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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节节奏安排及会场设置 

8.6 8.12 9.4 9.30 7.31 

赢取采购节报名资
格 

采购节 
商家报名 商家备战 

采购节 
正式活动期 

提升星等级 •  信用保障亮灯 
•  发布规格化 

•  商品 

高性价比、快服务 



9月采购节打标 
标签类型 氛围标 氛围条 旺铺氛围标 

PC  　 　 　 

无线 　 　 　 

打标对象-旺铺 - - 报名大市场或任意场馆审核通过的商
家（所有付费供应商)  

打标对象-商品 报名且审核通过的商家的所有商品 
（包含询盘品和规格化商品） - 

展示场景 

搜索结果页、旺铺商品列表页、 
信用保障订单列表页、 

无线旺铺首页 
 

商品详情页、 
信用保障订单列表页/详情页、 

海运单列表页/详情页、 
信用保障订单卖家/买家下单页、 

出口发货中心、 
快递订单下单页、 

运费模板列表页及设置页、 
验货下单页 

规格化商品买家下单页 

旺铺首页；旺铺商品列表页 

注意： 
1.标签生效时间: PDT 2018年9月4日 00：00：00，标签失效时间：PDT 2018年9月30日 23：59：59 
2.打标商品发布时间是截止到北京时间8月25日 23：59：59，此后商家发布的商品无法打上氛围标和采购节氛围条； 
 



9月采购节打标图示 
无线商品详情页氛围条 

PC商品详情页氛围条 

PC氛围标 

无线旺铺氛围 

无线链路氛围标 



9月采购节行业会场赛马规则 

Ø  排序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店铺信保GMV＋店铺信保成交买家数＋该商品询盘转化率* 

Ø  统计时间：依照活动商家近 7 天的数据表现降序，从 9.4 开始执行，每天更新一次，零点生效(PDT)， 数据为T+2数据（数

据延迟两天）。 

举例：9月4日根据商家在8月27日-9月2日的数据进行排序。 

*注：展示位抢占攻略： 1）打造营销旺铺，通过直通车/ 商家自营销吸引更多买家 
                                    2）把握商机，及时回复询盘！ 
                                    3）提醒买家及时支付订单，TT及时手动关联订单！ 
 

什么是会场展示位？ 

Ø  会场展示位指在9月采购节期间，各个垂直行业会场中商家产品所出现在的位置； 
Ø  同一个会场，商家将展示1-2个商品，系统将根据商家所报名并且审核通过的商品池里的商品数据表现自动选择会场展示

的商品。 

会场楼层排序： 



9月采购节商家数据直播大屏 

1.开放对象：活动KA商家（报名行业垂直
会场、主题会场、deals会场并审核通过
的所有商家）& 认证且开通的金品诚企商
家 
 
2.时间：2018年9月4日（PDT) 
 
3.查看路径： 
 1）My Alibaba-数据管家-大促直播屏； 
 2）千牛工作台-大促直播屏； 
 3）数据管家官网：data.alibaba.com -
采购节直播屏 
                   

ü  大屏核心价值 
•  实时监控活动效果，大促战绩一

目了然 
•  作战氛围特效渲染，鼓舞士气彰

显实力 
•  洞察行业热品热词，把握大促流行

趋势 



ü  作战大屏核心数据&作战氛围渲染 

采购节直播屏功能介绍-核心数据区 

核心指标解读： 
•  信保交易金额：累计大促期间信保交易金额、行

业排名范围（Out of TOP100、TOP50、TOP10）
及较去年同期对比数据（同期指：PDT 2018年9
月4日对比2017年9月4日） 

•  店铺海外访问人数：累计大促期间到店铺的海外
访问量（排除中国大陆，排除联盟流量），并呈
现无线（APP+WAP）占比及较去年同期对比 

•  有效询盘个数：累计大促期间有效询盘数量，呈
现无线占比及去年同期对比 

•  信保支付订单个数：累计大促期间信保交易的订
单个数 

  
 



