认尺寸为 120x120px。 

 

 

图 5-26 图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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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维护账户的安全性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账户安全】栏目。 

第二步：维护账户安全：安全性维护包括重新绑定邮箱与手机。两者均绑定，

安全等级为高，绑定其中之一安全等级为中，如图 5-27 所示，可通过验证或重

新绑定升级安全等级，如图 5-28 所示。 

 

 

图 5-27 账户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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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8 账户安全等级修改 

 

5.3.4 修改密码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择【密码修改】栏目。 

第二步：通过邮箱或手机的验证修改密码，如图 5-29 所示。 

 
图 5-29 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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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智能建站 

畅销天下跨境出口 B2B 电商联盟系统能帮助用户在线智能生成外贸出口网

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独立域名，独立推广 

畅销天下为企业搭建的网站享有自己的独立域名，并对其进行 SEO 设置从而

提升搜索引擎排名；同时每个网站可对应生成一个二维码，便于进行独立推广。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独立网站相当于企业的名片，能够帮助企业树立形象，利于

推广。但企业自己打造一个高质量的独立网站成本较高，畅销天下能够帮助用户

降低建站运营成本，同时使出口网站达到最佳的效果，有利于企业打造自身品牌

和实现长期发展。 

（2）多语言网站 

畅销天下搭建的多语言网站支持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葡萄牙语、西班

牙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和中文 10 个语种，满足用户针对不同目标国家进

行推广的需求。用户可自由切换不同语种站点，并在中文后台统一进行管理。 

（3）自定义装修 

畅销天下为用户提供多套精美建站模板，用户可根据审美需求和设计风格自

行选择，如图 5-30 所示，此外，还可自定义网站各种模块内容，图片广告等，

把网站装修得更为专业美观。 

 

图 5-30 网站模版 

 

5.4.2 网站基本设置 

网站设置主要包括网站基本信息、网站幻灯、网站模板、网站导航、网站 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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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及邮件绑定设置管理等。 

（1）网站设置 

操作步骤： 

第一步：在导航栏中点击【网站管理】，然后选择二级栏目【网站设置】，进

入网站设置界面，如图 5-31 所示。 

 

图 5-31 进入网站设置 

 

第二步：上传网站 logo 和手机 logo，点击图片上传，如图 5-32 所示。 

注意点：网站 logo 建议使用 180px*80px 内的 GIF 或 PNG 透明图片，手机页

logo 建议使用 120px*120px 内的 GIF 或 PNG 透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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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设置 logo 

 

第三步：设置网站 ico 图，ico 图为图示位置的图标，点击图片上传，如图 5-33

所示。 

 

图 5-33 设置网站 ico图 

 

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如图 5-34 所示，前往网站进行预览，预览效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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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 所示（orient 的左边），网站 ico 作为缩略的网站标志，显示在浏览器的

地址栏中。 

 

图 5-34 点击预览 

 

 

图 5-35 预览效果 

 

注意点：网站 ico 一般用于作为缩略的网站标志，它显示在浏览器标签上或

者在收藏夹上，是展示网站个性的缩略 logo 标志，也可以说是网站头像。 

网站 ico 图片大小规格有 16px*16px、32px*32px、48px*48px、64px*64px、

128px*128px，支持的图片格式有 gif、png、jpg、jpeg、bmp、ico、icon，建议上

传 ico 格式文件。 

第四步：设置网站幻灯，详见 5.4.2 

第五步：填写货币符号，设置顶级域名以及二级域名，如图 5-36 所示。 

域名设置好后，国外买家可以直接通过域名访问用户的个人网站。 

 



第 5 章 公司入驻与智能建站 

 80 

 

图 5-36 设置货币符号与域名 

 

注意点： 

1）货币符号举例：美元符号 US$; 人民币符号￥; 欧元符号€"。 

2）二级域名：如果二级域名设置为 orient，则可通过 orient.cnsellers.com 访

问。 

3）顶级域名：把独立域名绑定至相关 IP 地址即可，设置教程详见顶级域名

绑定方法。 

 

顶级域名绑定方法 

一、准备域名、网站（或邮箱） 

您需要拥有一个域名以及从服务器提供商处获取主机 IP 地址（或电子邮箱 

MX 记录），以便完成后续绑定设置。 

二、设置域名解析 

登陆阿里云/万网【管理控制台】，进入域名解析列表，把域名指向网站主

机 IP 地址（或电子邮箱 MX 记录），即可快速完成域名解析设置。具体操作流

程如下： 

1.进入域名解析设置页 

1)登陆阿里云/万网【管理控制台】，在顶部主导航位置点击【产品与服务】

--【云解析】，进入“域名解析列表”；选择需添加解析的域名，点击右侧操作

的【解析】入口，即可进入到域名解析设置页。 

【提醒】非万网域名用户，进入“域名解析列表”后，点击列表右上方【添

加域名】，在弹出框中输入您需要设置解析的域名，点击【添加】即可；添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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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后点击域名右侧【解析】入口，即可进入域名解析设置页。 

 

2.新增解析 

以将域名指向您的网站为例，对于新手用户，我们支持一键解析，您只需要

填写网站的 IP 地址，即可完成解析。 

【提醒】客户可以【进入高级设置】，点击【添加解析】，选择记录类型为 

A 记录；主机记录为空，或填写 www；记录值填写您之前获取的主机 IP 地址；

解析线路，TTL 默认即可。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域名解析设置。 

3.DNS 检查 

域名解析设置完成后，需确定使用万网云解析 DNS 方能解析生效。 

万网域名用户在首次解析时已使用万网 DNS，无需再做修改。 

如果使用的是万网 DNS，无需修改，直接进入“4、解析生效时间”，等待

生效。 

如果使用的非万网的 DNS，如何修改成万网 DNS。 

4、解析生效时间 

新增解析完成设置即时生效。 

修改解析则需要 10 分钟~2 小时，最终生效取决于各地运营商的缓存刷新

时间，请耐心等待。 

注：如果您的域名指向的 IP 为万网虚拟主机，请在管理控制台绑定域名。 

三、登录 cnsellers.cn，绑定您的域名 

登录 cnsellers.cn，进入用户管理中心——网站——网站设置，输入需要绑

定的域名，点击“确认提交”即可完成绑定。 

 

完整教程请查看 

http://www.cnsellers.cn/index.php?ctl=Seller_Shop_Article&met=index&a

rticle_id=7 

 

 

第五步：填写电子邮件，电话，ICP 证书号，如图 5-37 所示。 

注意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简称：ICP 许可

证），是指一般性经营性网站的主办者向当地区县申请的证书证明，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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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7 填写 ICP等信息 

 

第六步：填写第三方流量统计代码，如图 5-38 所示。 

填写百度站长 HTML 验证标签，如图 5-39 所示。 

填写版权信息，如图 5-40 所示。 

填完之后，点击【确认提交】。 

 

 

图 5-38 填写第三方流量代码 

 

 

图 5-39 填写百度站长 HTML 验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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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0 填写版权信息 

 

（2）网站幻灯设置 

网站幻灯又称为轮播图，通过网站幻灯特效，在有限的空间上展示了几倍于

空间大小的内容，并且有着良好的视觉效果。 

网站幻灯一般用来展示企业主打产品图、新品上架图、热销产品图和店铺活

动图等。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网站幻灯】菜单，如图 5-41 所示。 

 
图 5-41 进入网站幻灯 

 

第二步：点击图片上传按钮，选择要上传的幻灯片图片，并设置链接地址，

如图 5-42 所示。 

 

图 5-42 设置幻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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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完成图片上传及链接设置后，点击下方的【提交】按钮。 

第四步：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前往网站进行预览。 

第五步：查看网站幻灯效果图，如图 5-43 所示。 

 

 

图 5-43 网站幻灯效果 

 

注意点： 

1）网站最多可上传 5 张幻灯片图片。 

2）支持 jpg、jpeg、gif、png 格式上传，建议图片宽度 1200px、高度在 300px

到 500px 之间、大小 1.00M 以内的图片。提交 2~5 张图片可以进行幻灯片播放。 

3）操作完成以后，按【提交】按钮，可以在当前页面进行幻灯片展示。 

4）跳转链接必须带有【http://】 

 

（3）网站模版设置 

畅销天下为用户提供多套精美建站模板，用户可根据审美需求和设计风格自

行选择。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网站模版】菜单，如图 5-44 所示。 

 
图 5-44 进入网站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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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其中一个模版，如潮流世界，粉色等， 点击【预览】按钮，

可查看效果。 

 

图 5-45 选择模版 

 

第三步：点击【使用】按钮，网站的整体风格就进行了修改。点击【网站首

页】，即可查看网站效果，如图 5-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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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6 使用模版 

 

（4）网站导航设置 

网站导航的基本作用是为了让用户在浏览网站过程中方便地回到网站首页

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页面。通过设置网站导航，让国外客户更加了解企业信息、

及产品信息等。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网站导航】菜单，如图 5-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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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7 选择网站导航 

 

第二步：点击【添加导航】，如图 5-48 所示。 

 

图 5-48 添加导航 

 

第三步：填写导航相关信息，包括导航名称，导航排序等，如图 5-49 所示。 

 

图 5-49 填写导航信息 

 

第四步：管理网站导航，点击【编辑】按钮，可重新编辑导航内容，点击【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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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按钮即可删除导航内容，如图 5-50 所示。 

 

图 5-50 导航列表编辑 

 

注意点： 

导航的序号决定了导航的排序，数值小的排前，数值大的排后，如图 5-51

所示的导航列表最终的排序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5-51 导航排序效果 

 

（5）注册协议设置 

本部分可以自定义您的注册协议给国外买家。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注册协议】菜单，如图 5-52 所示。 

 
图 5-52 选择注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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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编辑协议内容，确认提交，如图 5-53 所示。 

 

图 5-53 编辑协议内容 

 

5.4.3 经营类目 

操作步骤： 

第一步：在导航栏中点击【网站管理】栏目，然后选择二级栏目【经营类目】，

进入经营类目界面，如图 5-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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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4 经营类目界面 

 

第二步：点击【添加类目】，弹出添加类目对话框，按照一级二级三级目录

进行选择，最后点击【确定】，如图 5-55 所示，添加类目后需要等待管理员审核。 

注意点：如果该类目已存在，则系统会提示该类目已存在，不能继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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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5 添加经营类目 

 

第三步：在经营类目列表中，可通过删除等操作管理经营类目，如图 5-56

所示。 

 

 

图 5-56 管理经营类目 

 

5.4.4 文章管理 

该版块的文章直接显示网站帮助中心，为国外买家提供帮助。包括文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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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章管理。 

（1）文章分类 

操作步骤： 

第一步：在导航栏中点击【网站管理】栏目，然后选择二级栏目【文章管理】，

进入相应界面，如图 5-57 所示。 

 

 

图 5-57 选择文章管理 

 

第二步：点击右边的【添加分类】按钮，进入“添加文章分类”界面，用户

可设置分类名称与分类的排序，如图 5-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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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8 添加分类 

 

第三步：通过编辑或删除管理文章分类，如图 5-59 所示。 

 

 
图 5-59 管理文章分类 

 

（2）文章管理 

第一步：点击【文章管理】按钮，进入文章管理栏目，如图 5-60 所示。 

 

 

图 5-60 选择文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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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添加文章】按钮，进入添加文章界面，如图 5-61 所示。用

户可编辑文章标题，选择文章分类，填写文章的排序，SEO 标题，SEO 关键字，

SEO 描述与相应内容，最后点击【确认提交】。 

 

 

图 5-61 添加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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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文章管理】按钮，在文章列表页中，可点击【编辑】或【删

除】按钮进行文章的管理与修改，如图 5-62 所示。点击文章标题即可进行预览，

如图 5-63 所示。 

 

图 5-62 文章管理 

 

 
图 5-63 文章预览效果 

 

5.4.5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是指在自己的网站上添加对方网站的链接。例如，用户可添加企业

官网链接。友情链接可快速告诉搜索引擎网站所做的关键词是哪些，缩短关键词

排名时间，快速提升排名。 

操作步骤： 

第一步：在导航栏中点击【网站管理】栏目，然后选择二级栏目【友情链接】，

进入相应界面，如图 5-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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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4 选择友情链接 

 

第二步：点击右边的【添加友情链接】按钮，进入“添加友情链接”界面，

如图 5-65 所示。编辑友情链接相关信息，包括标题，链接地址和排序，最后点

击【确认提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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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5 添加友情链接 

 

第三步：在友情链接列表页中，可点击【编辑】或【删除】按钮对友情链接

进行修改或删除，如图 5-66 所示。 

 

 

图 5-66 编辑友情链接 

 

