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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春季卖家更新和最佳实践

美国/欧盟/澳洲国家宣布时间：2月27日 (当地时间)



内容概要

- eBay标准产品刊登流程

- 店铺 & 费率更新

- 市场推广促销工具更新

- 其他更新内容



EBAY标准产品刊登流程
PRODUCT BASED COMMERCE



eBay标准产品(eBay Catalog Product)刊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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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持续优化买家购物体验，eBay将会自2018年起分阶段发布新的基于标准产品(eBay Catalog Product)的购物体验以
及相对应的刊登流程

• 第一阶段：2018年5月1日，卖家必须绑定eBay标准产品，刊登指定的品牌和分类

• 卖家刊登时选择2个以上的分类，FvF成交费将会根据较高的分类收取，而不再只根据主分类收取

• 第二阶段：2018年下半年， 进一步扩大基于eBay标准产品刊登的品牌和分类范围 （具体涉及范围将另行通知）



第一阶段：2018年5月，卖家使用eBay标准产品刊登指定的品牌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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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月中开始，对于eBay指定的品牌和分类，卖家可以开始绑定eBay标准产品进行刊登

 从5月1日开始，对于eBay指定的品牌和分类，当卖家主动修改在线刊登时（包括GTC），必须绑定eBay标准产品，
否则无法上线

刊登工具支持：
• eBay站点刊登界面支持
• 3月份开始支持新的API刊登接口

 搜索eBay 标准产品库的接口
 使用EPID进行刊登的接口变更(需

在刊登时提供EPID)

eBay指定的第一阶段品牌和分类列表：（14个产品线）
•Apple TV
•Apple iPhone (All Models/Generations)
•Apple iPad (All Models/Generations)
•Amazon Fire Stick
•Amazon Echo
•Dyson AM Cooling Fan
•Dyson AM Humidifier
•Dyson AM Fan Heater
•Dyson Pure
•Google Chromecast
•Google Home
•Roku (1-4)
•Roku Express
•Roku Premier

上线站点：US, UK DE, AU, CA(EN)

第一阶段的多属性商品刊登要求和单属性
刊登不同：eBay仅要求多属性刊登中的每
一个属性都必须填写不同的GTIN



eBay标准产品(eBay Catalog Product)的买家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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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页面
eBay产品页面 (Product Related Page) 



eBay标准产品刊登/修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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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登/修改界面选择 ‘Find a product’搜寻eBay标准产品

刊登新产品

修改在线刊登



eBay标准产品刊登/修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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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可以在eBay标准产品库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品
进行主动绑定

绑定后卖家是否能修改刊登的描述，属性和图片取决
于产品的新旧属性 (Item Condition)
• 如果刊登的物品是一个全新的 (New) 的产品，属

性和描述将不能修改，卖家可以添加额外图片
• 如果刊登的物品是其他条件 (used 二手, 

refurbished翻新等), 卖家将能够继续修改属性，
描述以及添加额外图片来说明物品的实际情况

如果卖家在eBay标准产品库中挑选产品时，发现
某个产品的描述，属性，图片和实际情况不符，
需要提出修改建议，可以点击修改按钮提交修改
建议，eBay会在后台审核。 卖家也可以发信到
sdsupport@ebay.com 提出建议

mailto:sdsupport@ebay.com


如何刊登同一产品的国际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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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卖家刊登一个产品的国际版本， 可以从站点标准产品库中选择一个 “proxy” 代理产品 （此功能将在4月份上线）

譬如，当卖家在美国站刊登英国版本的 “Apple iPhone 6s 128GB Vodafone”( EAN=888462563048)，卖家可以选择在标
准产品库中搜索相应的型号，这个时候卖家会看到以下4个商品，国际版本可以选择e4。请注意，同时卖家需要在刊登的标题
Title中写明这个iPhone是带锁(locked)还是无锁(unlocked)的版本

EPID Product Name Brand Carrier

e1 Apple iPhone 6s 128GB Black US Version AT&T Apple AT&T

e2 Apple iPhone 6s 128GB Black US Version Verizon Apple Verizon

e3 Apple iPhone 6s 128GB Black US Version T-Mobile Apple T-Mobile

e4 Apple iPhone 6s 128GB Black INTERNATIONAL Versions Apple Not Specified



店铺 & 费率更新



eBay店铺：全新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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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满足移动展示的需求，以及符合去除动态内容和应用HTTPS标准的业界规范，eBay将会对现有店铺的装修界面进
行统一升级，采用全新的统一用户界面。eBay店铺页面将会和eBay首页，分类首页等保持一致的用户体验。

eBay店铺页面更新时
间表

2018年5月份 2018年下半年 2019年

没有自定义内容的标
准店铺

标准店铺将会在5月份
被自动更新到全新的
用户界面

有自定义页面
custom pages的店铺

有自定义页面的店铺
将会在2018年下半年
自动更新到全新的用
户体验界面

有自定义店铺首页装
修的店铺

其余店铺将会在2019
年更新到最新的用户
界面



美国站点店铺费率变化 2018年5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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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额度 无店铺 Starter Basic Premium Anchor Enterprise