ü  作战大屏核心数据&作战氛围渲染 

采购节直播屏功能介绍-核心数据区 

核心指标解读： 
•  海外人均访问页面个数：海外店铺访问页面数/海

外店铺访问人数 

•  平均回复时间：数据更新日期前7日的近7日买家
发来的所有有效询盘的平均回复时间（同商家星
等级中的定义）。 

•  按时发货率： 近180天扣除已取消和未到约定
发货时间的余下订单中按时发货且未取消的订单
比率（同商家星等级中的定义），数据每日更新。 

 
•  询盘来源国家与地区：根据大促期间的询盘呈现

买家来源国家或地区统计分布，并按询盘量TOP5
国家或地区排序。该区块会有动效展示，增添大
促氛围，数据实时更新。 

 



ü  新店铺动态，实时看 

采购节直播屏功能介绍-店铺动态区 

核心指标解读： 
 
•  待支付订单：滚动展示大促期间累计所有未付款

订单，每个订单中呈现商品图、买家名称、国家
信息和订单金额。 

•  新询盘：轮播展示 新的10条询盘，每条询盘
信息包括买家名称、买家国家、询盘简要及未回
复询盘的标识。 

 



ü  洞察行业热品热词，把握大促流行趋势  

采购节直播屏功能介绍-行业热品热词区 

核心指标解读： 
 
•  行业询盘热品：根据商家相同主营三级类目在大

促期间产生的询盘品热度TOP5排序，每个热品展
示商品图片及名称，数据每日更新。 

•  行业热搜关键词：根据归属在商家主营三级类目
的关键词，采用卖家搜索量 大的原词TOP5排序。
数据为活动期间累计，数据每日更新。 

 



9月采购节信用保障提额方案 

九月采购节期间，商家的信用保障额度将由三方面组成： 

 
商家自有额度 

 

 
临时额度 

 

 
大促提额 

 