第四步：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前往网站进行预览。查看网站友情链接效

果图，友情连接显示在页面的底部，如图 5-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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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7 友情链接效果图 

 

5.4.6 网店装修 

畅销天下为用户提供自定义网站各种模块内容，图片广告等。通过自定义装

修功能，满足用户个性化的网站装修需求，把网站装修得更为专业美观。 

（1）页面布局 

第一步：进入网站装修栏目。在导航栏中点击【网站管理】栏目，然后选择

二级栏目【网站装修】，如图 5-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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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8 进入网店装修 

 

第二步：选择装修页面。进入网站装修界面，通过下拉列表选择要装修的页

面，如首页、产品详情页、产品列表页、登录页及注册页，如图 5-69 所示，我

们以首页为例，选择【首页】选项，即可进行【页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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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9 选择装修页面 

 

第三步：添加模块。在自定义栏目页面中，用户点击【添加模块】，即可添

加相应栏目，包括网站幻灯片、网站条幅、图片广告、站内搜索等，如图 5-70

所示，例如用户点击【图片广告】，页面中即刻添加了图片广告模块，如图 5-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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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0 添加模块 

 

 
图 5-71 添加模块效果图 

 

第四步：删除模块。在相应模块右侧点击“×”，即可删除该模块，点击【删

除】按钮，可以删除框中所包含的所有模块。 

 

（2）页面编辑 

第一步：进入编辑页面。点击【页面编辑】按钮，用户可进入相应页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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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如图 5-72 所示。 

 

图 5-72 编辑页面 

 

第二步：修改模块内容与显示方式。每个模块的右上角均有两个符号 ，

分别表示修改与删除，点击 表示修改，点击 表示删除，如图 5-73 所示。 

 

图 5-73 修改模块 

 

例如，用户点击网站幻灯图的【修改】按钮，随即弹出对话框，如图 5-74

所示，用户可以重新设置轮播图的宽度、高度和上边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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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4 设置轮播图参数 

如果用户点击广告图片的【修改】按钮，随即弹出对话框，如图 5-75 所示，

用户可以重新选择图片，设置图片的宽度和高度、图片超链接等。 

 

图 5-75 修改广告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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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点击最新产品模块的【修改】按钮，随即弹出对话框，如图 5-76

所示，用户可以重新选择产品类型，显示数量和展示方式等。 

 
图 5-76 修改产品模块 

 

如果用户点击了自定义区域的【修改】按钮，随即弹出对话框，如图 5-77

所示，用户可在编辑区域添加代码、文本与图片等自定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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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7 修改自定义区域 

 

第三步：修改配色方案。点击

左边的【配色】按钮，可进行配色方

案的调整，如图 5-78 所示，如设置

网站导航背景颜色，网站按钮背景颜

色，页头背景颜色，页头背景图片，

页面背景颜色，页面背景图片等。 

 

 

图 5-78 修改配色方案 

 

第四步：预览与发布。页面编辑完成，即可点击【预览】按钮预览页面效果，

效果满意的情况下，点击【发布站点】正式发布，如图 5-7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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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9 预览与发布 

 

5.4.7 网站 SEO 设置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网站 SEO 设置栏目。在导航栏中点击【网站管理】栏目，然

后选择二级栏目【网站 SEO】，如图 5-80 所示。 

 
图 5-80 选择网站 SEO 

 

第二步：SEO 设置栏目。选择相应页面，设置标题，关键字和描述，如图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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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5-81 设置 SEO 

 

5.4.8 网站认证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网站认证栏目。在导航栏中单击【网站管理】栏目，然后选择

二级栏目【网站认证】，如图 5-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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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2 进入网站认证栏目 

 

第二步：申请认证。点击【申请认证】按钮，按照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并提交，

如图 5-83 所示。 

 

 
图 5-83 申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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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审核通过，查看结果。通过认证的信息如图 5-84、图 5-85 所示。 

 

图 5-84 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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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5 认证证书



国贸云商-Cnsellers.cn 畅销天下教程 

 111 

第
6

章 

图
片
的
拍
摄
与
处
理 

本章要点： 

 拍摄技巧 

 图像编辑与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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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图片的拍摄与处理 

网上购物，买家主要通过图片来了解产品信息。图片的好坏，往往影响买家

决定是否点击查看你的产品，图片的效果直接影响到买家对商品的认知和购买转

化。 

要呈现一张优秀的商品图片，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拍摄技巧和图片处理。 

6.1 拍摄技巧 

6.1.1 拍摄准备 

（1）相机：相机分为轻巧型、准专业型和专业级。轻巧型的特点是轻薄小

巧，方便携带，集成度高，但成像效果一般。准专业型具有相对完善的拍摄功能，

例如手动挡模式，价格适中。专业级相机，是提供给专业摄影人士使用的高端相

机，特点是成像品质一流，配套附件种类繁多，体积大而厚重，其价格也不菲。 

在商品拍摄的相机选择上，最好选择带有微距功能的相机。因为拍摄商品时

免不了要拍摄商品的细节特写或商标，拍摄首饰类细小商品时，更需要采用特写

放大来呈现商品的款式和工艺，此时，使用微距功能就可以帮助我们拍摄出符合

要求的放大图片。微距功能尤其在拍摄拉链、针脚、洗标等商品细节方面具有巨

大的优势。 

 

图 6-1 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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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三脚架 

 

（2）三脚架：避免相机晃动，保证图片清晰度。 

（3）灯：室内拍摄，可采用 LED 小型摄影棚灯箱套装，如图 6-3 所示。或

者准备 2 只以上的照明灯，如图 6-4 所示，具体摆放还需要多多实践，找到最

佳的距离和角度。 

 

图 6-3 小型摄影棚灯箱套装 

 

图 6-4 拍摄环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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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背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直接购买专业摄影背景布或纸，如图 6-5

所示。如果经费有限，可购买白卡纸来制作简易背景，千万不要直接用复印纸。 

 

图 6-5 拍摄台 

6.1.2 基本构图 

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谁都想拍摄出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当我们熟悉自己

的相机，并掌握了布光、用光等知识，我们考虑的一定是如何构成一个理想的画

面。 

（1）九宫格构图 

九宫格构图是用四条线把画面分成九个小块，这四条线的交点是线条的黄金

分割点，如图 6-6 所示。将被摄主体或重要景物放在“九宫格”交叉点的位置

上，如图 6-7所示，“井”字的四个交叉点就是主体的最佳位置。这种构图方式

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使主体自然成为视觉中心，具有突出主体，并使画面趋向

均衡的特点。 

 

 
图 6-6 九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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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九宫格示例 

 

（2）对称构图 

为了在视觉上突出主题，我们常常将主体放在画面的中间，左右基本对称。

对称构图具有平衡、稳定、相呼应的特点，但表现呆板、缺少变化，为了防止这

种呆板的表现形式，我们常常会在对称中构建一点点的不对称，如图 6-8、图 6-9

所示。 

 

 
图 6-8 对称构图 1 

 

     
图 6-9 对称构图 2 

 

（3）竖式构图 

竖式构图是商品呈竖向放置和竖向排列的竖幅构图方式，这种构图方式可以

表现出商品的高挑，常用来拍摄长条的或者竖立的商品，如图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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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竖式构图 

（4）斜线构图 

斜线构图是商品斜线摆放的构图方式，其特点是富有动感、个性突出，对于

表现造型、色彩或者理念等较为突出的商品，斜线构图方式较为实用，使用得当

可以产生不错的画面效果，如图 6-11所示。 

 

图 6-11 斜线构图 

6.1.3 商品摆放技巧 

商品的摆放其实也是一种陈列艺术，同样的商品使用不同的造型和摆放方式

会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如图 6-12所示，同样是指甲油，不同的摆放呈现出完

全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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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商品摆放 

（1）商品摆放角度 

图 6-13所示是小饰品的几种摆放方式，我们可以将短的耳坠用垂直悬挂的

方式来摆放，因为人的视觉习惯是视点朝下，所以这个角度看东西让我们的眼皮

感到最轻松。因此，这样的摆放方式可以使视觉中心正好落到耳坠的串珠造型上。 

长的耳坠可以利用对角线构图原理，呈 45 度或八字形摆放，有效地缩短商

品长度在构图中占用的空间，将我们的视觉中心自然的引到了商品的主要造型

上。 

 
图 6-13 不同摆放角度 

 

（2）商品外形的二次设计 

在拍摄时充分运用想象力，来二次设计和美化商品的外部线条，使之呈现出

一种独特的设计感和美感。图 6-14所示是皮鞋和皮带的摆放方式，这些鞋头的

花朵造型与鞋子的摆放形状浑然一体，此时，商品的外形已由单只皮鞋变为一个

圆形，视觉中心在鞋头的花朵和缤纷的色彩上，还可以利用斜边构图来摆放商品，

使鞋子有正面侧面、鞋头后跟和距离远近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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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3）摆放的疏密与序列感 

摆放多件商品时最难的是要兼顾造型的美感和构图的合理性，因为画面上内

容多就容易显得喧闹和杂乱，此时，采用有序列感和疏密相间的摆放就能很好地

兼顾这两点，使画面显得饱满、丰富、而又不失节奏感和韵律感，如图 6-15所

示。 

 

图 6-15 摆放的疏密关系 1 

图 6-16所示的糖果色耳钉摆放看似随意，实则存在一定的疏密关系，后面

和右边的一颗离得稍远，前面一颗和左边的三颗靠在一起，形成了视觉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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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摆放的疏密关系 2 

拍摄注意点： 

1）美妙得体的布景，可以将买家带入你设计的情境中，促成购买。 

2）布光时灯光最少要两个，这样可以保证商品左右都受光均匀。 

3）牢记九宫法，将商品最需要表现的细节放在黄金分割点上。 

4）布景或者取景时，不要把商品的菱角对准买家的心脏，会造成较强的视

觉冲击，影响买家购买情绪。 

5）拍摄商品的某些细节和多角度(正面、背面、侧面、顶部)的特写，以便潜

在买家可以全面的了解商品的实际情况。必要时在图片上可以注明尺寸信息。 

 

6.2 图像编辑与美化 

图像是视觉营销的主要元素，但是，拍摄的图片往往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如

文件太大不能上传，图像色彩偏色，商品背景杂乱等，需要用一些工具如

Photoshop对图片进行处理美化使其符合使用要求。 

6.2.1 图像编辑 

（1）认识 Photoshop 

Photoshop软件是 Adobe公司开发的一款专业的图像编辑处理软件，已广泛

应用于广告、平面设计、网店美工等领域，Photoshop 的工作界面如图 6-1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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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Photoshop 工作界面 

（2）打开和保存文件 

1）打开一张图片，方法有三种：①使用“文件”菜单里的“打开”命令，

如图 6-18 所示；②使用快捷键 Ctrl+O；③双击 Photoshop 界面中心。 

 

 
图 6-18 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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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存图片的方法：一般按下键盘上的快捷键 Ctrl+S，或使用“文件”菜单

“存储”（如果要另存的话就选择“存储为”选项，如图 6-19 所示；保存的图片

可以选择任意格式，.psd 是能保存当前处理的所有图层，下次打开还可以继续编

辑，jpg、png、gif 格式就是保存处理好的图片格式）。 

 

图 6-19 存储为命令 

（3）调整图像大小 

第一步：打开图像文件。 

第二步：选择“图像”菜单中的“图像大小”命令。 

第三步：修改对话框中的宽度和高度参数，如图 6-20所示。如果选中“约

束比例”选项，在进行图像修改时，宽度和高度会按比例自动调整，不会变形。 

 

图 6-20 修改图像大小 

（4）裁剪图片 

第一步：打开图像文件。 

第二步：选择裁剪工具。图片导入后，点击左侧工具箱中的“剪裁”工具，

如图 6-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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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裁剪工具 

第三步：从图像的左上角到右下角拖出一个区域，虚线方框内高亮的部分是

裁剪后保留的内容，外面的区域是裁剪的部分，按回车键确认裁剪，如图 6-22

所示。 

 

图 6-22 裁剪图像 

 

通过裁剪工具的参数调整，可裁剪出不同比例的图像效果，如 1：1，4：3，

16：9等，如图 6-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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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裁剪比例 

 

6.2.2 图像调色 

在拍摄时因为环境光线的原因，经常会拍出曝光不足或偏色的图片，直接影

响成交的结果。本部分主要介绍图像的亮度和色彩的调整。 

（1）调整明暗对比度 

色阶是表示图像中从暗（最暗为黑色）到亮（最亮为白色）像素的分布情况，

一般以波峰值的直方图表示，体现了一张图从暗到亮的各个层级中像素的分布数

量。通过 Photoshop 的色阶工具，可以调整图片的亮度，举例如下。 

第一步：打开图像，发现该图像非常灰暗，缺少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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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调整色阶原图 