按月订阅
Monthly Subscription

N/A $7.95/month $27.95/month

24.95

$74.95/month $349.95/month N/A

按年订阅
Yearly Subscription

N/A $4.95/month $21.95/month

$19.95 

$59.95/month $299.95/month $2999.95/month

每月一口价免费刊登数
Monthly Fixed price free 

listings

50 100

250 1000 10,000 100,000

每月拍卖免费刊登数
（仅 Coll & Fashion分类）
Monthly Auction free 

listings

250 (Collectable 

& Fashion)

500 (Collectable 

& Fashion)

1000 (Collectable 

& Fashion

2500 (Collectable 

& Fashion

一口价刊登费
Fixed Price Insertion Fee $0.35

$0.3
$0.3

$0.25

$0.2

$0.10 $0.05 $0.05

拍卖刊登费
Auction Insertion Fee

$0.15 $0.10 $0.10



英国站点店铺费率变化 2018年4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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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porizers (183494), E Cigarettes, Vapes & Accs (183497) 分类成交费变更为11%
• Video Games & Consoles (1249) 分类成交费变更为 8%，其中 Video Games Consoles (139971) 仍保持5% 以及封顶成交费£20

每月额度 无店铺 Basic Featured Anchor

按月订阅
Monthly Subscription

N/A £25/month £69/month £399/month
£269/month

每月一口价免费刊登数
Monthly Fixed price free 
listings

N/A

250 1500 无限量
Unlimited

每月拍卖免费刊登数 Monthly 
Auction free listings (7 day)

50 300 500

一口价刊登费
Fixed Price Insertion Fee

30p

10p 5p 免费

拍卖刊登费
Auction Insertion Fee

15p 15p 15p

是否享受各分类封顶成交费
Category FvF Cap

不享受
商业用户(business seller)享受

享受

专业版销售经理工具
Selling Manager Pro

N/A (2018年6月1日起)
可订阅

£4.16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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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站点成交费费率变化 2018年4月1日生效

分类 成交费比例 新的固定费率 封顶成交费

Media 7% € 0.05 € 99 cap

Fashion 10% € 0.05 € 99 cap

Collectibles 一口价: 9%     拍卖: 6% € 0.05 € 99 cap

DIY / Garden & Terrace 9.5% € 0.05 € 19 cap 

Furniture, H&B, P&A – Parts 9% € 0.05 € 99 cap

Baby, Toys, Books 9.5% € 0.05 € 99 cap

P&A – Wheels 4.5% € 0.05 € 99 cap

Watches 9.5% € 0.05 € 47.50 cap

Jewelry 10.5% € 0.05 € 52.50 cap

Tech Devices 5% € 0.05 € 15 cap € 10.00 cap

Tech – Acc. 8% € 0.05 € 12 cap

Musical instruments 8% € 0.05 € 24 cap

Sports 8% € 0.05 € 99 cap

B&I 8.5% € 0.05 € 99 cap

All Other 8.5% € 0.05 € 99 cap

• 德国站点为大部分分类添加封顶成交费，最高 €99
• 成交费变更为销售价格的百分比加上一个固定的费率 (0.05元/条)，例如原有成交费=售价*8.5%，变更为=售价*8.5%+ €0.05, 封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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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站点店铺费率表

每月额度 无店铺 Basis-Shop Top-Shop Premium-Shop Platin-Shop

按月订阅
Monthly Subscription

N/A EUR 39.95/month EUR 79.95/month EUR 299.95/month EUR 4999.95/month

包年总价 N/A EUR 395.40/year

(= EUR 32.95/month)

EUR 791.40/year

(= EUR 65.95/month)

EUR 2.999.40/year

(= EUR 249.95/month)

N/A

每月一口价免费刊登数
Monthly Fixed price 
free listings

40

400 2500 无限量
Unlimited

无限量
Unlimited

每月拍卖免费刊登数
Monthly Auction free 
listings (7, 10 day)

40 100 200 200

一口价刊登费
Fixed Price Insertion 
Fee

EUR 0.35 EUR 0.10 EUR 0.05 免费 免费

拍卖刊登费 (特定分类)
Auction Insertion Fee

EUR0.5 EUR0.5 EUR0.5 EUR0.5 EUR0.5



澳洲站点店铺费率变化 2018年4月4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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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额度 无店铺 Basic Featured Anchor

按月订阅
Monthly Subscription

N/A $24.95/month $54.95/month $549.95/month

每月一口价免费刊登数
Monthly Fixed price free 
listings

40

600 1500 250,000
无限量Unlimited

每月拍卖免费刊登数
Monthly Auction free 
listings

N/A N/A N/A

一口价刊登费
Fixed Price Insertion Fee

$1.65 (under $100)