额度如何
获得 

平台一般参考以下因素： 
1）供应商公司的基本面情况 
2）供应商的经营能力 
3）供应商的资信状况 
来赋予商家信用保障额度； 
每月10号更新。 

商家可以登录额度管理页面，
点击临时提额，即可获得。 
路径： 
My Alibaba-信用保障交易管
理-额度管理 

9月采购节期间，平台将为活
动KA邀约商家和大市场商家
分别获得一定额度的提升 
提额有效期：9月4日-10月30日 

温馨提醒： 
•  信用保障订单发货后即可释放额度，建议商家尽快发货，以释放额度，避免额度占用。 
•  具体的额度请商家在My Alibaba自行查看。 



　 大项 优惠折扣 时效 优惠时间 买家对象 卖家对象 

品商玩法 

Bargain Buys 
暂命名 至少9折 无　 8.23-9.30 所有买家 会场卖家 

Weekly Deals 至少7折 无　 9.4-9.30 所有买家 会场卖家 

Brand Zone 
至少9折 
新品独发 

 
全场24小时发货 9.4-9.30 所有买家 50品牌商家 

9月采购节 Deals会场玩法一览 



9月采购节卖家权益一览 



1.快递运费5折，上万个优惠名额 

•  活动期间内起草信用保障订单（收货地址为美国，在派送范围内） 

•  发货选择快递［无忧专线］ 

2. 高节省50美金交易服务费（5000美金以下非一达通出口， 阿里物流

交易服务费1%） 

3. 发货后信保额度立即释放 

您的美国买家可获得 作为商家， 您将获得 

快递运费限时5折，平台百万补贴 
底价！低至39元起去美国！平均5-7工作日达  

服务名称：无忧专线 

服务商：菜鸟自营-仓到门 

物流类型：美国专线（深圳仓库—香港机场—美国机场—美国买家） 

起运仓库：深圳仓库 

目的国：美国（关注线上派送范围说明） 

时效：平均5-7工作日达  
（＃8月16-31日为试运营， 日常价格，此期间派送范围仅支持美东美西； 9月采购节

期间派送范围扩展至美国全境（不支持派送范围以线上为准） 

9月采购节物流-中美无忧专线快递 

•  收货地址为美国的买家，且在派送范围内； 

•  买家直接下规格化商品订单，选择无忧专线（Alibaba.com air express），买家获取

5折快递运费优惠，30美金封顶； 

•  优惠名额不限量； 

•  此优惠金额将由阿里巴巴国际站在活动结束后（预计2018年11月底）汇至卖家支付宝

账户；  

•  对应此笔订单的卖家使用无忧专线去发货可同时享受5折优惠。 
 

 

•  买家规格化商品订单下单并支付时间： 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9月

30日23:59:59(PDT) 

•  卖家信用保障订单起草时间：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9月30日

23:59:59(PDT) 

•  卖家快递无忧专线下单时间： 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10月15日

23:59:59(PDT) 

•  卖家快递无忧专线支付时间：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10月31日

23:59:59(PDT) 

活动时间 



中美无忧专线快递活动规则：买家和卖家 

无效条件：  
阿里巴巴或一达通或菜鸟有理由认为买卖家任一方存在欺诈、潜在欺
诈、虚假出口、虚假下单、虚假骗税、违反法律法规、违反贸易惯例、
或违反《阿里巴巴国际站规则》或《信用保障服务规则》的行为的，
阿里巴巴或一达通或菜鸟即有权单方取消奖励，并对买卖家进行处罚。 

①  为帮助您的买家享受运费5折，需要您配置运费模版—

无忧专线，建议在9.4日之前设置完毕。 

②  针对支持买家直接下单的规格化商品，买家下单后， 

该订单符合活动条件的买家和卖家可同时享受优惠 

注意！ 

公斤段 日常价格 活动价（5折） 
0.5公斤 ¥78.00 ¥39.00 

1公斤 ¥97.00 ¥48.50 
1.5公斤 ¥116.00 ¥58.00 
2公斤 ¥135.00 ¥67.50 
5公斤 ¥249.00 ¥124.50 
10公斤 ¥439.00 ¥219.50 
15公斤 ¥629.00 ¥314.50 
20公斤 ¥819.00 ¥409.50 

＃此路线价格为仓到门价格， 不包含国内段寄送
到深圳仓库的运费 



无忧专线快递5折：商家要帮助买家参加活动，该如何做？ 

为帮助您的美国买家享受运费5折，需要您对支持买家直接下单的规格化商品配置运费模版 

无忧专线 

1. 选择‘无忧专线’ 

2. 选择‘阿里物流价’，不能选
择‘卖家包邮’或‘协商物流’ 

3.无忧专线为仓到门服务， 不包含国内段
寄送到深圳仓库的运费。若您想在向买家
展示的运费中包含国内段运费， 可设置
‘调价率’，我们会在 终价格基础上打5
折。（调价率可高于100%） 