第二步：打开色阶工具。选择菜单“图像”-“调整”-“色阶”命令。从色

阶的波峰来看，该图像的亮部和暗部的细节都缺失。 

 

图 6-25 色阶对话框 

 

第三步：在输入色阶中，按住鼠标左键将左边的黑三角往中间拖动，右边的

白三角也往中间拖动，得到调整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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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6 调整色阶效果图 

 

另外，也可以通过“图像”-“调整”-“曲线”命令调整图像的明暗对比度。 

（2）调整图片偏色 

在拍摄时因为光线色温、环境光干扰等原因，经常会拍出一些偏色的照片。

因此，在商品拍摄后，对有偏色的图片一定要进行调色处理，举例如下。 

第一步：打开图像，发现该图像白色的背景色明显偏蓝。 

 
图 6-27 原图 

第二步：打开色阶工具。选择菜单“图像”-“调整”-“色阶”命令。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选项”按钮下方最右边的那个吸管来设置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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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8 设置白场 

 

第三步：在图像的白色区域点击，可以多次尝试，会得到不同的效果，得到

理想的效果后，点击【确定】按钮。 

 

图 6-29 效果图 

6.2.3 图像美化 

（1）污点修复 

在照片拍摄过程中，因为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照片品质的污点，

通过 PS强大的处理功能可以轻松处理这些问题，让图片更美观。 

第一步：打开图像文件 

第二步：选择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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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0 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第三步：直接单击污点区域。 

 

图 6-31 原图 

  

图 6-32 效果图 

注意点：该工具适用于小污点的修复处理、去斑和去痘等。在设置工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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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注意画笔大小要根据污点的大小来设置。 

（2）修补工具 

图片中若有较大面积的污点需要去除的话，建议采用修补工具，举例如下。 

第一步：打开图像文件 

第二步：选择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图 6-33 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第三步：先把要修补去掉的部分，画圈选中，松开鼠标。 

 
图 6-34 选中要修补去掉的部分 

第四步：按住鼠标左键将圈中的选区（A），拖动到可以替补这块选区的地方

（B），B 区域的像素就会代替 A 区域原来的像素，如图所示。按快捷键 Ctrl+D

取消选区完成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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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5 移动区域 

 
图 6-36 效果图 

（3）调整图片清晰度 

Photoshop滤镜的功能非常强大，通过“锐化”命令能将图片调整得更加清

晰，举例如下。 

第一步：打开图像，发现该图像有点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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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7 原图 

 

 

图 6-38 锐化对话框 

第二步：择菜单“滤镜”-“锐化”-“USM 锐化”命令，打开“USM 锐化”

对话框，调整参数，如图 6-38所示，点击确定。 

第三步：多次锐化后，我们发现图像变得清晰了，如图 6-39所示是通过调

整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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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9 效果图 

（4）模特美容 

模特的美容与美体可通过 Photoshop滤镜菜单中的液化工具来实现，举例如

下。 

第一步：打开图像。 

 

图 6-40 原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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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 效果图 

第二步：选择“滤镜”-“液化”命令，进入“液化”对话框，如图 6-42

所示。 

 

图 6-42 液化对话框 

第三步：按“W”键，选择“向前变形工具”。在脸部、头发等处拖动鼠标，

向里推或向外拉就可以了（注意推拉的过程中笔型的大小，就是如图所示的圆圈，

因为笔型的大小会影响产生液化变形的区域）。多次尝试，很容易将图调成我们

所需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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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产品管理与货源共享 

7.1 产品选品和发布 

7.1.1 产品选品 

对于跨境电商而言，正确的选品十分重要，对于垂直 B2B电商企业来说，选

品同样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产品选不好，很可能在跨境创业之初就走了

弯路，甚至越走越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却收效甚微。 

在选品之前我们必须了解选品的本质，选品就是要选质量，价格，特性最符

合目标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突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围绕这个宗旨，我们引申了

这样一条选品思路： 

（1）深入了解自身所处的外贸行业特点 

不少想涉足跨境电商的企业都有做过传统外贸的经验。传统外贸一般都会有

一些外贸优势，比如说有熟悉的几个供应商合作伙伴、熟悉国际物流渠道、对于

传统的 B2B网站运营有一定的理解等等。 

有传统外贸的基础，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和优势。跨境电商只是传统

外贸的一次升级和转型，梳理一下自身所处外贸行业的核心优势，思考如何应用

到跨境电商的新模式上面。 

（2）网站要有清晰且个性化的定位 

跨境电商 B2B网站定位的要点有 3点，分别是网站的目标市场，目标客户需

求和网站经营者的独特核心竞争力。 

目标市场：通过跨境平台的行业调研，然后进行市场细分，判断各细分市场

的潜力及与网站店铺的匹配度。 

目标客户需求：数据是核心。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判断相关品类在市场上的供

求情况。这里推荐赢搜（winsog.com）平台，只要搜索产品关键词就可以大致了

解该品类在市场的商机情况。 

网站经营者的独特核心竞争力：通过数据调研了解相关市场的情况，接下来

就要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你是希望产品性价比高？还是希望产品填补市场的

空白？这是定位中最重要的一步，必须三思而后行。 

（3）选品方法 

1）以跨境平台作为搜索平台确定热销产品 

这是最常规的做法，进入速卖通网站，输入某个关键词，搜索框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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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EARCHES 的关键词，再把这类热词结合如赢搜平台（winsog.com）这样的

第三方数据工具就可以得出结论。 

2）浏览国外网站选择热销产品 

通过浏览一些行业的网站，比如在 Google 输入关键词去搜索一些目标海外

市场的网站，点击进入这些海外网站的热销排行，特别是那些最新款式的产品。 

3）社交媒体的热词 

跨境电商网站的核心就是抓住终端客户，现在最大市场需求信息聚集地就是

社交媒体，比如 facebook、twiiter、pinterest 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国外社交媒

体的习惯和兴趣，关注社交媒体的热词。抓住了社交媒体就等于抓住了真正的市

场风口。 

4）进入速卖通等跨境平台学习榜样卖家 

我们可以把想做某个产品的品类通过关键词搜索到一个榜样店铺，进入店铺

的买家页面通过研究分析买家页面可以找到很多跨境选品的商机。通过研究榜样

卖家的买家页面，可以了解到爆款产品的标题，关键词，市场定位，市场活跃度

等。也可以通过查询类似于淘宝的交易记录这样的买家记录了解到这个产品客户

来源，买家满意度，买家的客户评价。 

可以把搜集来的爆款产品作为自己网站的主打产品。 

5）选择一款真正盈利的产品 

店铺的盈利问题是最核心的点。判断一件产品是否盈利，首先我们需要清楚

如何去计算一个产品的利润率。  

产品利润=零售价格-供应商报价-国际物流成本-综合成本(人工，平台费用，

包装，P4P推广成本等) 

先选择一个榜样店铺，然后选定产品，观察它的商品价格，销售业绩，再在

1688选择一个同类供应商大概了解一下进货价格，算一下基本的综合运用成本，

你就基本上可以算出这个产品是不是有利润，从而判断这件产品的盈利能力。  

值得留意的是爆款产品是一个店铺生存的核心，不仅仅是因为爆款产品带来

持续的现金流，最重要的是爆款产品可以建立自己稳定的客户群体，打造品牌。

对于爆款我们应该理解产品的几个因素： 

a.产品的利润率是多少，盈利的关键。 

b.通过榜样店铺算出单日的销售数据。 

c.店铺流量转化率。这是一个爆款最核心的数据。 

6）打造自己产品线 

选品的定位一般是 20%是引流产品，20%是核心赢利产品，60%才是常规产品。

产品线应该设置关联性，客户都倾向于在一个网站满足自己的进货购买需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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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品线也不能拖太长，因为产品线太长会有压库存的问题，对于运营成本是有

很大压力的。对于自己产品线的打造，核心还是在市场实践中不断优化和调整，

我们可以根据日常的经营数据，客户反映，竞争对手的销售情况等数据，最终打

造出符合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线。 

7.1.2 产品发布 

产品发布过程包括产品分类选择、产品信息填写、产品图片上传以及最后的

提交过程。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产品发布】页面。 

（1）选择产品分类 

该产品的分类在共享中心进行展示。 

 

图 7-1 产品发布选择分类 

 

选择产品类别后，点击【下一步，填写产品信息】按钮，进入产品信息填写。 

注意：如果希望编辑产品分类，可以在【网站管理】——【经营类目】中进

行添加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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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产品信息 

产品信息填写包括产品基本信息和产品代理信息两个部分。 

产品基本信息包括本站产品分类、产品名称、货号、默认主图、产品详情、

页面版式、品牌、重量、产地、价格、是否在首页显示以及是否推荐到共享中心

等内容。 

 

 

图 7-2 产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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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关联版式 

 

 

图 7-4 产品推荐和显示 

 

注意点： 

1）本站产品分类是在本网站内部的产品分类，单个产品可以归属到多个分

类中。网站分类可以在【产品管理】——【产品分类】中自定义。 

2）关联顶部版式和关联底部版式，可以把预设内容插入到产品描述的顶部

或者底部，方便对产品描述批量添加或修改。具体操作在关联版式中进行讲解。 

3）产品推荐选项决定产品是否显示在网站首页，并同步到共享中心产品缩

略图中。 

4）详情页一般要做到主题突出、风格统一、条理清晰。 

5）产品名称设置详见教程产品名称设计技巧。 

 

产品名称设计技巧 

产品名称，一般设置的方法为： 

产品名称=修饰词+产品关键词 

或者 

产品名称=产品关键词+for/with+修饰词 

例如产品三个关键词分别是 paper bag, shopping bag, custom paper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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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产品标题就可以设置成 custom kraft paper shopping bag with paper twist 

rope。这个标题既覆盖了三个关键词，又加了修饰词kraft 和 paper twist rope。

这样覆盖面会更广，更有利于被客户搜到。 

 

点击【提交】按钮后，进入产品图片上传信息部分。 

（3）上传主图 

产品主图是产品与买家的“初次见面”，所以要在产品主图设计上多花一点

心思。设计产品主图的基础素材，要选择展现产品某一角度全貌的照片，而不是

选择只显示产品局部内容的照片。 

产品详情页面会自动提供放大镜功能，即买家将鼠标移动到产品主图上时会

显示局部放大效果，以便查看产品细节。 

 

图 7-5 上传主图 

 

上传的第一张主图将显示在前台的产品列表页中。 

 



第 7 章 产品管理与货源共享 

 140 

 

图 7-6 产品列表效果图 

 

上传的主图在前台页面中显示效果如下： 

 

 

图 7-7 主图效果图 

 

编辑完主图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产品发布工作。 

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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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使用 jpg\jpeg\png 等格式、单张大小不超过 1M 的正方形图片。 

2）上传图片最大尺寸将被保留为 1280px。 

3）最多可上传 5 张图片。 

4）通过更改排序数字可修改产品图片的排列显示顺序。 

5）图片质量要清晰，不能虚化，要保证亮度充足。 

6）操作完成后请点下一步，否则无法在网站生效。 

7）主图为白色背景正面图。 

8）排序依次为正面图->背面图->侧面图->细节图。 

（4）发布成功 

产品发布成功后，在前台页面查看效果。 

 
图 7-8 产品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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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产品批量导入 

当有多个产品需要录入时，可以使用产品批量导入功能，实现产品的快速发

布。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产品批量导入】页面。 

 

 

图 7-9 产品批量导入 

 

（1）下载导入模板 

导入模板为 CSV 格式文件，请用 OFFICE2003 及以下版本打开和编辑。不按

照格式可以批量导入但是会出现乱码（WPS 和 OFFICE2007，暂不适用），批量上

传只适用于同一产品分类。 

（2）编辑导入产品内容 

编辑导入内容请按照产品发布规范进行编辑。错误的内容和格式有可能会导

致导入失败。 

 

 

图 7-10 填写导入模板 

 

 注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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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修改 CSV 文件请务必使用微软 excel2003 软件，且必须保证第一行表

头名称含有如下项目:  

产品名称、代理产品名称、产品价格、商家货号、产品品牌、产品毛/净重、

产品单位、最小起订量、生产地、支持付款方式、发货港、产品详情、产品参数、

产品认证、包装参数、代理说明、是否推荐、是否可定制、代理商付款方式； 

2）如果因为导入表头名称有出入，请先修改成上述的名称方可导入； 

3）如果 CSV 文件超过 8M 请通过 excel 软件编辑拆成多个文件进行导入； 

4）必须保证文件编码为 UTF-8。 

（3）导入产品 

选择需要上传的 CSV 文件、产品分类以及本站分类后，点击【导入】按钮，

完成产品导入。 

导入后的产品将保存在【仓库中的产品】中。 

7.2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是网站产品维护的核心功能区，其中包括产品发布、出售中的产品、