$3.85 (over $100)

$0.50

$0.05 for Media categories

$0.20

$0.05 for Media categories

$0.05 

免费

拍卖刊登费
Auction Insertion Fee

$3.00 $3.00 $3.00

是否享受各分类封顶成交费
Category FvF Cap

$440.00
$400.00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费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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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站部分分类刊登费，成交费变更：
• 服装及配饰类 Vêtements, accessoires 成交费调至8％。
• 房屋、园艺、DIY类 Maison, jardin, bricolage 成交费调至7％
• 轮胎，轮辋，轮毂罩类 Pneus, jantes, enjoliveurs 成交费调至3％，封顶费率降至10欧元
• 汽车，摩托车类 Auto, Motos, scooters 减免刊登费， 成交费调至3％，封顶费率汽车类Auto为149欧元，摩托车和滑板

车Motos, scooters为99欧元

意大利，西班牙站点无重大变化



刊登价格指导

广告促销工具更新



刊登价格指导 2018年下半年

• eBay将会在Seller Hub中的Growth板块扩大价格指导的覆盖范围，给予更多卖家的刊登以价格指导，包含滞销刊登分析，
推荐有竞争力的价格以及和竞争对手的销售比较

• 同时，eBay将会推出市场分析API供卖家和第三方应用集成，包含eBay标准产品的销售记录，价格范围以及热搜数据



广告促销工具更新 2018年3月-6月

Promoted Listing • Promoted Listing 栏位将会出现在各eBay站点的首页

Promotion Manager

• 从2018年三月中旬起，Promotion Manager将会推出API支持相应

的打折类型

• 从2018年06月起， Promotion Manager将会推出店铺优惠券Seller 

Coupon，每个Seller将能够自己生成店铺优惠券并向买家发放



各站点分类和属性更新
欧洲站点应用HTTPS安全规范



各站点分类和属性更新 2018年4月

• 请参照以下链接查看不同站点的分类更新要求:

– 美国站 (10个大类): http://pages.ebay.com/sellerinformation/news/categorychanges.html

– 英国站(14个大类)：http://pages.ebay.co.uk/categorychanges/ 

– 德国站(4个大类)：http://pages.ebay.de/categorychanges/ 

– 澳洲站(13个大类)：http://sellercentre.ebay.com.au/News/category-changes

– 法国站(11个大类)：http://pages.ebay.fr/categorychanges/ 

– 意大利站(16个大类)：http://pages.ebay.it/cambicategorie/ 

– 西班牙站(12个大类)：http://pages.ebay.es/categorychanges/ 

• 卖家最佳实践:

– 卖家请在分类更新完成后检查自己的刊登是否被调整到了正确的分类，可以在刊登修改建议提醒中看到相
应的提醒和更改要求，提醒可以在Selling Manager或Selling Manager Pro页面中看到

– 卖家如果使用API进行刊登，请在分类更新完成后确保使用的是正确的分类ID，从而可以顺利发布新刊登以
及完成长期刊登的更新

http://pages.ebay.com/sellerinformation/news/categorychanges.html
http://pages.ebay.co.uk/categorychanges/
http://pages.ebay.de/categorychanges/
http://sellercentre.ebay.com.au/News/category-changes
http://pages.ebay.fr/categorychanges/
http://pages.ebay.it/cambicategorie/
http://pages.ebay.es/categorychanges/


欧洲站点应用HTTPS安全规范 2018年3月

• 欧洲5大站点(UK, DE, FR, IT, ES) 从2018年3月起全面禁止非
HTTPS链接 （美国站已于2017年实行）

• 卖家物品描述中如有不符合规范的链接，物品描述将会被折叠展
示

• 卖家请依照HTTPS规范检查并替换物品描述中不符合规定的外部
链接



凤凰计划
重生无活动产品

橱窗图片优化

属性优化

在线产品海外仓选品推荐





Attribute Optimization

澳大利亚站点优化率不足，服饰类产品更受产品节点页面影响

分站点修改情况 分品类修改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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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Attribute update status by Vertical

Updated fit attributes Listing Pool

5% 5% 4% 3% 1%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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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 update status by Site

Updated fit attributes Listing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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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2017年9-12月Phoenix工具中参与数据统计



Attribute Optimization

Halsketten & 
Anhänger(项链和吊坠)

input values translation

/ 405

Keine Angabe 292没有信息

Nein 165没有

Nein Stein 47没有石头

as the detail 23

Zinklegierung 18锌合金

Nicht zutreffend 16不适用

Strass 0假宝石

BBQ & Grill Replacement 
Parts

input values

Same as the picture 1094
tube 313
Square 122
Round 24
Same as picture 16

9.36129E+21 8

记字第5号（1/1） 3
https://www.amazon.com/gp
/product/B00ODPVDG8

3

Perlen, Schmucksteine &-
kugeln(珠子，宝石和球)

input values translation

Keine Angabe 1146没有信息
/ 54
Großhandel 21批发
Strang 5缕
Keine Angab 3没有迹象

买家需求和语言是形成产品节点页面的课题

Site: US
Category: BBQ & Grill Replacement Parts
Attribute: Cooking Grid Shape
Item Pool: 2000+
Updated: 1500+
Updated correct value: 24
Successful rate: 1%

