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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阿里巴巴出口通”是基于Alibaba.com平台的会员服务。
从供应商企业和产品的展示、推广，到促进成交，提升企业整体外贸服务能力，
为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外贸解决方案，
帮助外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获得更多商机和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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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上亿买家的外贸在线交易平台上，
建立您自己的外贸基地，
让买家全方位地看到您，了解您。

建站展示
STEP 1

备受买家青睐的专属英文网站
全球旺铺

0201
英文主站发布产品
丰富全面的
在线产品库

阿里巴巴平台提供无
限量的产品发布，客
户发布的产品，都可
以在全球旺铺中分类
展示。并且，还可以
用多张图片和表格展
示客户产品的各个方
面，更清晰地向买家
传递产品信息。

公司视频
让买家
如临现场

在您的店铺内，可以
上传客户工厂视频。
我们相信，真实的视
频内容，能帮助买家
和合作伙伴更清楚地
了解客户产品背后的
实力。

03
个性化装修
充分展现企业实力
及产品特色

全新版旺铺，客户可
以在旺铺内通过自定
义的形式，充分展现
自己的个性内容，通
过各个维度展现自己
的优势，打造自己的
营销平台。

04
实地认证
帮您与买家建立
信任第一步

联合第三方认证公司推
出的免费实地核实供应
商的认证服务，帮助供
应商完善基本信息，赢
得海外买家信任。客户
经理上门验厂，真实可
靠。专业第三方核实，
值 得 信 赖 。 O n s i t e 
Check认证标识，买家
放心。

全新的顶部
更便捷的导航体验，
企业认证信息，定义企业招牌

可定义的banner
支持自动、手动切换，
最多4张自定义图片及URL

更直观的企业介绍
视频+图片+文字的组合
更直观的展现企业形象，
更自助的方式多维度展示企业能力

更精致的橱窗产品
通栏布局与双栏布局可自由选择和切换，
通栏布局下10个橱窗的瀑布展示，
双栏布局下所有平铺，浮出大图

产品展示模块权限更开放
产品细节更丰富
可定义前台展示的产品和数量，
全新支持220X220px大图模式，
可定义的产品描述，
除名称外可扩展产品的交易属性。



获得商机
STEP 2

阿里巴巴为您提供赢得买家和商机的工具和服务，
帮您更精准把握买家需求，获得更多商机。

A.精准推广   B.有效沟通   C.提升营销效果

A 精准推广 B 有效沟通

外贸直通车（P4P）
黄金位置免费展示，您仅需为海外买家点击付费

增值服务

开户后，您只需自主设置多维度关键词，
并通过大量曝光产品来吸引潜在买家，最终只需按点击付费。

精准的推广，
只为海外点击付费

客户经理
提供专业辅导

自主选择海量关键词，
多维度曝光产品

排名及曝光情况

实时主动营销：实时买家推荐
主动营销； 营销数据查询；
动态提醒，让您时刻了解买家动向

产品诊断：
您及时把握产品现状，
提升效果、优化网站的良机

用户核心数据：
展示当前卖家的核心数据，
让您时刻关注自身效果

商机管理中心：
展示未读询盘数，
该数据是实时更新的动态数据，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商机动态

用优势产品吸引买家

橱窗展示

Trade Manager工作平台
国际版旺旺升级为在线工作平台，强大功能助力外贸接单

醒目格局
突出主打产品，
第一时间吸引买家。

设置灵活
可随时更换橱窗中的产品，
定价包年，费用固定。



随时随地主动营销：
功能集成在ATM工作台，
实时数据提醒，便捷营销方式

自主设置营销内容：
用什么营销，卖家说了算

一手掌握营销结果：
营销结果即时展示，营销看得见

实时主动营销
您可向在线买家进行营销，主动出击获得更多商机

商机管理中心

商机管理中心
从询盘到订单的一站式管理阵地

商机管理中心扁平化设计和交互，让界面更清晰，一
目了然；同时，聚合式会话让您与买家沟通更高效。
此外，列表页面展示的身份、国家、日期、负责人及
各种旗帜标示等竖列展示更是方便买卖家优先筛选和
跟进商机。

高效沟通

商机管理中心运用阿里巴巴大数据，将有利于您甄选
买家的字段展示在商机详情页的左侧，如买家国家、
注册年份、浏览产品次数、有效询盘数等。同时在
“我的客户”板块，更多维度的客户信息一览无余，
如活跃度、等级、最近联系时间等等。