无忧专线快递5折：商家要帮助买家参加活动，该如何做？ 

配置无忧专线后，向买家展示： 

买家输入采购的产品数量， 会出现快递运费和服务商，
选择Alibaba.com Air Express（无忧专线），可看到5
折优惠信息 

＃重要提醒：若买家选择‘无忧专线’，卖家必须使
用‘无忧专线’完成发货！ 



无忧专线快递5折：商家自己参加活动，该如何做？ 

①  供应商在活动期间起草信用保障订单 

②  进入信用保障“订单列表”或“信用保障订单详情页”，点击［去发货］－进入［出口发货中心］ 

③  点击［起草快递订单］——填写查询信息点击［查询］－选择［无忧专线］，满足活动条件供应商可看到5折信息－点击［下单］ 
 

④  将货物发送到深圳仓库 

⑤  等待仓库生成账单并在线上支付（支付路径：My Alibaba-物流服务－空快订单－快递仓到门－找到该笔订单－冻结费用） 

您自己参加5折活动， 下单路径指引如下： 

⽆无忧专线 



无忧专线快递5折-常见问题 
1.Q: 买家是否可以享受多次优惠？ 
A: 是的。 
 
2.Q: 卖家是否可以享受多次优惠？ 
A: 是的。 
 
3.Q: 带电产品是否可发货？ 
A: 可接带电货型号为PI966,PI967,PI969,PI970，需提供所需相关证书。 
 
4.Q: 化工、粉末、液体类是否可发货？ 
A: 不能。 
 
5.Q: 如何确定我抢到了优惠名额？ 
A: 作为商家， 您需要做到3步：1.在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9月30日23:59:59(PDT)起草信用保障订单；2. 在2018年9月04日0点
(PDT)起至2018年10月15日23:59:59(PDT)在信用保障出口发货中心下快递无忧专线；3. 在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10月31日
23:59:59(PDT) 完成快递无忧专线运费支付。 
 
6.Q: 如何确定我的买家抢到了优惠名额？ 
A: 若买家成功享受到优惠，在订单详情中您可看到运费金额打5折。您在活动规定时间内下快递单并完成发货，阿里巴巴国际站预计在2018年
11月将您之前少收到的5折运费折算成人民币汇至您的支付宝帐号。（1. 卖家快递无忧专线下单时间： 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10
月15日23:59:59(PDT)；2.卖家快递无忧专线支付时间：2018年9月04日0点(PDT)起至2018年10月31日23:59:59(PDT)） 
 
7.Q: 若是卖家优惠名额已抢完， 买家优惠名额还是可以继续？ 
A: 是的，买家优惠名额不限量。 
 
8.Q: 我可以不配置运费模版， 在发货时候再选择无忧专线吗？ 
A: 可以，但是不配置运费模版， 您的潜在买家无法享受优惠， 只有您能享受优惠。 



无忧专线快递5折-说明 
①  运费已含燃油； 

②  包装只接纸箱包装的货物； 

③  一票只接受一个包裹； 

④  单票实重不能超过20KGS, 长边不超过120CM, 两条短边相加*2+长边不超过330CM 

3. 体积重量通过将包装的立方尺寸除以6000来计算。包装的立方尺寸通过将长度乘以宽度乘以高度（以厘米计算）来计算。 

⑤  订单的计费重 低按照0.5kg起算，即订单计费重不足0.5KG的货物，也需按照0.5kg计费； 

⑥  美国具体派送范围关注线上说明； 

⑦  可接受一般贸易报关货物，加收出口报关费RMB 200； 

⑧  当在美国申报价值超过800美金，需要增收目的国报关费RMB300，关税实报实销，关税视为收件人支付，如收件人不付则由发件人支付； 

⑨  香港出口可接带电货型号为PI966,PI967,PI969,PI970，需提供所需相关证书 

； 

⑩  因货物原因无法完成目的地海关清关手续或收件人不配合导致货物被退回发件地（无法销毁），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发件人支付； 

 

11  丢件或损坏赔偿处理：包裹按申报价值赔偿 高不超过100美元，由此引起的连带损失不予赔偿。无忧专线每一票均有赠送保险，可在符合

条件下提起保险赔偿， 高可赔付单票RMB4000； 

 

12  不接受目的国周六派送，C.O.D服务，签名服务等特殊服务，FDA，USDA相关货物出货前每票需单独征收附加费RMB70； 

13  仓库信息： 

仓库名称：深圳龙岗仓库 

仓库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石背路11号德众工业园A栋1楼(工业园尽头，食堂对面) 邮编:518129 

仓库联系人：阿里巴巴-深圳龙岗仓库 袁小峰    

仓库电话：出库前：0755-29307176/86241678；出库后：0755-29198122/29192598（仓库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8：00） 