Site: DE
Category: Halsketten & Anhänger
Attribute: Hauptstein & Perlen(主要石头和
珍珠)
Item Pool: 130000+
Updated: 1100+
Updated correct value: 2
Successful rate: 0%

Site: DE
Category: Perlen, Schmucksteine &-kugeln
Attribute: Verkaufsform(销售形式)
Item Pool: 10000+
Updated: 1000+
Updated correct value: 5
Successful rate: 0%

数据系2017年9-12月Phoenix工具中参与数据统计



1 Phoenix
2018 Progress

在线产品总览

具体产品推荐

Warehouse Recommendation
甄选现有在线产品推荐您使用海外仓

120+

40~120

10~40

0~10

0 20,000,000 40,000,000 60,000,000

WH Strong LL concentrate on ASP 10-40
CN on Big4 

WH Strong Category'

0 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Lifestyle

Collectibles

Electronics

Fashion

WH Strong LL concentrate in Fashion Vertical 
CN on Big4 

WH Strong Category'



2018春季 卖家政策更新



内容概要：

全球政策变化：

卖家指标更新

国内及国际退货选项更新

退货政策更新（美国/加拿大/澳洲）

未达标卖家成交费率更新（德国/英国/澳洲）

美国政策变化:

Top Rated Plus的必要条件更新

英国政策变化:

eBay Premium Service快递要求更新

澳洲政策变化:

第三方运送新政

附录



全球政策变化



全球卖家指标更新

自2018年6月起，eBay会为你提供更多买家开启的售后纠纷信息，这将说明你更加了解交易中没有达
到买家期望的订单信息。

你可从新指标中了解到：

•买家因未收到货物或商品与描述不符而开启的交易纠纷。

•也会显示其他同类卖家收到类似纠纷的平均比例资料。

最佳实践：
降低开启的售后纠纷比率将有利于提升Best Match的曝光。

2018春季卖家政策更新 33



自2018年4月起，不符合最低标准卖家（Below Standard）将被收取额外的成交费。

•最佳实践：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改变鼓励你达到或保持合格最低标准（Above Standard）及高度评价
（Top Rated）的水准，为顾客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

我们鼓励你查看你的卖家评分表以了解自己的表现。

2018春季卖家政策更新

澳大利亚 英国 德国

生效日期 2018年4月4日 2018年4月1日 2018年4月1日

费率 2% 4% 4%

未达标卖家成交费率更新



退货政策变化



•比如：针对同一个商品，你可以选择提供国内免费退货，而对国际退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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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及国际退货选项更新

你将拥有设置国内及国际退货的不同标准的灵活性



退货政策更新

5月更新后的退货方式将只有如下5种：
–不支持退货
–30天买家承担退货费用
–30天免费退货
–60天买家承担退货费用
–60天免费退货

同时你将不可以：
• 向买家收取重新上架费
• 自定义退货政策

•最佳实践：
支持免费退货,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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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供符合零售
标准的买家体验

与此同时提升销量



英国退货政策更新

5月更新后Fashion , Home & Garden, Lifestyle, 
Media, and Part & Accessories 的退货方式将只
有如下4种：
–30天买家承担退货费用
–30天免费退货
–60天买家承担退货费用
–60天免费退货

同时你将不可以：
• 向买家收取重新上架费
• 自定义退货政策

•最佳实践：
支持免费退货,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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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供符合零售
标准的买家体验

与此同时提升销量



美国政策变化



Top Rated Plus的必要条件更新

•你必须提供至少30天的免费退货才能享受 Top 
Rated Plus优惠（特殊商品除外）

•如果你支持免费退货:

– 你有权选择申请部分退款

– 如果买家升级案例, 我们将协助处理并帮你删
除对应的中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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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策变化



eBay Premium Service 快递要求更新

• 目前

– 国内免费

– 隔日到达收费

– 对快递跟踪无要求

• 从2018年6月起

– 国内3个工作日内到达免费

– 且2个工作日内送达，运费不能超过10英镑。

–且对于超过20英镑的商品，必须在承诺处里时间
内上传跟踪号，且显示全程跟踪信息。

2018春季卖家政策更新 42

更新后

更新后

更新后



澳洲政策变化



第三方运送政策

第三方运送指将你的货品交给其他人，并让其为你准备和发货，这其中可包括例如：货物存储、处理、
包装、邮寄以及客户服务等服务。

我们将不允许卖卖家使用让买家买家对此交易感到疑惑的第三方运送，例如：你的订单由另外的零售商
或电电商平台发货发货。

2018春季卖家政策更新 44



GS1-如何申请商品条码

——eBay卖家培训

成员服务部 毕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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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商品条码是商品的“身份证”