客户跟踪

商机管理中心不仅提供了询价单的保存和管理，同时
也为客户提供了非常便捷的订单系统。目前系统支持
直接在线生成订单，同时系统展示的各个贸易节点和
状态能提醒您和买家一同快速跟进订单，而安全的支
付方式更能为您的订单保驾护航。

订单保障

国际语音消息：
如密友般语音聊天，
洽谈生意也如问候老友一般亲切；
解放双手，声音远比文字直接、亲切；
实时了解关键问题，更好把握商机。



C 提升营销效果

数据管家是您在阿里巴巴的仪表板和方向盘，
它能全方位呈现你的效果数据，帮助您提升效果，把握潜在商机。

掌握效果详情

数据管家

推广优化指导

您可以轻松知道自己存在的推广问题。“诊断中心”结合买家的行为与偏好、阿里巴巴平台市场规则以及会员之间
的效果对比，通过对您企业关键指标及推广效果的诊断，来全面评估您在阿里巴巴平台上的经营情况，加深您对企
业自身情况的认知，并提供相应的优化指导，帮您优化产品和网站，提升效果。

诊断
中心 产品信息

质量

公司信息
完整度

TM服务
情况

询盘及时
回复率

有效
回复率

企业网站
竞争力

询盘沟通
效率

通过“我的效果”、“我的全球
旺铺”、“我的产品”、“我的
词”、“我的子账号”等功能，
帮助您随时掌握自己的效果详
情，了解买家的主要来源以及他
们最感兴趣的产品；从而判断及
优化产品，提升相关的曝光率和
询盘转化率；并为您识别旺铺存
在的问题，及时监控产品优化后
的效果和提升情况。

外贸邮
您身边的邮件管理专家

外贸邮企业邮箱助您彰显外贸专业性，保障贸易信息安全，
判断买家采购意向，有效把握商机。 

统一树立企业形象，快速获得买家信赖。

专 业

“邮件保险箱”防止业务邮件流失，确保贸易信息安全。

安 全



基于阿里巴巴平台海量数据进行行业分析，
帮助您全面解析行业外贸形势，了解买家市场，抓住行业最新商机。

行业视角

商机无限的订单大市场，更高效的匹配方式，更精准的买家管理，
更安全的交易保障，更快促成您的交易，助您拿到更多订单。

促成交易
STEP 3

快速甄别潜在买家
“访客详情”功能为您提供旺铺来访买家的访问行为数据，
从而判断买家的偏好及真实需求，帮您锁定目标客户，快速把握商机。

“营销管理”功能为您提供营销环节关键指标及推广效果数据，
全面评估您在Alibaba.com上的营销效果，加深您对企业营销策略的认知，并帮助您判断及优化营销策略。

有效管理营销数据

为您量身打造的精准化自主营销，帮您主动出击，联系、沟通并留住买家。

访客营销

轻松玩转访客营销6步

进入
访客
详情

挑选营销买家 准备营销内容 通过平台触达买家 获得奖励推广 监控营销效果
1 2 3 4 5 6

研究买家行为，
申请最匹配且高
意向的买家进行
营销。

针对买家浏览及
搜索词特点，填
写产品/报价/公
司介绍。

随 时 跟 踪 营 销
效 果 ， 查 看 明
细 ， 不 断 提 升
营销能力。

Alibaba.com负责将
您提供的内容及时发
送给买家。

营销买家数量越多，
产品品质越好且营销
效果好，获得奖励推
广的机会越大。

订单之路，快人一步

采购直达

从报价到达成意向，平
均只需43小时，更有高
达1/3的意向订单转化
率，操作体验更顺畅，
且订单匹配更高效。

流程简单，快速互信

采购直达是一个买卖双方从达成意向到完成订单的高效线上外贸通道，
在这个公开的大市场中，买家会主动发布采购需求，供应商可以自主挑选合适的买家进行报价。
采购直达服务能够在大幅度提升买家采购效率的同时，帮助供应商更好地完成订单转化。