9月采购节物流-中美海运巨惠 

卖家推荐买家成功使用中美海运物流（拼箱/整柜）

买家每笔订单均享受总费用5折优惠， 高减免

$300！ 

卖家补充买家订单且发货成功*，赠 高¥800元

优惠，用于卖家随后任一单阿里陆运或中美海

运！ 

一张订单    双重惊喜 

* “发货成功”指物流订单状态为“待开船”及之

后状态 

* 推荐同一买家下单 高不超十单 

* 卖家优惠限前800单，先到先得，满额即止 

9月4日－10月31日 (PDT) 

中美巨惠 



9月采购节物流-中美巨惠活动规则 
1.  活动内容： 

  卖家推荐买家下阿里巴巴中美海运订单，成功后可获得 高¥800元／单的折扣优惠，用于后续卖家的阿里陆运和中美海运订单。 

（陆运订单不限制集港、中港拖车与散货交仓） 

2.  活动具体规则：符合以下要求，卖家才可获得￥800元物流优惠资格。 

ü  推荐的买家需在2018年09月04日0点（PDT）至2018年10月31日23:59:59（PDT）期间内完成阿里中美海运物流意向订单提交。 

ü  卖家需在2018年12月31日23:59:59(PST)前完成此意向单补充，且发货成功（“发货成功”指物流订单为“待开船”及之后状态） 

ü  推荐是否成功仅以买家在note中填写的卖家主账号ID作为推荐订单的判断标准，未填写视作非推荐订单； 

ü  活动期间，卖家推荐同一买家下单，不超过10单 

3.  优惠减扣要求： 
ü  需扣减的阿里拖车或中美海运费用低于￥800元／单，客户仅需要支付￥1元。 

ü  需扣减的阿里拖车或中美海运费用高于￥800元／单，该单直接优惠￥800元。 

ü  优惠费用以阿里巴巴物流平台查询所显示的费用为基准。 

ü  卖家优惠需要在2018年12月31日23:59:59(PST)前一次性使用完毕。 

ü  优惠仅限前800单，先到先得，满额即止 
4.  卖家优惠使用方式： 

推荐成功后，阿里后台自动抓取并确认。卖家通过钉钉联系小二，小二审核后修改
账单，卖家用优惠价完成付款。 

 

钉钉扫一扫 

开始优惠申请 

钉钉群号11790549 



步骤一：登录买家My Alibaba 后台 

步骤二：通过‘Service-à Logistics Solution’，选择对应的物流方式（海运拼箱LCL，海运整柜FCL） 

步骤三：填入必要的信息（如 LCL的起始地邮编、目的地邮编、体积、重量等，FCL的起始港、目的地邮编、柜型、柜量等）， 

             点击‘Get Quote’得到报价方案，链接相应的信保单，提交即可（点击submit） 

 

Please write down my Alibaba.com ID 

买家下的物流单（称作物流意向单），为阿里物流单，卖家端亦可享一切需要使用阿里物流的活动、项目或规则 

9月采购节物流-中美巨惠买家下单指导 

卖家推荐买家下中美海运物流意向单，也可直接给买家此链接：https://activity.alibaba.com/sale/6273c543.html 



信用保障订单支付升级（一） 
-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新增本地T/T 

1.  本地T/T 2.0有什么不一样? 