商品条码是商品全球流通的“身份证”
商品条码是GS1标准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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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商品条码无处不在

48

制造商 物流批发商 零售商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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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
项目代码
（GTIN） 系列货运

包装箱代码
（SSCC）

参与方
位置编码
（GLN）

全球可回收
资产标识
（GRAI）

全球单个
资产标识
（GIAI） 全球服务

关系代码
（GSRN）

采用全球统一编码标识的好处：

• 用于开放的供应链流通环境（贸易

全球化）

• 跨行业应用（零售、物流、医疗等）

• 编码系统化（标识各级产品包装）

• 可扩展性（主体标识与附加信息表

示）

核心：一次编码，全球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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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给电商企业带来什么？

商品

身份证

品牌

宣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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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商品条码对电商企业的作用

• 提升电商运营效率

• 促进电商物流智能化

• 助力电商供应链可追溯

• 贯通零售全渠道

• 为电商树立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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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商品条码对电商卖家/商户的作用

• 好处一： 便于进行商品信息采集——通过扫码自动导入

• 好处二： 可以享受源数据服务——通过所在地条码分支机构提供

• 好处三： 便于商品的在线刊登/发布——eBay对信息完整的卖家提供便利

• 好处四： 便于树立企业品牌——全球任何买家可以通过条码认识你

• 好处五： 便于消费者明白、放心购买——通过商品条码可找到厂商/品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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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类型

54

 零售商品：GTIN-13、GTIN-8和GTIN-12

 非零售商品：GTIN-14、GTIN-13和GTIN-12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lobal Trade Item Number, GTIN)是编码体系中应用最广泛的标识代

码之一。贸易项目是指一项产品或服务。

GTIN有4种不同的代码结构：GTIN-13、GTIN-14、GTIN-8和GTIN-12，这4种结构可以对不

同包装形态的商品进行唯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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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项目代码（GTIN）结构

 GTIN-13结构

 厂商识别代码：由7～10位数字组成，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分配和管理；

 商品项目代码：由5～2位数字组成，一般由厂商编制，也可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负责编制；

 校验码：1位数字，用于检验整个编码的正误。

 厂商识别代码的前3位代码为前缀码，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已分配给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的前缀码为690～699。

55

结构种类 厂商识别代码 商品项目代码 校验码 条码容量

1 X13 X12X11X10X9X8X7 X6X5X4X3X2 X1 100000

2 X13 X12X11X10X9X8X7X6 X5X4X3X2 X1 10000

3 X13 X12X11X10X9X8X7X6X5 X4X3X2 X1 1000

4 X13 X12X11X10X9X8X7X6X5X4 X3X2 X1 100

增码：条码容量不够用，可到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上业务大厅办理免费增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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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1234是由中国物品
编码中心分配给企业
的厂商识别代码。

GS1编码三级管理体系GS1编码三级管理体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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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原则

 编码原则

 唯一性

• 相同的商品分配相同的商品条码，不同的商品应分配不同的商品条码；基本特征相同的

商品视为相同的商品，基本特征不同的商品视为不同的商品，（商品的基本特征包括商

品名称、商标、种类、规格、数量、包装类型等产品特性）。

 无含义性

• 零售商品代码中的商品项目代码不表示与商品有关的特定信息。

 稳定性

• 零售商品代码一旦分配，若商品的基本特征没有发生变化，就应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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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理条码注册、续展业务

 前往物品编码分支机构线下

办理（全国47家分支机构）

 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官网

在线办理

（ www.gs1cn.org ）

http://www.gs1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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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申请GS1商品条码——企业初次申请

 线上注册：登录编码中心官网在线注册（www.gs1cn.org）

http://www.gs1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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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申请GS1商品条码流程

填写企业信息

上传资料

线上付款

分支机构审核

编码中心审核

企业类型 一次性加入费 系统维护费（2
年）

合计

单个企业 1000 1600 2600

集团公司 1000 2400 3400

进出口公司 1000 3200 4200

1、上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
2、汇款需上传汇款证明；
3、下载《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注册登记表》并加盖单位公章，领取条码
卡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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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进行产品信息通报

第一步

•领取条码卡
•已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的厂商和企业，可直接联系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免费领取条码卡，成为中国商品
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会员。

第二步
•激活条码卡
•使用条码卡上标注的卡号和密码，登录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激活。

第三步

•通报编码信息
•访问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根据平台导航菜单，进入“产品管理”—>“产品添加”，依次填写用户所选产品模
板中的各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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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条码卡背面的“卡号” 和“密码”

63

通报编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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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后点击产品管理