仓库中的产品、关联版式、产品分类、产品批量导入等功能。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页面。 

 

7.2.1 发布产品管理 

发布产品管理实现产品发布、产品查询、产品编辑、产品下架以及产品删除，

同时可以将产品批量下架、复制到自己关联的其他站点、发送到自己的邮箱、推

送给好友以及推送给代理商。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已发布的产品】页面。 

 



第 7 章 产品管理与货源共享 

 144 

 

图 7-11 出售中的产品 

 

（1）产品搜索 

在页面顶部，选择搜索范围，填写搜索内容，可以实现基于该范围的产品内

容的搜索。 

 

 

图 7-12 出售产品搜索 

 

（2）产品下架 

点击产品右侧的【下架】按钮，可以实现对该产品的快速下架操作。 

 

 
图 7-13 出售产品下架 

 

（3）产品编辑 

点击产品右侧的【编辑】按钮，可以实现对该产品的编辑功能。产品编辑操

作请参见【7.1.2 产品发布】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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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出售产品编辑 

 

（4）产品删除 

点击产品右侧的【删除】按钮，可以实现对该产品的删除功能。 

 

 
图 7-15 出售产品删除 

 

（5）产品复制 

点击产品右侧的【复制】链接，可以将该产品复制到自己管理的其他站点中。 

 

 

图 7-16 出售产品复制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快速复制的网站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产

品复制。 

（6）产品发送到邮箱 

点击产品右侧的【发送到自己邮箱】按钮，将产品信息发送到绑定自己账户

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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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出售产品发送到自己邮箱 

 

（7）产品批量操作 

点击产品列表下方的快捷操作按钮，实现批量删除、下架、复制以及发送产

品信息到邮箱操作。 

 

 

图 7-18 出售产品批量操作 

 

 同时，还能实现产品批量推送到好友或代理商的功能。 

 

7.2.2 仓库产品管理 

仓库产品管理实现产品发布、产品查询、产品编辑、产品上架以及产品删除，

同时可以将产品批量上架、复制到自己其他站点、发送到自己的邮箱。 

（1）仓库中的产品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仓库中的产品】页面。 

 

 

图 7-19 仓库中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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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搜索 

在页面顶部，选择搜索范围，填写搜索内容，可以实现基于该范围的产品内

容的搜索。 

 

图 7-20 仓库产品搜索 

 

2）产品上架 

点击产品右侧的【上架】按钮，可以实现对该产品的快速上架操作。 

 

 
图 7-21 仓库产品上架 

 

3）产品编辑 

点击产品右侧的【编辑】按钮，可以实现对该产品的编辑功能。产品编辑操

作请参见【7.1.2 产品发布】章节内容。 

 

 
图 7-22 仓库产品编辑 

 

4）产品删除 

点击产品右侧的【删除】按钮，可以实现对该产品的删除功能。 

 

 
图 7-23 仓库产品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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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复制 

点击产品右侧的【复制】链接，可以将该产品复制到自己管理的其他站点中。 

 

 

图 7-24 仓库产品复制 

 

6）产品发送到邮箱 

点击产品右侧的【发送到自己邮箱】按钮，将产品信息发送到绑定自己账户

的邮箱。 

 

 

图 7-25 仓库产品发送到自己邮箱 

 

7）产品批量操作 

点击产品列表下方的快捷操作按钮，实现批量删除、下架、复制以及发送产

品信息到邮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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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 仓库产品批量操作 

 

（2）违规的产品 

 违规产品是产品信息不规范，被管理员强制下架的产品。违规产品的操作和

仓库的产品操作方法一致。 

 注意：违规产品不能直接上架，需要经过管理员重新审核后才能上架销售。 

 

7.2.3 产品分类管理 

产品分类实现本站产品类别的管理功能。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自定义产品分类】页面。 

 

 

图 7-27 产品分类 

 

（1）添加分类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添加分类】按钮，进入类别添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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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添加分类 

 

或者点击产品类别右侧的【下级】按钮，直接添加该类别的下属类别。 

 

 

图 7-29 添加下级分类 

 

进入产品类别添加界面。 

 

 
图 7-30 添加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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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类别中的是否显示选项决定是否在前台首页中显示该类别信息。 

2）上级分类指该类别的归属分类。如果不选择，则默认为一级分类。产品

分类支持多级类别管理。 

（2）编辑类别 

点击产品类别右侧的【编辑】按钮，进入类别编辑页面。产品类别编辑功能

与产品类别添加功能填写方法一致。 

 

 

图 7-31 编辑类别 

 

（3）删除类别 

点击产品类别右侧的【删除】按钮，删除该类别信息。该类别下的产品不会

被删除，但是产品中的产品类别信息会被清除。 

 

 

图 7-32 删除类别 

 

注意：删除一级分类，下面的子类也会删除。 

 

7.2.4 关联版式 

关联版式可以把预设内容插入到产品描述的顶部或者底部，方便商家对产品

描述批量添加或修改。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关联版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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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 关联版式 

 

（1）添加版式 

点击页面右侧的【添加新版式】按钮，进入版式添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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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添加新版式 

 

 填写版式信息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完成版式添加。 

（2）编辑版式 

点击列表中版式名称右边的【编辑】按钮，进入版式编辑功能。版式编辑和

版式添加功能一致。 

 

 
图 7-35 编辑版式 

 



第 7 章 产品管理与货源共享 

 154 

（3）删除版式 

点击列表中版式名称右边的【删除】按钮，删除该版式。 

 

 
图 7-36 删除版式 

 

（4）应用版式 

产品添加或者产品编辑页面中的【关联顶部版式】和【关联底部版式】选项

中，选择添加的版式信息，并进行保存。 

 

 
图 7-37 应用版式 

 

 在产品详情页中，显示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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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版式应用效果 

 

7.2.5 图片空间管理 

图片空间管理实现网站图片的分组、重命名、删除的功能。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产品管理】——【网站空间】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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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图片空间 

 

（1）图片分组 

1）添加分组 

点击页面右下方的【添加分组】按钮，在新增分组的对话框中输入分组名称，

点击【确定】按钮。 

 

 

图 7-40 图片分组 

 

2）图片修改分组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在快捷菜单中，点击【分组】，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

择图片分组，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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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将图片添加到分组 

 

使用图片下方的【修改分组】功能，实现图片批量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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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2 图片批量修改分组 

 

3）查看分组图片 

在右边的分组菜单中，点击分组名称，查看该分组下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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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3 查看分组图片 

 

4）重命名分组 

点击右上方的【重命名】按钮，修改分组名称。 

 

 

图 7-44 重命名分组 

 

5）删除分组 

点击右上方的【删除分组】按钮，删除该分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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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5 删除分组 

 

（2）上传图片 

点击右上方的【上传图片】按钮，上传新的图片。 
 

 
图 7-46 上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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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命名图片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在快捷菜单中，点击【改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

择重新输入图片名称，点击【确定】按钮。 

 

 

图 7-47 重命名图片 

 

（4）删除图片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在快捷菜单中，点击【删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

击【确定】按钮。 

 

 

图 7-48 图片删除 

 

也可以在图片列表中批量选择需要删除的图片，在底部的快捷菜单中，点击

【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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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9 图片批量删除 

 

7.3 共享中心管理 

共享中心是一个出口货源集散中心，主要是给卖家提供一个资源共享的平

台，帮助卖家做产品代理，进行引流的平台。 

卖家能自主选择发布优质产品至共享中心，也可以在共享中心筛选优质产

品。共享中心的产品可以实现一键代理/分销至各自的独立网站。在共享中心版

块可以实现管理我的委托商、我的代理商，查看代理订单，填写企业信息等功能。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点击【前往共享中心】图标，进入共享中心页面。 

 

 

图 7-50 进入共享中心 

 

7.3.1 查询供应商信息 

共享中心提供供应商查询系统。 

第一步：在共享中心首页，选择【供应商】选项卡，在下面的搜索框中输入

需要搜索的内容，并点击【搜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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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 供应商信息搜索 

 

第二步：在搜索结果列表中，点击供应商名称或者缩略图，查看供应商的详

细信息。 

 

 

图 7-52 供应商搜索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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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3 供应商详细信息 

 

第三步：收藏供应商 

如果卖家希望收藏供应商，可以点击供应商详细信息右侧的【收藏供应商】

按钮，收藏该供应商信息。 

 

图 7-54 收藏供应商 

 

 
图 7-55 供应商收藏成功 

 

第四步：查询供应商产品信息 

卖家点击供应商详细信息右侧的【查看所有共享产品】按钮，查看该供应商

下的所有共享产品。 

 

 

图 7-56 查看供应商所有共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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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7 供应商共享产品列表 

 

7.3.2 查询和代理产品 

卖家可以在共享中心平台中查询代理商产品，收藏或者申请对该产品的代理

权。 

第一步：在共享中心首页，选择【产品】选项卡，在下面的搜索框中输入需

要搜索的内容，并点击【搜索】按钮。 

 

 

图 7-58 产品搜索 

 

第二步：在搜索列表中查看搜索结果，并查看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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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9 产品搜索结果 

 

卖家可以通过点击共享中心首页导航条的【全部分类】，选择详细产品分类，

也可以点击右侧的分类名称，快速查看该类别下的产品。 

 

 
图 7-60 产品类别选择 

 

卖家也可以通过搜索代理商信息，查看代理商下属的代理产品列表。详见

【7.3.2 查询和代理产品】章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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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点击产品缩略图查看产品详情。 

 

 

图 7-61 代理产品详情 

 

第三步：申请产品代理。 

卖家点击代理产品下方的【申请代理】按钮，申请产品代理权。 

 

 

图 7-62 申请产品代理 

 

第四步：收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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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点击代理产品下方的【收藏】按钮，收藏代理产品。 

 

 
图 7-63 收藏代理产品 

 

7.3.3 代理产品管理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共享管理】——【代理他人的产品】页面。 

代理他人的产品中管理我代理的其他用户的产品情况。 

 

 

图 7-64 代理他人的产品 

 

（1）代理产品搜索 

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按钮，选择搜索类别后，按类别搜索代理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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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5 代理产品搜索 

 

（2）代理到我的仓库 

点击代理产品右侧的【代理到我的仓库】按钮，将产品添加到下属的网站中。 

 

 

图 7-66 代理到我的仓库 

 

点击【产品管理】——【仓库中的产品】查看代理的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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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7 代理的产品 

 

 

图 7-68 仓库中的代理产品 

 

卖家可以将仓库中的代         理产品上架销售。详见【7.2.2 仓库产品管

品管理】章节内容。 

 

7.3.4 委托产品管理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共享管理】——【委托他人的产品】页面。 

委托产品管理实现其他用户对我的产品分销情况的管理。对我同意分销的产

品可以收回代理权限，收回权限的产品，无法进行代理、上架；已经上架的产品

会进行强制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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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9 委托他人的产品 

 

（1）产品搜索 

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按钮，选择搜索类别后，按类别搜索代理产品信息。 

 

 

图 7-70 代理产品搜索 

 

（2）产品审核 

点击委托产品右侧的【同意】或者【拒绝】按钮，审核该代理商的销售许可。 

 

 

图 7-71 代理到我的仓库 

 

（3）收回权限 

审核通过的产品，可以点击委托产品右侧的【收回权限】按钮，取消对方的

代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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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2 收回权限 

 

7.3.5 代理订单管理 

代理订单管理我委托的产品中的成交订单，包括订单状态和订单的产品数

量。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共享管理】——【代理订单】页面。 

 

 

图 7-73 代理订单 

 

在代理订单列表中查看我委托的产品中已经成交的订单信息。 

 

 

图 7-74 代理订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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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企业信息管理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共享管理】——【企业信息】页面。 

通过填写企业信息，让共享中心的其他贸易商更加了解您企业的实力，增加

代理机会。 

 

 
图 7-75 企业信息管理 

 

在多媒体编辑器中，填写相关企业资质信息。 

 

 

图 7-76 企业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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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收藏管理 

收藏管理用于查看和管理在共享中心中收藏的供应商和代理产品。 

登陆 Cnsellers.cn 页面，打开【共享管理】——【我的收藏】页面。 

 

 

图 7-77 我的收藏 

 

（1）产品收藏 

1）查看产品收藏 

点击页面中【产品收藏】选项卡，查看收藏的代理产品。 

 

 

图 7-78 产品收藏 

 