    1）到账时间快：48小时内到账， 快当天到账。 

    2）手续费低：手续费≤1本币（详见下方表格） 

    3）覆盖范围广：本土T/T2.0覆盖了更多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 

    4）可锁汇：美金以外的币种支付后，需将支付币种兑换成美金进行挂账， 买家使用本地TT支付后，可以通过锁汇来享

受优惠的货币兑换的汇率，锁汇时间是7天，锁汇时间内付汇并到账的，按照优惠汇率自动汇兑成美金，超过锁汇时间付汇

并到账，付款会原币种入账到卖家账户，卖家自行汇兑。 

卖家可以通过与买家沟通，替买家锁汇，以帮助买家享有优惠汇率 

9月4日前上线 
（以上线时间为准） 



信用保障订单支付升级（一） 
-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新增本地T/T 

2.如何生成本地T/T账号?本地T/T可以用其他币种支付吗？ 

  生成本地T/T的条件及限定支付币种见下表。温馨提示：本地T/T只能本地币种支付，使用其他的币种支付会被退回。 
 



信用保障订单支付升级（二） 
-信用卡实时到账、可收多币种、亚太MC手续费封顶！ 

 
到账快 

 
成本低 

        
更便捷 

 
买家通过信用卡支付的款项，在买家支付

成功后，将实现实时到账！ 

 
买家使用亚太地区发行的MasterCard支付，手
续费封顶， 高USD40， 大幅帮您节省支付成
本。 

  
信用卡支付支持USD,EUR,AUD,CAD四个币种
本币支付，可提高支付成功率、节省手续费、
本币报价更直观。 

 
注意事项: 
1.信用卡实时到账功能何时开始？ 
答：该功能8月1日提前开始，采购节后继续。 
 
2.8月1日前起草，8月1日后支付的订单可以享
受信用卡支付实时到账的功能吗？ 
答：可以  
 
3.信用卡Visa和Master的支付都可以享有实时
到账吗? 
答：是的。 
 
4.所有卖家都可享受实时到账服务吗？ 
答：仅限中国大陆付费供应商。 

 
注意事项 
1.该优惠何时开始？ 
答：9月4日开始（以上线为准），采购节后可以
继续。 
 
2.优惠开始之前起草，在此之后支付的订单可否
享受优惠？ 
答：可以 
 
3.可享受优惠的亚太地区买家是指哪些国家（地
区）的买家？ 
答：请在service.alibaba.com里搜索“万事达卡
支 付 手 续 费 优 惠 ”： 
https://service.alibaba.com/hc/supplier/
detail/24259386.htm 

 
注意事项： 
1. 该功能何时上线？ 
答：为更好服务9月采购节，该功能已于7月提
前上线，采购节后可以继续。 
 
2. 信用卡支付2.95%的费用还需要吗？ 

2.95%的手续费是要的，只是省了中间因支
付兑汇所损失的相关费用。 



信用保障订单支付升级（三） 
-新增PAY LATER支付方式！ 

9月采购节期间，美国买家在信保订单收银台 

发起支用时，选择Pay Later作为支付方式， 

且成功签署贷款协议，完成订单支付流程的， 

首月费用减免， 高100美元（含）！ 

详情点击：卖家：点击查看；买家：点击查看  

 



9月采购节Pay Later活动规则 

 
•  买家在采购节期间用PAY LATER进行的第一笔支付，首月费用可减免，

高可免100美元 
•  一个买家仅限一单 
•  限1500名客户（含） 

优惠对象：美国买家 

 
•  步骤1：完成Pay Later 申请流程并获取Pay Later额度 
•  步骤2：大促期间使用Pay  Later额度支付信用保障订单 
•  步骤3：系统将自动对首月费用进行减免， 高100美元 

优惠使用流程 

 
•  美国买家 
•  成立年限超过一年 
•  年销售额超过5万美元或近3个月的每月销售额不低于4200美元 
•  已完成Pay Later申请且qualified的客户 

买家资质要求 
 
•  订单支付时间为：2018.09.04 0点（PDT） 起至

2018.09.30 23:59:59 （PDT）止 
•  在上述时间范围内，选择收银台Pay Later作为支付方式，

完成订单支付流程的支付可享受优惠 

活动时间 



Pay Later活动优惠-常见问题 

•  1.Q: 买家怎么才能享受Pay Later的大促优惠？ 

•  A:美国买家申请Pay Later并获取到额度，且买家在大促期间用PAY LATER进行支付，同时在1500个优惠限额内，
即可享受该优惠。系统可自动识别买家是否能享受优惠，并体现在还款账单中。 