64

通报编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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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 号的是“产品核心属性”必须填写

65

基础数据
8个必填属性

通报编码信息

如上传产品数量过多，可选择批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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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进行GS1商品条码续展

填写企业信息

上传资料

线上付款

分支机构审核

编码中心审核

系统维护费（2年） 合计

单个生产企业 1600 1600

集团公司 2400 2400

进出口公司 3200 3200

1、上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
2、上传《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或《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
（续展）原件；
3、汇款需上传汇款证明；
4、下载《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续展登记表》并加盖单位公章，领取续展证
书时使用；

每两年进行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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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成员提供咨询、培训服务

 企业如有任何疑问，均可拨打全国咨
询电话4007000690，编码中心及分
支机构服务人员会为您解答条码相关
问题。

 申请成为系统成员后，可参与分支机构提
供的条码培训。详细了解如何进行产品信
息通报，如何印制条码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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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成员服务部

网站：http://szgs1.sist.org.cn

联系人：毕玮

联系方式：010-84295503

邮箱：biw@an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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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广东分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020-84237996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广州分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020-83228622/83228628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深圳分中心
联系方式：0755-83990505/83997952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浙江分中心
联系方式：0571-85786900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义乌办事处：
联系方式：0579-85300906

mailto:biw@ancc.org.cn


政策更新



禁止线下交易政策 (Off-eBay-Sales Policy)

PRESENTATION TITLE GOES HERE 70

 eBay要求所有交易和付款都必须通过eBay完成。该政策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eBay会员间通讯透露联络资料进行
线下交易；而如果没有eBay的许可或者除非法律规定，也不可以在刊登中显示联络资料：

 如有以下违规行为，根据违规程度，卖家将会受到一系列处罚，包括隐藏刊登，限制销售或者限制购买，账户

冻结等。

X 提出 或者 接受线下交易；

X 交易发生前交换联络资料；

X 在刊登页面包含外部网络链接，联络信息等

 卖家可以通过Seller Hub或者邮件查看违规详情：



重复刊登政策 (Duplicate Listing Policy)

PRESENTATION TITLE GOES HERE 71

 重复刊登并不能有效提高销售额；

 为维护平台的良好秩序，以及更好的为买家提供购物体验，eBay要求卖家不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重复刊登相同

的物品以满足相同的客户需求.

 关于物品刊登，我们有如下建议：

• 明确清晰的标明物品的特征，体现物品的独特价值；

• 刊登物品时，使用multi-quantity/multi-variation选项 (包括数量，颜色，大小等);

• 尽可能详尽客观的列出物品详情 (包括物品状态，型号，尺寸，产品编号等相关描述);

 如有违规，根据违规程度，卖家将会受到一系列处罚，其中包括下架刊登或者账户冻结等措施。



不良交易政策更新

 账户长期表现审核细节：

满足下面1或者2条件的卖家将会受到账户长期表现政策的限制（标准值待定，预计Q2上线）

1. （与现有买家体验报告中一致）凡以下有效考核项都未能达到标准值的卖家：
过去12个月所有小于10美金的交易所产生的问题交易率小于等于标准值
过去12个月所有大于10美金的交易所产生的问题交易率小于等于标准值
综合问题交易：过去12个月的综合问题交易率小于等于标准值

2. 过去12个月的与物品描述不符问题交易率超出标准值

 非货运不良交易表现审核细节：

满足下面1或者2条件的卖家将会受到非货运不良交易政策的限制（标准值待定，预计第二季度上线)

1. （与现有买家体验报告中一致）过去8周物品不良交易率超过标准值

2. 过去8周的与物品描述不符问题交易率超出标准值

政策更新：在现有买家体验报告基础上，增加对与物品描述不符问题交易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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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Handling Time 海外仓管理政策

• 海外仓超过3天订单处理时间的交易物流不良率较高，为提升买家体验和提高海外仓交易发货时效性，进一步缩短卖家付款到

确认收货的时间。超过3天订单处理时间 （Handling time 3+ days）的选项将不再对海外仓刊登开放。eBay要求卖家要在3

天之内完成物品出库并交给物流承运方揽收。

• 为了避免后续刊登更新失败、新刊登提交失败等问题对您造成的影响，请您即刻检视自己的海外仓刊登并做如下调整：

1.如果您的产品并非在海外仓时，请填写真实产品所在地；刊登物品所在地不属实的情况一旦被发现，账户即被限制。

2.如果您的产品确实在海外仓时，为了减少产品改动生效对刊登的影响，请务必通过优化操作流程保证在3天之内完成订单操

作及发货，同时将订单处理时间调整为3天或3天以内；

3.如果您使用API/UI做新刊登， 请确保Handling Time的设置必须在3天或3天以内，否则刊登提交不成功。

*如特殊情况需要3天以上的订单处理时间。请联系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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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使用合规指标自检