2）按分类查看产品收藏 

点击【产品收藏】下方的代理商分类信息，查看不同代理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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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9 代理商产品 

 

3）查看产品详情 

点击产品图片查看产品的详情。 

4）申请代理 

点击产品图片上方的【申请代理】按钮，申请对该产品的代理权。 

 

 
图 7-80 申请代理 

 

5）删除收藏 

点击产品图片上方的【删除】按钮，删除产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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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 删除图片收藏 

 

（2）代理商收藏 

1）查看代理商收藏 

点击页面中【代理商收藏】选项卡，查看收藏的代理商。 

 

 

图 7-82 代理商收藏 

 

2）参看代理商产品 

点击代理商右侧的【查看更多】链接，查看该代理商其他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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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3 更多代理商产品 

 

3）删除收藏 

点击代理商上方的【 】按钮，删除代理商收藏。 

 

 

图 7-84 删除代理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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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订单管理与客户服务 

8.1 询盘管理 

询盘是指交易一方准备购买或出售某种产品时，向对方询问成交条件或交易

可能性的业务行为。在电子商务营销中，询盘是最基本的沟通方式。因此，在交

易达成之前，询盘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与客户沟通不畅，再多的流量也

很难转化为订单。 

沟通的灵魂不在于我们想说什么，而是我们的客户想听什么。虽然大多数时

候客户发起的询盘起于询价，但实际上客户想了解包括产品在内的整个交易环

节。因此在接到询盘时，我们要站在客户的角度，提供包括产品质量、规格、包

装、样品、物流、售后服务、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 

畅销天下平台根据多年的行业经验，为卖家提供了专业的询盘模版，极大的

提高了询盘的效率和用户体验。 

8.1.1 询盘模板管理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订单管理】——【询盘模版】，可以查看询盘模版

列表。 

 

 

图 8-1 询盘模版列表 

 

点击模版的【详情】按钮，可以查看模版的详细内容，包括客户基本信息（公

司名称、联系方式、地址等），产品基本信息（型号、产品描述、规格、包装、

离岸价等）以及商务信息（付款方式、最小订单量、汇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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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询盘模板详情 

 

点击【添加模版】链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模板编辑工具栏在系统模

版的基础上增加/删除行（列），添加其他相关信息，形成自定义的模版。 

 

 

图 8-3 模版编辑工具栏 

 

模版格式修改完成后，填入模板名，设置是否默认使用，点击【提交】按钮，

保存为新的模版。 

 

图 8-4 保存新模版 

 

8.1.2 询盘回复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订单管理】——【询盘管理】，可以查看客户发起

的询盘。在询盘列表中，可以查看询盘时间、买家、产品、需求数量、询盘状态

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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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询盘列表 

 

注意点：如果还未回复买家发起的询盘，询盘状态为“买家发起询盘，等待

您报价”。 

考虑到时差等因素，大多数跨境电商平台建议 24 小时内回复询盘。但作为

B2B卖家，我们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回复，减少客户等待时间，在诸多竞争

对手中抢得先机。 

回复询盘时，可以点击【询盘详情】链接，调用询盘模版，拖动滚动条至页

面底端，点击【编辑报价单】按钮，填写询盘的信息。 

 

 

图 8-6 询盘报价单 

 

在系统模版中只定义了 4个数据行用于填写产品信息。如需添加更多产品，

可将光标置于产品列表的任意一行，再点击编辑工具条的【前插入行】按钮，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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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个空白行，用于填写更多产品信息；最后点击页面底部的【发送】按钮。此

时，询盘状态更新为“等待买家确认”。我们也可以点击【状态更新】按钮，添

加说明信息。如买家确认报价单无异议，双方达成一致，结束询盘。 

 

 

图 8-7 回复询盘 

 

8.1.3 询盘回复模版 

在实际交易过程中，除了询盘，还会与客户就各种场景进行沟通，比如断货、

库存不足、回应买家砍价等。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可以事先准备好不同的模版，

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站内信，与客户及时进行沟通。 

（1）库存不多，催促下单 

 

Dear X,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Yes, we have this item in stock. How many do you want? Right now, we only have X lots of the X 

color left. Since they are very popular, the product has a high risk of selling out soon. Please place 

your o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Best regards! 

(Your name) 

（2）回应买家砍价 

 

Dear x,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s in my item. 

I am sorry but we can’t offer you that low price you asked for. We feel that the price listed is 

reasonable and has been carefully calculated and leaves me limited profit already.However, we’d 

like to offer you some discounts on bulk purchases. If your order is more than X pieces, we will 

give you a discount of xx% off.Please let me know for any further questions. Thanks. 

Sinc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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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name) 

（3）断货（out of stock） 

 

Dear X, 

We are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is item is out of stock at the moment. We will contact the 

factory to see when they will be available again. Also, we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o you some 

other items which are of the same style. We hope you like them as well. You can click on the 

following link to check them out. 

http://www.cnsellers.cn 

Please let me know for any further questions. Thanks. 

Best Regards, 

(Your name) 

（4）若因周末导致回复不够及时，先表示歉意，因为错过了最佳 24 小时回

复时间所以可通过主动打折的方式赢取客户。 

 

Dear X, 

I am sorry for the delayed response due to the weekend. Yes, we have this item in stock. And to 

show our apology for our delayed response, we will offer you 10% off. Please place your order 

before Friday to enjoy this discount. Thank you!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Thanks. 

Best Regards, 

(Your name) 

（5）关于支付（选择 Escrow，提醒折扣快结束了） 

 

Hello X, 

Thank you for the message. Please note that there are only 3 days left to get 10% off by making 

payments with Escrow (credit card, Visa, MasterCard, money bookers or Western Union). Please 

make the pay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 will also send you an additional gift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Please let me know for any further questions. Thanks. 

Best regards, 

(Your name) 

（6）合并支付及修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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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X, 

If you would like to place one order for many items, please first click “add to cart”, then “buy 

now”, and check your address and order details carefully before clicking “submit”. After that, 

please inform me, and I will cut down the price to US$XX. You can refresh the page to continue 

your payment. Thank you.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est Regards, 

(Your name) 

（7）提醒买家尽快付款 

 

Dear X, 

We appreciated your purchase from us. However, we noticed you that haven’t made the payment 

yet. This is a friendly reminder to you to complete the payment transac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nstant payments are very important; the earlier you pay, the sooner you will get the item.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making the payment, or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hrough with the order, 

please let us know. We can help you to resolve the payment problems or cancel the order. 

Thanks again!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Regards, 

(Your name) 

 

Dear X, 

We appreciate your order from us. You have chosen one of the bestselling products in our store. 

It’s very popular for its good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Right now, we only have X lots of the X 

colors left.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this product has a high risk of selling out soon. 

We noticed that you hadn’t finished the payment process for the order. We’d like to offer you a 

10% discount on your order, if you purchase now, to ensure that the product doesn’t sell out. We 

will ship your order within 24 hours once your payment is confirmed. If you need any help or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us know. 

Best Regards, 

(your name) 

PS: We are one of the biggest suppliers on Cnsellers. With more than 3 years’ experience in world 

trade, we are able to provide the best prices,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the superior service. We 

inspect our products before shipping them out and provide a 1 year warranty for all products. We 

promise to give you a full refund if the products are not as describe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us; we are happy to hel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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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订单超重导致无法使用小包免邮的回复 

 

Dear X, 

Unfortunately, free shipping for this item is unavailable; I am sorry for the confusion. Free 

Shipping is only for packages weighing less than 2kg, which can be shipped via China Post Air 

Mail. However, the item you would like to purchase weighs more than 2kg. You can either choose 

another express carrier, such as UPS or DHL (which will include shipping fees, but which are also 

much faster). You can place the orders separately, making sure each order weighs less than 2kg, 

to take advantage of free shipping.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est Regards, 

(Your name) 

（9）海关税 (customs tax) 

 

Dear X,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and I am happy to contact you.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worried about any possible extra cost for this item.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import taxes falls into two situations. 

First, in most countries, it did not involve any extra expense on the buyer side for similar small or 

low-cost items. 

Second, in some individual cases, buyers might need to pay some import taxes or customs 

charges even when their purchase is small. As to specific rates, please consult your local customs 

office. 

I appreciate for your understanding! 

Sincerely, 

(Your name) 

（10）因为物流风险，卖家无法向买家国家发货时给出的回复 

 

Dear X,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I am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our store is not able to provide shipping service to your country. 

However, if you plan to ship your orders to other countries, please let me know; hopefully we can 

accommodate future orders. 

I appreciate for your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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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rely, 

(Your name) 

（11）已发货并告知买家 

 

Dear X, 

Thank you for shopping with us. 

We have shipped out your order (order ID: xxx) on Feb. 10th by EMS. The tracking number is xxx. 

It will take 5-10 workdays to reach your destination, but please check the tracking information for 

updated inform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est Regards, 

(Your name) 

 

（12）物流遇到问题 

 

Dear X,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I am happy to contact you. 

We would like to confirm that we sent the package on 16 Jan, 2012. However, we were informed 

package did not arrive due to shipping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company. We have re-sent 

your order by EMS; the new tracking number is: XXX. It usually takes 7 days to arrive to your 

destination. We are very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est Regards, 

(Your name) 

 

（13）如果买家希望提供样品，而贵公司不支持样品时 

 

Dear X, 

Thank you for your inquiry; I am happy to contact you. 

Regarding your request, I a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offer free samples. 

To check out our products we recommend ordering just one unit of the product (the price may be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ordering by lot). Otherwise, you can order the full quantity. We can assure 

the quality because every piece of our product is carefully examined by our working staff. We 

believe trustworthiness is the key to a successful business.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Best Regards, 



第 8 章 订单管理与客户服务 

 188 

(Your name) 

8.2 合同管理 

8.2.1 合同模版管理 

经过询盘，买卖双方初步达成一致后，双方需要签订一份合同，保证交易顺

利进行。与询盘不同的是，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以保障双方的权利。 

畅销天下平台提供了一份通用的合同模版。当然，在实际交易过程中，用户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修改。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订单管理】——【合同模版】，可以查看合同模板

的列表。如需修改，点击【添加模版】链接，编辑新的合同模版，重新命名后提

交。用户在新建合同时，可选择相应的合同模版。 

 

 
图 8-8 添加合同模版 

 

8.2.2 电子公章管理 

为了确保合同的真实性，通常需要在电子合同上加盖电子公章。我们可先扫

描盖有公章的白纸，再利用 Photoshop 等工具进行裁剪，建议不超过

250px*100px，保存为 GIF或 PNG格式。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订单管理】——【合同章管理】，可以查看合同章

列表。如需添加，点击【添加合同章】链接，上传公章图片，并确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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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添加合同章 

 

8.2.3 新建合同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订单管理】——【合同管理】，可以查看已建立的

合同列表，包括产品、单价、数量、买家、合同状态等信息。 

 

 

图 8-10 合同列表 

 

如需建立新的合同，可以点击【发送合同】链接，创建新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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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新建合同 

 

第一步：选取接收合同的好友。点击【选择】按钮，选中好友后，点击好友

列表右下角的【确认】按钮。 

 

图 8-12 选择好友 

 

第二步：填写标题和合同编号。 

第三步：选择合同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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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选择合同模版 

 

第四步：编辑合同的产品明细。单击【点击编辑产品】按钮，系统列出所有

出售中的产品，我们可以点击产品右侧的【添加】按钮，将产品添加至合同的产

品明细中。 

 

 

图 8-14 添加产品 

 

如需修改产品价格等信息，切换至【已有产品】列表，查看已添加至合同的

产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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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5 已有产品列表 

 

点击产品右侧的【编辑】按钮，修改合同产品的价格、数量、单位、总价等

信息。点击产品右侧的【删除】按钮，可以将产品从合同中删除。 

 

 

图 8-16 修改产品 

 

点击已有产品列表下方的【其他费用】按钮，修改样品费、模具费等相关费

用，还可以添加价格条款和货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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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修改其他费用 

 

修改完成后，所有产品信息显示在合同的产品明细中。 

 

图 8-18 合同产品明细 

 

第五步：加盖合同章。点击合同页面底部的【盖章】按钮，在选择合同章页

面底部点击【选择合同章】按钮，将合同章添加到合同中，同时将合同章移动到

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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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选择合同章 

 

第六步：发送合同。合同编辑完成后，点击【发送】按钮，将合同发送给客

户。 

 

 
图 8-20 发送合同 

 

8.3 单一窗口平台 

8.3.1 单一窗口平台介绍 

“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是在国务院正式批复成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后应运而生的，是杭州综试区的数据交换枢纽和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具有政务服务和综合服务的双重功能。平台联通海关、国检、国税、外管等