全面了解阿里巴巴平台的最新外贸
形势，掌握买家分布行情，洞悉行
业竞争度及竞争对手，预见行业动
向，第一时间把握商机。

最新行业趋势

每周及时更新行情数据：热门搜索
国家和地区、热搜词、搜索上升最
快词等，让您迅速了解业内的采购
数据，跟踪各个国家的采购意向，
及时调整方案、定位市场。

最热采购行情

产品之间的多角度出口形势对比，
满足个性化要求，轻松抉择。

最便捷词对比

这是高速增长的采购大
市场，日均采购订单量
超过5万个，日意向订
单额近20亿美元，且每
年以30%的增速在持续
增长。

专业买家，海量商机

这是备受供应商热捧的
商机平台，目前平均每
分 钟 就 有 供 应 商 发 出
100个报价，主动出击
赢取买家，先人一步抢
占商机。

自主报价，赢取买家

详细了解：iview.data.alibaba.com



网商成长
STEP 4

询盘页面

访客营销页面

买家商业身份识别(Business Identity)用于识别并展示买家商业身份的验证情况，助您快速辨识买
家，有效抓住潜在商机，更高效地管理您的客户资源。

买家商业身份识别

公司基本信息已经被阿里巴巴国际站或者第三方验证机构检验并确
认，其依据是过去一年内的来自相关政府机构的记录或者第三方数
据。

过去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发生过一定的商业行为，或由已在平台
上注册的合资格供应商或商业伙伴根据买家在平台上的行为确认该
会员为商业采购买家。其数据均来自阿里巴巴国际站。

目前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上共2类已验证的买家：

1. 身份已验证买家：

2. 行为已验证买家：

我的人脉旨在帮助您在Alibaba.com上建立买卖家之间的人脉关系，集中管理买家在发送
询盘或者RFQ时同时发送的名片，以及您向买家申请所得的名片，让您与买家联系更紧
密，未来，该功能更将帮您进一步拓展买家人脉关系。

我的人脉

基于人脉下的名片，您可以获取以下信息及帮助：

买家商业身份快速判别：
每个买家名片上都带有商业身份（蓝标打钩，蓝标，灰标），您可据此进行筛选，优先
跟进蓝标买家。不希望联系的名片，直接隐藏即可。

直达买家信息介绍页面：
点击买家人名即可访问买家个人信息页面。



阿里巴巴培训之家-在线培训
为了高效、及时的帮您解决业务和管理等问题，
由阿里巴巴成功客户、资深服务专员、专家、内部专职讲师，
以及外部培训机构联合打造的阿里巴巴讲师团队，
为您提供丰富、专业的在线培训服务。

外贸圈(waimaoquan.alibaba.com）系阿里巴巴国际站下属网站。

成立于2012年，外贸圈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专业、最大的综合型社区网站。
每天，外贸从业者们在这里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互动成长。

我们致力于搭建一个全方位的外贸舞台，
链接外贸经理人、外贸业务员、外贸企业、服务商、咨询平台、外贸买卖平台，
促进外贸交易、增进商友交流。
同时，依托阿里巴巴集团的强大后盾，
为外贸流程中的关键节点提供辅助工具和线上交易渠道和技巧。

外贸圈

四大精品版块 
助力网商成长

02 03

结合阿里巴巴文化及供应商成
长经典案例，联合外部资深培
训机构，为您提供可执行的管
理类课程。

每个月都有不同主题的培
训直播内容呈现，同时也
有为跨境人才量身甄选的
快速成长大餐。

课程类型如（包含但不限于）：

从行业出发，以实用为原则，为
您提供鲜活的行为分析、商业习
惯等培训内容，让您的团队及成
员精准把握热门资讯。

课程类型如（包含但不限于）：

01

团队管理
领导力
沟通技巧

阿里巴巴产品最新资讯
阿里巴巴产品使用秘籍
跨境业务行业趋势
跨境业务技能提升

管理类培训 专题栏目与人才认证跨境业务类培训

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阿里巴巴培训之家peixun.alibaba.com，
您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安装【阿里卖家】APP并添加【培训之家】轻松观看培训视频。

E-Mail：peixun@service.alibaba.com     
网址：http://peixun.alibaba.com

联系
我们

名人堂 外贸故事 每日一学 外贸问答
爱分享的外贸红
人根据地，独特
视 角 ， 原 创 经
验。名人堂嘉宾
持续招募中

外贸路上风风雨雨，
这里可以让你倾诉，
聆听。分享原创外贸
故事，还有机会收录
到一千零一夜。

海量外贸技巧，客
户开发，外贸咨询
分享。外贸人每日
的必修课。

外贸版“知道”
有问题不知道？有
问题懒得查？来这
里提问，挑战问答
大神的知识极限。



服务
支持

400电话咨询
阿里巴巴服务专线400-826-1688, 
365天为您提供7×10小时电子商务
外贸操作等咨询服务。

商圈活动
阿里巴巴在全国各地积极推动电子商
务外贸商圈的发展，帮助网商搭建属
于自己的分享交流圈，促进相互间的
学习，收获经验和人脉，不断成长。

上门服务
阿里巴巴为每一位客户配备了
专业的客户经理，他们会上门
为您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操作的
支持和建议，并根据您在阿里
巴巴平台上的各项效果数据，
为您提供针对性的优化操作建
议和网络推广方案。

01 02

03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