买家体验报告：http://www.ebay.cn/sellercenter/performancetool/backend

物流相关模块

卖家评级模块

其他海外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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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D项目 rate table 设置参考数据

http://exportnews.ebay.com.hk/egdreport

交易量 交易额（USD） 评估开始时间 评估结束时间 物流方式 发货地 收货地
货运时间 （按97%以
上交易达到该时效）

是否符合EGD

要求（<=4天）
账号交易量占比 账号交易额占比

83 6139 2017/4/1 2017/6/30 USPS
NYC & Long 

Island
New Jersey 4 Y 2.7% 6.0%

43 1712 2017/4/1 2017/6/30 USPS
NYC & Long 

Island

North Carolina 

(Central)
4 Y 1.4% 1.7%

32 1529 2017/4/1 2017/6/30 UPS
NYC & Long 

Island

Massachusetts 

(East)
4 Y 1.0% 1.5%

278 10936 2017/4/1 2017/6/30 USPS
NYC & Long 

Island
Florida (South) 6 N 8.9% 10.7%

参加了美国eGD door to door 项目的卖家建议下载
rate table 设置参考数据。根据不同的买家地址设置相
应的时效

*请与物流供应商确认送达时效，过去表现数据仅供参考

http://exportnews.ebay.com.hk/eg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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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D项目 表现数据

卖家可从seller hub 上查看eGD 项目的表现数据。



英德增值税（VAT）政策概览



欧洲增值税概览-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78

• 英国增值税（VAT）政策及要求

• 英国仓储服务提供商尽职调查方案介绍

• 德国增值税（VAT）法规及要求

AGENDA



欧洲增值税概览-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79

英国增值税（VAT）政策及要求

英国政府于2017年11月出台法规草案，进一步要求网上交易市场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税务不合规的

海外卖家承担连带任。eBay将可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英国税务机关（HMRC）分享销售数据。

• 根据英国增值税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果物品所在地为英国且销售给英国的消费者，那么海外卖家必须立刻注册增值税

（VAT），并按时申报和缴纳。 如果卖家未遵守上述法规要求，则英国税务机关（HMRC）将可能根据eBay基于法规提供的

销售数据，对相关违规或可能违规的卖家做出判定，并要求eBay对卖家承担连带责任且停止向不合规卖家

提供服务。

• 根据欧盟远程销售的相关规定，如果物品所在地在欧盟国家且销售给英国的个人消费者的年销售额超过70,000英镑，则卖

家必须在英国注册、申报和缴纳应付的增值税（VAT）。如果卖家未遵守上述法规要求， 则英国税务机关（HMRC）将

可能根据eBay基于法规提供的销售数据，对相关违规或可能违规的卖家做出判定，并要求eBay对卖家承担

连带责任且停止向不合规行为的卖家提供服务。



欧洲增值税概览-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80

如果英国税务机关（HMRC）判定卖家违规，则根据违规情况不同，HMRC将出示以下两种通知

给到eBay及违规卖家：

• VAT违规提前通知书；

• VAT共同连带责任书。

收到上述通知书的卖家，应当按照通知书要求和英国税务机关(HMRC)取得联系并配

合调查； 如果未能在VAT共同连带责任书通知书规定时间内和HMRC达成一致，那么

对于判定违规的账户以及相关账户:

• 其英国站点的刊登将被全部下架；

• 受到销售限制，相关账户在其他eBay站点的刊登也将无法销售给英国买家。

英国增值税（VAT）政策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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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81

英国增值税（VAT）政策及要求

因此，基于上述法规及政策，如果卖家物品所在地是英国且销售给英国消费者，或者物品所在地

在欧盟且销售给英国的个人消费者的年销售额超过70,000英镑，则卖家必须：

• 注册英国增值税号(VAT号)，并将该增值税号（VAT号）显示在eBay刊登物品的商业卖家信息

栏；

• 确保eBay账户上的商业卖家信息和英国增值税(VAT）注册信息一致；

• 按时申报和缴纳税款。

如果卖家未能符合英国增值税（VAT）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几种情况：

• 未显示英国增值税（VAT）号在商业卖家信息栏，或

• 显示的是无效英国增值税（VAT）号，或

• 显示的公司信息和英国增值税（VAT）注册信息不一致，或

• 冒用他人的英国增值税（VAT）信息，

那么，卖家的相关刊登可能会被强制下架，或受到账户限制。



英国仓储服务提供商尽职调查方案

欧洲增值税概览-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82

仓储服务提供商尽职调查方案（Fulfilment House Due Diligence Scheme)已于2017年11月

通过，该法案适用于为欧盟以外的企业从欧盟以外进口的货物在英国提供存储服务的英国服务

提供商（例如，为中国卖家提供英国存储服务的海外仓）。

该法案要求符合条件的仓储服务商向英国税务机关（HMRC）登记注册，对其海外客户进行严格

的尽职调查（例如但不限于，客户的姓名及联系方式，客户是否有有效的英国增值税（VAT）

号），并保留相关记录。

税务机关（HMRC）将从2018/4/1开始接受服务商进行申请，并将会公布符合要求的仓储服务

提供商的名单， 并对不合规的仓储服务商采取措施，例如但不限于罚款、货物冻结等。



欧洲增值税概览-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83

德国增值税（VAT）法规及要求
据德国媒体明镜线上报道 ，德国税务部门已在2017年12月采取了强制措施，调查并冻结了某些

平台上涉嫌增值税不合规的海外卖家。 德国政府正在讨论并制定针对网上平台以及卖家的法案，

将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于海外卖家增值税（VAT）的管理，该法案将有望在2018年上半年出台。