管理部门，以及物流、金融、保险等企业主体，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人、执

法互助”，做到“一次申报、一次检查、一次放行”，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

本。同时，为跨境电子商务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物流、金融、综合服务代理等综

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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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单一窗口报关 

为方便用户申报跨境电商数据，畅销天下平台与“单一窗口”平台实现了数

据对接，实现在同一个平台完成数据申报。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订单管理】——【单一窗口报关】，可以查看已申

报的数据，包括订单编号、进出口标记、支付方式、成交币制、订单货款、订单

总金额等信息。点击【编辑】按钮，可查看申报的详细数据；点击【产品】按钮，

可查看成交的产品明细；如本条申报数据状态为“未提交”，可点击【申报】按

钮，完成数据提交。 

 

 

图 8-21 单一窗口申报列表 

 

如需申报新数据，点击【新建申报单】，填入订单数据后（其中带“*”的为

必填信息），点击【下一步】，添加该订单成交的产品信息。 

 

图 8-22 数据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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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直接导入合同中的产品列表，也可以手工添加产品。 

 

图 8-23 添加产品信息 

 

（1）导入合同产品 

点击【导入合同产品】，选择相应的合同；也可以点击【展开产品】链接，

查看该合同的产品明细。 

 

 

图 8-24 选择合同 

 

（2）单个产品添加 

点击【添加产品】按钮，填入产品中英文名称、成交计量单位、产品税号

HS编码、型号、品牌、成交单价、成交数量、产品描述等详细信息（其中带“*”

的为必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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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5 添加申报产品 

 

产品添加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数据提交。 

8.4 客户管理和服务 

8.4.1 好友管理 

在商家管理中心，打开【好友管理】——【我的好友】，可查看好友列表。

我们可以对好友进行分组，也可以将好友加入黑名单或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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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6 好友列表 

 

8.4.2 发送消息 

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图标，展开好友列表；选择好友，打开消息对话框，

即可向好友发送站内信；点击好友列表右上角的【-】，可将好友列表最小化。 

 

  

图 8-27 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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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营销推广 

9.1 网站联盟推广 

畅销天下系统帮助各地政府部门、各类商/协会、各专业展示建设自己的平

台网站（联盟网站），打造地区产业、行业金名片。借助互联网以及 O2O 模式帮

助企业扩大引流。联盟站内的商品资源来自各企业网站，实现全平台货源共享。 

优秀的企业网站被吸收成为地方产业网站、专业市场网站、行业协会网站、

专业展商网站的子网站，在企业外围形成极有针对性的网站联盟，为企业网站多

方引流，帮助企业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 

9.1.1 集团站 

畅销天下系统支持集团站建设，促进集团旗下各子公司、业务员友好互动，

将集团旗下各优质独立站及优质产品有机整合，从而全方位展现综合实力，统一

对外展示企业文化。 

作为浙江国贸云商企业服务有限公司重点产品，畅销天下首先从浙江国贸集

团内部出发，建设自己的集团站。 

（1）邀请集团企业入驻，促发展 

集团充分调动商贸板块二级成员公司的现有业务资源，邀请企业独立站入

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合力引流。同时，通过畅销天下后台还可对网站商品实

现统一管理，完成分类、屏蔽等操作，同时轻松跟进交易订单情况，从而调整相

应推广发展规划、扶持策略等。 

（2）高效运营管理，建品牌 

通过畅销天下后台，可选择符合需求的精美模板，并自行设置网站 LOGO、

条幅，实现自定义装修，有利于集团整合优势业务，集中展示旗下丰富产品，并

将其进行合理分类。通过精美设计的商品布局，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图片，产品

价格和产地，为访问者提供完善的产品信息。同时，可上传高清晰度的产品图片，

得为顾客提供产品概览，展示产品优势与具体特征。 

同时，设置自定义网站导航板块，可添加企业的基本信息、联系方式、甚至

新闻板块，同时设置集集团 LOGO 为网站 LOGO，有利于全面展示集团形象，集

中推出集团品牌。 

（3）二维码超链推广，提影响 

每个集团站可生成对应网站二维码，浏览者只需手机扫一扫即可访问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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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参与重要活动时（如浙交会、广交会等），可通过二维码扫描的方式集中

展示集团产品，有效提升推广效果，帮助建立影响。 

 

9.1.2 地方站 

畅销天下与地方政府合作，帮助其搭建平台推广站，集中展示该区域优质外

贸出口企业与产品，打造地方特色型门户，建立地区形象品牌；同时，帮助入驻

企业权威背书，提升其认可度，从而有利于帮助地方企业有效引流，促进地方跨

境电子商务发展。 

 

 

图 9-1 台州政府地方站 

 

（1）邀请地方企业入驻，促发展 

地方政府可邀请区域优质外贸企业入驻地方站，集中展示其优质产品，站长

可通过后台对入驻的网站产品进行统一管理，实现分类、屏蔽等操作，同时轻松

跟进交易订单情况。地方政府的权威背书，有利于帮助入驻企业信提升认可度，

从而帮助地方企业推广引流，提升地区投资环境，促进地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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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地方站模版 

 

（2）高效运营管理，建品牌 

通过畅销天下后台，可选择符合需求的精美模板，并自行设置网站 LOGO、

条幅，实现自定义装修。地方站的搭建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植本土文化，建设符合

地方形象的门户，打造地方品牌。 

（3）二维码超链推广，出国门 

每个地方站可生成对应网站二维码，浏览者只需手机扫一扫即可访问该地方

站。地方政府在参与重要国际活动时，可通过二维码展示的方式集中呈现地方形

象，可帮助地方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 

9.2 社交媒体营销 

社交媒体营销和搜索引擎营销是最广为应用的互联网营销方法。特别是社交

媒体营销，因其具有丰富的媒体种类、良好的传播能力、强大的用户黏性、准确

而详细的用户信息，在很多业务领域展现出卓越的营销效果。在过去的几年中，

大量的 B2B 进出口企业通过 Facebook、Twitter、LinkedIn 等社交网络营销获得可

观的收益。 

9.2.1 社交媒体营销的概念与价值 

（1）社交网络形成的基础 

社交同络即社交网络服务，源自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翻译。

社交网络主要根据人脉理论，通过朋友介绍来认识新的朋友，并且这个关系网可

以无限地扩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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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交网络营销的概念 

社交媒体营销是一种非常时髦并且高效的营销方式,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网

站进行营销、公共关系维护和客户服务。通过社交媒体营销，商家与潜在客户及

普通网民进行互动，从而建立起一种该商家特有的社交网络“文化”，帮助商家

销售产品或服务。 

（3）社交网络营销的价值 

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营销是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采取的办法，其以成本低、

能够锁定目标客户、交互性强、信息反馈完整等多种传统营销办法所不具备的优

势为企业所欢迎。 

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能创造企业的网络曝光量、增加网站流量和注册用户、吸

引更多业务合作伙伴、提升搜索排名、带来高质量的销售机会、减少整体营销预

算投入并且促进具体业务成交。例如，ASUS（华硕）作为一家总部位于台湾的跨

国公司利用 Facebook Canvas 来推广其“告别糟糕的礼物”主题营销活动，点击

率提升了 42%。 

9.2.2 Facebook 营销 

（1）Facebook 简介 

Facebook（脸书）是美国的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是全球注册用户数量最

多、支持语言种类最多、覆盖国家和地区最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具有信息传播快、信息量大、客户精准、广告效果可量化等显著特

点，是外贸企业在海外推广中利用社交媒体开展营销不可错过的重要平台之一。 

Facebook 是马克·扎克伯格和几位同学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创建的。2004

年 2 月 4 日上线，到了月底，哈佛大学一半的学生成了它的注册用户；到了年底，

Facebook 用户数超过 100 万人。2017 年第二季度，Facebook 的月活跃用户首次

超过 20 亿；同年 6 月，《2017 年 BrandZ 最具价值全球品牌 100 强》公布，Facebook

名列第 5 位。 

现在，不少从事全球化 B2B 或 B2C 贸易的企业都通过 Facebook 营销获得了

不错的回报，通过 Facebook 开展多种多样的营销活动，增加品牌整体曝光度，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高忠诚度的品牌社区，强化消费者对于品牌的特

殊情感，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并促成营销与销售转换。 

（2）Facebook 主动寻找客户 

第一步：用邮箱、手机号注册 Facebook 账号。进入 Facebook 主页的注册区

域，你需要依次填入姓名、电子邮件、密码、出生日期和性别，然后点击注册按

钮。在填写个人资料的时候，你要填写真实的信息，如果你的一些隐私不愿意对

所有人公开，可以设置向所有人公开，或者只面向朋友公开，或者只有自己能看



 

 204 

到。 

第二步：登录 Facebook 账户。 

第三步：输入产品关键词，打开链接。查看用户“详细资料”、“联系方式”

等信息。如果判断该客户为潜在客户则可加为好友，并且该用户的相关信息中可

能还有其他的潜在客户。如果搜索到的是一个企业的公共主页，我们可以在该公

共主页中找到公司的联系方式。如下图所示，点击 about 能看到该公共主页公司

的详细介绍。我们关注该主页后，还可以在该公司主页已关注的其他主页中找到

潜在客户。 

 

图 9-3 Facebook 公共主页界面 

上图是 L. L. Bean 的 Facebook 公共主页界面，这是一个专注于顾客的主页典

范，他们不仅仅在上面更新户外运动的酷炫照片，视频与小贴士，还提供了他们

的免费送货链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让顾客用特定标签上传照片的“大本

营”，以及一个“加入对话”链接，让你可以加入他们邮件订阅列表，或是关注

他们在其他社交网络上的账户的。 

（3）建立 Facebook 主页 

除了主动寻找客户意外，我们也可以利用 Facebook 完善自己公司的公共主

页，等待客户主动联系。 

所有品牌营销都在用 Facebook 主页，而不是 Facebook 个人账户。一方面，

个人账户的好友最多不能超过 5000，而 Facebook 主页则没有这个数量限制。更

重要的是，在 Facebook 使用条款中有明确要求，从事营销活动要使用 Facebook

主页而不是 Facebook 个人账户。 

创建和经营 Facebook 主页是开始 Facebook 营销的关键一步，我们可以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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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上添加发布状态公告、照片、视频，也可以和粉丝进行互动交流，还可以将应

用集成到主页上。 

创建主页的流程： 

第一步：登录 Facebook 账户之后，每个 Facebook 页面的页脚有一个创建主

页的超链接，点击该超链接开始创建 Facebook 主页。 

第二步：设置 Facebook 主页简介。你需要输入该主页的简要描述，如果有

一个网站，还可以在主页的基本信息中输入相关的网站地址。 

第三步：设置主页的个人头像，你可以使用电脑上的图片，也可以提供一个

其他网站的图片 URL 地址。 

第四步：设置 Facebook 主页的互联网访问地址。 

 

图 9-4 创建主页的流程 

这个设置一定要非常谨慎，它会对未来线上和线下营销活动，以及吸引更多

粉丝到你的主页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访问地址一旦设置完成，这个地址就不

能再做任何修改。另一方面，这个地址就好像是一个域名，越是简单、直观、容

易记忆和搜索，就越能吸引更多的粉丝。 

第五步：添加广告支付方式。这在初期不是必须要设置的，在你的主页页面

装修和内容完善到一定品质之后，再开始广告营销，效果会更好。 

第六步：将这个 Facebook 主页设置为“最喜欢的”。 

完成主页创建之后，还需要进行 Facebook 页面装修，用户可选择花钱直接

购买国外的 Facebook 主页装修服务，也可以自己装修。 

比较常见的 Facebook 的主页定制化第三方工具有 Pagemodo，North Social，

Social Candy，ShortStack，Heyo。 

Pagemodo，网址为 http://www.pagemodo.com 

North Social，网址为 http://northsoci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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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ndy，网址为 http://new.social-candy.com 