•  2.Q: Pay Later大促优惠如何使用？ 

•  A:在大促期间，选择收银台Pay Later作为支付方式，完成订单支付流程的支付可自动使用大促优惠。 

•  3.Q: Pay Later优惠使用时间？ 

•  A:优惠使用时间为：2018.09.04 0点（PDT） 起至2018.09.30 23:59:59 （PDT）止。 

•  4.Q: 有何问题咨询渠道？ 

•  A:卖家可扫描二维码加入钉钉群进行咨询： 

Pay later 钉钉群 



9月大促信用保障订单验货优惠规则和玩法 

买家资格： 所有阿里巴巴国际站（www.alibaba.com）上注册买家 

活动时间： 2018年09月04日0点（PDT）至2018年9月30日23:59:59（PDT） 

优惠内容： 验货全场5折，仅限前1200单，先到先得。 

BV验货套餐 原价118美金，优惠价59美金。 

CCIC验货套餐 原价188美金，优惠价94美金。 

优惠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该优惠仅限于信用保障订单通过一达通出口的场景下的验货服务。 

2、5折优惠限前1200单，先到先得，优惠名额使用完即恢复原价。 

3、下单后未支付预付款，60天内信用保障订单取消，优惠自动失效；超过60天信保单关闭后优惠也一并失效。（如买家选

择电汇，卖家在收到全额预付款之后，须在60天内完成外汇关联） 

注意事项： 

1、买卖双方需配合验货服务，若因买方原因导致无法验货的，视为买方放弃验货优惠；若因卖家原因导致无法验货的，卖

方应承担相应损失。 

2、以下区域无法支持验货：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新疆、重庆、贵州、海南、黑龙江、吉林、宁夏、四川。 

3、活动规则中所述订单的发起、支付、自动失效等时间以阿里巴巴国际站系统记录为准。 

9月采购节信用保障订单验货优惠规则和玩法 



买卖家在下信保订单时直接勾选验货套餐，直接享受5折优惠活动。 

9月采购节信用保障订单验货优惠入口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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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采购节-商家福利】 
  

采购节头部商家庆功会 



9月采购节头部商家庆功会 

活动类型：头部商家庆功会 

参与标准：待确认后公布 

日期：10月10日-11日（周四、周五）（拟） 

地点：杭州2层会议室、酒店大堂（拟） 

规模：100人 

时间：2天 

核心事项： 

庆功： 
9月采购节成绩透传 

超百万订单商家庆功 

各行业头部客户颁奖 

面对面： 
高层面对面：国际站策略和后续场景介绍 

榜样面对面：知名企业老板实战经验分享 

未来面对面：行业权威人士分析海外趋势 

内功课： 
湖畔学院讲师管理知识分享 

专家、学者分享经营企业破局之道 

拓展、互动 

建圈子： 
头部商家俱乐部权益介绍 

头部商家俱乐部运营机制 

头部商家俱乐部圈子成立 

头部商家权益 庆功9月采购节 
全国首次大卖家盛典，稀缺资源，激励商

家在大促中优选线上成交 
9月采购节各行业各场景优质商家颁奖庆功，鼓励商

家在未来获得更多流量和订单 



9月采购节商家攻略中心 

9月采购节商家攻略中心 

My Alibaba-商家频道-9月采购节 



9月采购节-商家咨询渠道 

专题直达 

大促旺旺群 

 1641562142 

400-826-1688 

阿里快递钉钉群 
群号码21772896 

阿里Pay Later钉钉群 

中美海运专线钉钉群 

物流包裹定位、运输、发票、物流异常件等
问题，推荐物流订单页面在线直连服务商 

信保订单操作、国际站产品发布、操作及可咨询在线或热线服务 

物流在线服务 大促玩法旺旺群 

大促活动玩法、报名相关问题咨
询推荐专属旺旺群咨询 

国际站在线服务 国际站热线服务 

网站服务 

场景主题钉钉群 

国际站多数页面右侧有在线入口 

验货服务钉钉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