ShortStack，网址为 http://new.shortstack.com 

Heyo，网址为 http://heyo.com 

（4）Facebook 主页设置注意事项 

当我们建立好 Facebook 主页之后，还要持续发布对用户有帮助或者他们感

兴趣的内容，才能吸引访问者成为我们的粉丝。主页上的粉丝可以浏览我们发布

的高质量内容，并进行分享，让更多的好友知道我们的品牌，获得广泛传播，进

而得到更多用户的认同。所以说主页上发布的内容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在建立品

牌主页之初，如果我们不知道要发布哪些内容，可以通过研究竞争对手或者同行

的 Facebook 粉丝主页，研究他们每天发布的文字、图片、甚至视频内容，可以

仔细研究他们发布的每一篇帖子的评论数量、被点赞的数量，借此来分析这篇帖

子的内容是不是被用户所喜欢，是否被广泛传播。如果一篇帖子能被浏览者主动

分享到他的朋友圈，就有可能产生病毒式传播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的传播是不

需要额外支付成本的。 

在编辑内容的过程中，我们要切记，图片是非常重要的。Facebook 是一个非

常看重图片的社交平台。如果我们拥有丰富的产品图片，我们可以将这些高质量

的产品图片制作成相册，并且带上网站链接，从中精选出一张图片作为 Facebook

分享相册的封面图片，吸引更多的浏览者点击我们的图片相册进而访问我们的网

站。 

如果已经在其他社交平台有过推广，还可以在 Facebook 中添加其他应用，

例如 Twitter、Pinterest、Google 等。 

（5）最值得借鉴的部分 Facebook 主页 

Intrepid Travel 旅行社在他们漂亮的主页上设置了一些特别版块。这些版块可

以让用户和其他旅行者会面或彼此联系，可以让用户查看旅行回顾及评价，还可

以让用户不用离开他们的 Facebook 主页就搜索并订购旅程。这是极好的用户体

验。 

 

 

图 9-5 Intrepid Travel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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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less 的主页上有无数图片——首页照片显示了他们的不同 T 恤图案设

计。他们还在主页上突出地设置了 Instagram 链接功能，并把他们网站的核心功

能也移植了过来：用户可以投票选择 T 恤设计并参与设计比赛。Threadless 让用

户无需离开 Facebook 就可以在他们的主页上得到满意的用户体验。 

 

图 9-6 Threadless 主页 

 

Zappos 以出众的顾客服务闻名。他们的 Facebook 主页也延续了他们的好名

声。Zappos 很好地利用了 Facebook 新开发的“行动召唤”按钮，把它设计成了

“立刻购买”，并放置在他们 Facebook 主页的最上方。顾客还可以通过主页提供

的一个功能键，直接了解 Zappos 的“绿色团队”——L.E.A.F.。 

 

图 9-7 Zappos 主页 

（6）Facebook 时间轴功能 

2011 年，Facebook 向公众发布了个人时间轴(Timeline)功能，在个人时间轴

功能中，帖子、照片、共享链接以及签到等应用，采用全新历史性列表的设置模

式，按时间顺序呈现。该功能允许 Facebook 用户建立一个更加富有视觉冲击力

的个人资料页面，并允许他们分享全部的生活故事。 

（7）图片案例分享 

图 9-8 颜色明亮，非常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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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图片案例 

 

图 9-9 简单地展示产品的美感，纯粹的，没有多余信息。 

 

图 9-9 图片案例 

 

图 9-10 有太多 PS 处理的痕迹，增加了文案和 LOGO，图片不真实，没有突

出产品，属于欠佳的 Banner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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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图片案例 

 

此外，Facebook 图片还有多种展示方式，如图 9-11 展示品种多样和心情愉

悦，图 9-12 展示不同风格的，如牛仔与花，图 9-13 展示花式和质感，图 9-14

展示多彩的产品，图 9-15 展示聚会场景，图 9-16 展示海滩度假场景。 

 

 

图 9-11 图片案例 

 

 
图 9-12 图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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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图片案例 

 

图 9-14 图片案例 

 

图 9-15 图片案例 

 

 

图 9-16 图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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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Twitter 营销 

（1）Twitter 营销概述 

Twitter 是对移动设备支持最好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每条推帖信息限制在

140 个字符以内。因此，简洁、精炼成为 Twitter 内容的最大特点。作为 SNS 主

媒体之一，Twitter 是中国微博的鼻祖，具有实时性和时效性，开展 Twitter 营销

可以快速为你的外贸导入大量的流量，因此，其必将成为外贸电商的一种时代趋

势。 

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Twitter 有约 3.3 亿的活跃用户，比 2016 年第四季度

增加了约 1000 万。 

Facebook 公司的 Twitter 帐号就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没错，世界上第一大社

交媒体平台 Facebook，他们也在 Twitter 上开展营销。Facebook 公司会通过 Twitter

发布公司重要事件、新闻以及软件更新。麦当劳也在通过 Twitter 开展营销推广，

通过 Twitter 这个媒介平台，麦当劳与 200 多万粉丝开展互动，发布最新的产品

信息、促销活动以及分享大家在麦当劳的感受。 

使用 Twitter 非常简单，经过简单注册之后，就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朋友或

者公司的账户，发布自己的消息，甚至基于 Twitter 开展营销。 

当我们的朋友关注了我们的账户，他就成了我们的粉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

们的朋友或者其他品牌的账户成为他们的粉丝。 

有别于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 的用户界面极其简洁。正因为如

此，各层次的用户都比较容易上手，同时也让 Twitter 的用户们更多地将注意力

聚焦在内容上。 

（2）Twitter 营销方法 

1）每条推文中的图片都至关重要 

据 Twitter 2015 年发布的消息，与没有图片的推文相比，配有图像的推文能

够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我们发布的每条推文最好都配上图片。 

我们可以选择上传单个产品图像。以下就是男士时装零售商 Suitsupply 许多

推文中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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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7 

 

或者我们也可以使用四宫格的图片形式发推文，例如户外服饰零售网站 REI

在下面这条推文中所做的一样。 

 

图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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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相关的话题标签 

Twitter 是话题标签领域的先驱。为了在 Twitter 上吸引新的粉丝，我们应该

在大部分的推文中添加相关的标签。在线宠物用品供应商 Chewy 最近就在使用

#CincoDeMayo 的标签发布推文。大型女装品牌 Roxy 在近期的营销活动中一直力

推世界冲浪冠军 Lisa Andersen，创建了一个#ROXYxLisaAndersen 的标签，用于发

布与 Andersen 相关的推文。 

 

图 9-19 

 

3）定期发布优质内容 

定期发布优质内容，才能吸引人们关注，不被大众遗忘。例如，家居用品实

体零售商 Lowe's 每天都会发布两到三条推文。我们使用 Twitter 客户端可以安排

什么时候发布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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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 

4）经常转发和点赞推文 

通过查看 Twitter 导航的“通知”部分，我们将找到最近提到你的 Twitter 用

户名的所有人列表，包括给我们点赞或转发推文的人。 

 

图 9-21 

同样，当我们转发或点赞别人的推文时，对方也能知道，并且她可能在考虑

是否关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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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5）在推文中提及别人 

Twitter 是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分享的好地方。鞋业制造商 Keen 就在最近的一

条推文中提到了一个名为 jerememonteau 的 Twitter 用户。 

 

图 9-23 

 

我们也可以尝试提及与我们所从事的行业相关的有影响力的帐户，甚至可以

向他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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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WhatsApp 营销 

WhatsApp 是一款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讯的应用程序，可免费将手机短信转

为 WhatsApp 程序信息，让用户发送和接收信息、图片、音频文件和视频信息。

自 2009 年推出以来，WhatsApp 已经成为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的最受欢迎

的方式之一，有超过 12 亿用户使用它来发送消息和共享数据。 

 

图 9-24 

截至 2017 年 4 月，社交网站按活跃用户数（以百万为单位）排名： 

 

图 9-25 

 

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WhatsApp 是一个聊天应用程序，用于亲朋好友之间

的聊天。但是，该应用程序在外贸中有很大的业务潜力，以下是 WhatsApp 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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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巧。 

（1）需要在电话簿中按照国际格式输入电话号码，如果 WhatsApp 无法显

示联络人，最常见的情况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输入联络人的电话号码到通讯录中。

在新增联系人时，我们必须在电话号码前输入+ 号，然后输入国家代码，最后输

入他们的电话号码。例如，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是 92123456，正确输入方法应

该是 +85292123456（852 是香港的代码)；还可以在搜索栏中搜寻不同国家的国

家代码。 

（2）通过在 WhatsApp 上，我们可以看到对方有没有阅读信息，什么时候

check 上面的信息以及状态。 

使用 WhatsApp，有利于我们维护客户关系，建立客户的忠诚度。例如某位

客户买了婚纱，那我们就顺势推荐一些婚礼周边的产品。例如某位客户买了手机

壳，那我们就推送些耳机、蓝牙音响和充电宝等周边设备给客户，做一次互动营

销。通过 WhatsApp，将新品、打折促销、关联销售等信息链接友善地推送给相

应的客户。 

 

图 9-26 

 

9.3 搜索引擎营销 

9.3.1 搜索引擎营销概述 

（1）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指根据一定的策略、运用特定的计算机程序从

互联网上搜集信息，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后，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再将与检

索相关的信息展示给用户的系统。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包括百度

（baidu）、谷歌（google）、雅虎（yahoo）、必应（bing）等。 

早期的搜索引擎只是一个分类目录网站，以人工方式或半自动方式搜集、整

理信息，以反馈结果的数量来衡量检索结果的好坏。随着网络信息的日益增长，

以人工分类整理的搜索引擎已经不能满足用户搜索信息的需求。第二代搜索引擎

依靠机器抓取，基于超链分析，提高了查准率、查全率和检索速度。随着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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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今后的搜索引擎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精准化，实现精准营销，

体现出更大的商业价值。当用户检索“苹果”时，搜索引擎能准确判断用户是想

购买手机还是买水果。 

（2）搜索引擎营销 

搜索引擎营销（Search Engine Marketing，简称 SEM），是基于搜索引擎平台

的网络营销，利用人们对搜索引擎的依赖和使用习惯，采用付费形式或者技术手

段，使网页在关键词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引导用户点击访问，从而达到品牌展

示和促进销售的目的。 

搜索引擎营销的基本思想是让用户发现信息, 在人们检索信息的时候将信

息传递给对方，引导用户点击访问，进一步了解他们所需的信息。简单来说搜索

引擎营销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访问量，进而产生商业价值。 

搜索引擎营销的常用方法包括搜索引擎优化(SEO)、竞价排名、关键词广告、

点击付费广告（PPC）等。 

 
图 9-27 搜索引擎营销的常用方法 

 

（3）搜索引擎的商业价值 

根据调查显示：互联网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时，62%的用户只点击搜索结果

第一页的链接；高达 90%的用户只查看搜索结果的前三页。如果没有满意的结果，

用户会变换关键词重新进行检索。 

因此，通过搜索引擎营销手段让自己的网站在搜索结果中排到靠前的位置是

十分必要的，这样搜索引擎才能带来更多的流量，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尤其在

大数据时代，搜索引擎不仅可以分析实时关键词，还可以根据用户过去的搜索请

求，分析用户爱好、习惯、需求等，向用户更精准地推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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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Google 营销工具 

（1）Google Adwords 

Google AdWords 是一种通过使用 Google 关键字广告或者 Google 内容联盟网

络来推广网站的付费网络推广方式，用户可以选择包括文字、图片及视频广告在

内的多种广告形式。Google 每秒有数十亿次搜索，如果你的网站可以置于某些搜

索结果的顶部，那么网站至少会获得数百万的访问量。Google Adwords 无疑是当

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营销手段。 

1）规划关键词 

Google AdWords 也被称为关键字规划工具，常用于挖掘和分析长尾关键词。 

第一步：用Gmail账号登录Adwords官网（http://www.google.com/adwords/）； 

 

图 9-28 登录 Google Adwords 

 

如果是首次登录，还需先注册 Google AdWords 账户。 

 

 

图 9-29 创建 Google AdWords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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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完成注册/登录后，点击【Tools】——【Keyword Planner】； 

 

 
图 9-30 Google Keyword Planner 

 

第三步：选择“Search for new keywords”，在“产品或服务信息”中填入产

品名称，定义产品类别，选择目标人群； 

 

图 9-31 输入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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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输入“sandbag” （沙袋），准备将其投放到畅销天下平台上，填写完

所有页面信息后，点击【Get ideas】按钮，就能得到关键词信息。Google Adwords

为我们呈现了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和竞价程度。数据表明“Sandbag”的每月平均

搜索次数为 10K-100K 次，竞争激烈度为高，建议出价 1.33 美元。 

 
图 9-32 Keyword ideas 

 

此外，Keywords Planner 还为我们提供了长尾关键词，显示月平均搜索次数、

竞争激烈度和建议出价。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Google Adwords 的建议，规划产品网页和广告的关

键词。 

2）发布广告 

第一步：填写预算金额、选择目标群体和关键词、设置单次点击的出价，并

撰写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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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 发布广告 

 

因为在 Google Adwords 中有字数限制，我们在撰写广告语的时候，一定要

言简意赅地表达产品/服务。 

第二步：设置支付方式； 

 

 

图 9-34 设置支付方式 

 

 

第三步：管理已发布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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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5 管理已发布的广告 

 

（2）Google Global Market Finder 

Google 全球商机洞察可以提供来自全球互联网搜索的数据。它不仅显示人们

用阿拉伯语、中文、英语等 56 种语言中的任意一种搜索某个关键字的次数，而

且将谷歌搜索数据和谷歌翻译的结果以及 AdWords 关键字广告结合在一起，按

照总的搜索量、建议出价和竞争状况对每个市场的商机进行排序。借助 Google

全球商机洞察，一些曾经困扰中小企业的诸如“这个市场的竞争状况如何”、“该

地区对产品的需求与另外一个区域相比如何”、“在这个新市场进行广告宣传需要

多少成本”等问题，将轻易解决。 

与 AdWords 结合使用后，Google 全球商机洞察还会显示估算出来的建议出

价，以及在目标市场中所使用关键字的竞争情况。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将获

取新客户的成本与产品的利润进行比较，帮助我们确定吸引新市场中的客户是否

有利于业务的发展。 

首先，我们进入 Google 全球商机洞察官方网址：

https://translate.google.com/globalmarketfinder/g/index.html?loca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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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6 Google Global Market Finder 主界面 

 

输入描述产品或服务的关键字，此处以“led”为例，然后选择目标区域，

包括 G20、欧盟、新兴市场、亚洲或全球。点击【Find Opportunity】，可以查看

我们的产品在区域国家的商业机会，以及被搜索的次数、建议零售价、竞争状况

等。 

 

 

图 9-37 目标市场商业机会 

 

点击国家前的“+”，还能进一步显示我们的产品在每个国家用几种语言搜索，

每种语言的本土表达是什么，还有搜索的热点词。数据显示：在美国，与“led”

相关的搜索热点词有“led lights”、“led light bulbs”、“led light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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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8 热点搜索词 

通过 Google 全球商机洞察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 我们的产品在哪些国家热度最高； 

2. 产品在每个国家的竞争程度； 

3. 产品在每个国家的本地化语言表达； 

4. 每个国家关于本产品的热搜词。 

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几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目标市场进行开发。 

 

（3）Google Trends 

Google 趋势通过对一段时间内的关键词搜索量进行统计，得出当下时段的热

门内容，可具体分析某个产品在特定国家不同时段的需求情况，帮助我们优化广

告投放策略。 

首先，我们进入 Google 趋势官方网址：http://www.google.com/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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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9 关键字“wig”每月的搜索量 

 

输入关键字“wig”（假发），折线图显示的是从 2004 年至今，每月关于假发

的搜索量。我们会惊喜的发现，每年的搜索峰值总是出现在 10 月份。 

此外，我们还可以查看关键词的区域热搜度。根据 Google 趋势的反馈，我

们可以使用 Google Adwords 于每年的 10 月份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投放点击

付费广告，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 

 

 

图 9-40 区域热度 

 

通过 Google 趋势，我们可以直观的了解到：在全球市场，我们的产品需求

地区在哪里，还可以详细分析在当地我们产品的需求趋势，当地对我们国内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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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情况关注程度等。 

9.3.3 利用搜索引擎寻找买家 

为了寻找潜在客户，除了参加世界各地的展会，或者购买阿里巴巴、中国制

造等第三方平台的会员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来搜索客户。 

在搜索引擎中搜索产品相关的关键词，能检索到成千上万的网页，这些网页

都和我们的搜索的产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在搜索结果中进行深度挖掘，

就可以找到潜在的买家，或者是有价值的行业论坛。 

例如当我们在 Google 中搜索“solar energy products”时，可以看到搜索引

擎列出了几个关键词组。这是 Google 通过专门算法推荐的，跟我们检索的关键

词高度相关且搜索热度较高的长尾关键词。利用这些关键词，我们就可以用来搜

索客户。 

选中关键词后，我们在搜索结果中可以看到有付费的广告和自然搜索结果。

一般来说，除去像“Wiki”、“Youtube”等网站，剩下的能够排在自然搜索结果

第一页的都是权重较高的企业网站或者知名行业论坛。这些企业网站本身就可能

是我们的潜在客户，是我们的产品在相应国家的代理商，需要从中国进口商品到

本国销售，我们就要重点挖掘此类网站的联系方式，如邮箱、电话等。如果是一

些行业论坛，就更加要引起关注了，因为很多潜在买家会在论坛中发布一些求购

信息。 

9.4 邮件营销 

邮件营销是在用户事先许可的前提下，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目标用户传递

有价值信息的一种网络营销手段。因此，邮件营销的第一要义是信息对用户有价

值。 

 
图 9-41 邮件营销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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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邮件营销的作用 

与用户通过搜索引擎主动获取信息不同，邮件营销则是企业主动向用户提供

信息和服务。因此，电子邮件在网络营销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传播企业品牌 

企业品牌的建设是个持久性的过程，电子邮件营销正是通过长期与客户联

系，逐步积累客户对企业品牌形象的认知。规范的、专业的电子邮件营销在建立

客户品牌认知和维持品牌形象等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据调查显示，56%的被

调查者认为高质量的许可电子邮件营销活动对于企业品牌有正面影响。 

（2）推广产品或服务 

推广产品或服务是电子邮件营销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而电子邮件营销是推广

产品或服务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向客户介绍新产品。

客户如有兴趣，会进一步向我们了解产品的详细信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邮

件营销在产品或服务的推广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3）客户关系管理 

与搜索引擎营销等其他网络营销手段相比，电子邮件首先是一种互动的交流

工具，然后才是其营销功能。因此，电子邮件营销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比其它网

络营销手段更有优势。我们通过长期与客户之间的邮件往来，保持良好的关系，

建立客户邮件列表，有策略地进行电子邮件营销。据查显示，69%的企业认为使

用电子邮件营销的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客户关系。 

（4）客户服务 

电子邮件不仅是客户沟通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高效的客户服务手段。在国

际贸易领域，电子邮件是最常用的客户服务手段之一。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为客户

提供询盘、文件传输、物流跟踪以等服务，不仅节约了大量的客服成本，也提高

了客户服务的质量。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投放商业广告、开展市场调研、推送电子刊

物等，开展网络营销。 

 

9.4.2 邮件列表的创建 

开展邮件营销的基础之一是拥有潜在客户的 E-mail 地址资源。这些资源可

以是企业内部所有（内部列表），也可以是合作伙伴或者专业服务商所有（外部

列表）。邮件营销的基础就是用户邮件地址资源的获取和有效管理及应用。 

邮箱地址资源的收集是逐步积累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线下活动，

如展销会、发布会、交流会，收集客户的资料。虽然获取的邮箱资源数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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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精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收集客户的资料。 

（1）利用搜索引擎 

如果我们想要直接搜索出关于“sport sock”的 gmail邮箱，按照常规的方

法，我们会在搜索引擎中输入“sport sock @gmail.com”进行检索，但搜索结果

会出现很多我们不需要的信息，比如 B2B平台、论坛、中国供应商等页面。为了

提高效率，我们可以利用搜索引擎的语法，对搜索结果进行筛选。以 Google 为

例，我们可以输入“sport socks "@gmail.com" -cn -b2b”进行检索。（“-cn”

表示屏蔽国内供应商的网站，“-b2b”表示屏蔽 B2B平台，两个减号前要加空格） 

 
图 9-42 Google 精确检索 

 

我们还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检索 Facebook、LinkedIn 等 SNS网站上的 gmail

邮箱。语法如下： 

 

图 9-43 查找 Facebook 站点内的 gmail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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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第三方专业平台 

除了利用搜索引擎，我们还可以使用第三方平台，收集客户的邮箱地址。如

外贸神器（http://www.waimaoshenqi.com.cn/）、微匹

（http://www.veryvp.com/）等平台。 

例如，我们要获取关于“newegg”的邮箱资料，可以输入“http://newegg.com”

进行检索。 

 
图 9-44 微匹检索结果 

9.4.3 电子邮件模板设计 

（1）邮件主题的设计 

邮件主题是客户收到邮件后最先关注的内容，直接决定着邮件被打开的几

率。如果邮件的主题引起了客户的兴趣，我们就获得了与客户进一步沟通的机会。

反之，我们的营销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邮件主题是邮件内容概括性说明，必须简明扼要地描述邮件的内容，或者告

诉客户发送邮件的目的。如果邮件是为了宣传新产品/服务，主题就可以开门见

山：国贸云商畅销天下跨境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如果邮件是邀请信，主题可以为：

国贸云商邀请您参加畅销天下跨境电商平台发布会。 

（2）邮件版式的设计 

邮件版式的设计包括整体风格、LOGO、字体、颜色、图片等。邮件的整体风

格要符合产品（服务）的特色，可以参考网站的风格。在邮件中，我们也可以添

加公司 LOGO，传播企业品牌，加深客户的印象。同一封邮件中，我们最多使用

两种字体，不建议使用非常规字体，避免有些客户的电脑无法正常显示。为了避

免邮件过于枯燥，我们还可以在邮件中插入与主题或者产品相关的图片，提高邮

件的可阅读性。但图片不能太大，特别是邮件群发时，发送效率会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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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邮件的个性化群发 

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联系客户时，往往选择邮件群发的方式。但如果每封

邮件的称呼都是“Dear Sir/Madam”，显然过于生硬，无形之中拉开了与客户之

间的距离。调查显示，超过 75%的企业在发送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中，没有包括该

客户的个性化称呼，也就失去了最简单的与客户建立友好关系的良机。因此，个

性化邮件群发在邮件营销中尤为实用。下面为大家介绍使用 Word、Excel、

Outlook，实现邮件的个性化群发。 

第一步：创建用于存储客户邮件资料的 Excel 文档 

文档内容包括公司名称、收件人、邮箱地址等信息。不同的邮件列表，可存

储在文档的不同工作表中，方便分组群发邮件。 

 
图 9-45 邮件列表文档 

 

需要注意的是，在输入邮箱地址时，Excel 会自动添加超链接，有可能导致

邮件群发失败。我们可选中所有邮箱地址，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取消超链接”

命令。此时，邮箱地址的文字颜色显示为黑色，下划线也去除了。 

第二步：打开 Outlook 软件 

首先在 Outlook 中添加我们常用的第三方邮件账户，如 126、Gmail、QQ 等

邮箱。在 Outlook 主界面，单击【文件】菜单下的【添加账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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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6 Outlook 界面 

 

服务类型选“电子邮件账户”，然后输入姓名（昵称）、电子邮箱地址和密码，完

成邮箱账户设置。 

如果已经添加邮件账户，我们只需要将 Outlook 打开，不需要任何操作，Word

会自动调用并发送邮件。 

第三步：用 Word 文档编辑邮件 

打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编辑邮件内容，公司、收件人等抬头部分暂不

输入内容，留待文档自动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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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7 Word 编辑邮件内容 

 

切换到【邮件】选项卡，点击【开始邮件合并】，选择【电子邮件】模式，

Word 页面显示为“Web 版式视图”，与网页版邮箱的格式一致。 

 

图 9-48 Word 文档的邮件功能 

 

 

第四步：导入邮件列表 

在 Word 文档的【邮件】选项卡，单击【选择收件人】，选择“使用现有列

表”，选取存有客户邮件资料的 Excel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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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9 导入邮件列表 

 

打开 Excel 文档后，选择需发送邮件的列表（工作表），完成导入。注意，此

处我们只能选择 1 个工作表，不能多选。 

 

图 9-50 不同邮件列表的工作表 

 

完成导入后，我们可以点击【编辑收件人列表】，查看客户资料是否导入正

确。如部分客户不需要发送邮件，点击取消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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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1 编辑收件人列表 

 

第五步：填充个性化信息 

在编辑邮件内容时，抬头信息暂时没有输入。在导入邮件列表后，我们就可

以进行个性化填充。将光标置于邮件正文“To：”之后，单击【插入合并域】，选

择“公司名称”，填充客户所在的公司名称。同样步骤，我们依次填充其他域，

抬头部分如下图所示。 

 
图 9-52 插入合并域 

 

单击【预览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邮件列表中的信息已经自动填充到邮件对

应的抬头中，实现邮件的个性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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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3 预览邮件 

 

第六步：调用 Outlook 群发邮件 

个性化邮件生成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Outlook 进行群发。点击【完成并

合并】，选择“发送电子邮件”。收件人为邮件列表的“邮箱地址”，编辑邮件主

题，邮件格式为“HTML”。点击【确定】，调用 Outlook 群发邮件。 

 
图 9-54 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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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打开 Outlook，在“已发送邮件”或“发件箱”中，查看邮件的发

送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是群发邮件，但每封邮件的收件人、公司名称都是

个性化设置的。 

 
图 9-55 Outlook 邮件发送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