卖家应当遵守德国现行增值税以及欧盟远程销售法规的相关规定：

• 如果卖家的物品所在地为德国，则必须注册德国增值税（VAT），并按要求申报、缴纳税款；

• 如果卖家的物品所在在欧盟境内，且销售给德国的个人消费者的年销售超过100,000欧元，

您必须在德国注册、申报增值税，并缴纳应付税款（卖家应该已在物品所在地注册增值税

（VAT），并按要求申报）。

如果卖家暂时没有取得德国增值税（VAT）号，则不要刊登物品所在地为德国的商品。

eBay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配合德国税务部门对于增值税（VAT）不合规的海外卖家进行调查，

并对于德国税务机关判定不合规的卖家采取限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下架物品所在地为德国

的刊登、账号限制、账号冻结等。



•想了解更多欧洲增值税相关资讯？ 想找欧洲增值税合规服务商？

•扫描下面二维码或登陆下面链接:

•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欧洲增值税概览-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84

http://community.ebay.cn/portal.php?mod=topic&topicid=35

http://university.ebay.cn/newcms/university/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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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PAK
国际派送
解决方案

包裹揽收

物流分拣

及时追踪 安心收货

包裹待发

航班速达

同步订单
收到订单

下单发货

末端派送

I. 服务介绍
II. 上线产品
III. eDIS物流平台

SpeedPA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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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PAK国际派送解决方案

橙联

买家

卖家 eDIS物流单号

标准型服务加快型服务 经济型服务
全程追踪 半程追踪5 ~9工作日 8~12工作日 8~12工作日

全程追踪

SpeedPAK

eDIS



China

上海

北京

济南

杭州

长沙

西安

南京

厦门

佛山

武汉

东莞
广
州

深圳中山
珠海

苏州
无锡

青岛

义乌
金华

已经开通揽收城市

即将开通揽收城市

更多城市陆续开放中

连云港

常
州

潍坊

天津
廊坊 烟台

威海

台州

丽水

兰州

成都

宁波

南通

镇江

福
州泉州

石家
庄

咸阳

银川

汕头

郑州
南阳

• 上门揽收取件时，揽件员扫描并记录A SCAN时间
• 自送包裹到仓时，收件员扫描并记录A SCAN时间

88

揽收范围（省） 揽收范围（市）
北京 北京市
上海 上海市
山东 济南市
山东 青岛市
陕西 西安市
湖北 武汉市
湖南 长沙市
江苏 南京市
江苏 苏州市
江苏 无锡市
浙江 杭州市
浙江 金华市
浙江 义乌市
广东 佛山市
广东 中山市
广东 东莞市
广东 珠海市
广东 广州市
广东 深圳市
福建 厦门市
福建 福州市 (暂不支持上门揽收)

上门揽收

卖家自送





• 工作日12:00前下单，
当天18:00前取件。

• 晚于该截单时间则顺
延下一工作日取件。

1件起揽

SpeedPAK国际派送解决方案

SpeedPAK 4



美国
• 派送范围： 美国全境（含P.O.BOXES、APO/FPO等地区）
• 物流时效： 平均物流时效8-12个工作日
• 物流轨迹： 端到端全程追踪
• 包裹限重： 单件包裹不超过31.5公斤
• 尺寸限制： 单边长不超过66厘米
• 货值限额： 单件包裹申报价值不超过800美金
• 计费方式： 单件包裹60克起重，按克计费

-标准服务

SpeedPAK国际派送解决方案

• 数据摘自2018年SpeedPAK测试报告

6BD

• 英国/德国路向服务，具体上线时间 请参考最新公告

 合规物流

 对接eBay平台

 大数据智能监控

英国、德国 -标准服务 及经济服务
• 派送范围： 英国、德国全境
• 物流时效： 平均时效8-12个工作日
• 物流轨迹： 标准服务—端到端全程追踪

经济服务—端到目的国入境半程追踪
• 包裹限重： 单件包裹不超过2公斤

SpeedPAK 5



使用邮箱注册及登录，

接收相关系统通知邮件

注册登录

自动同步已绑定eBay账号的

交易

交易同步

在线选择物流服务、

打印面单、确认发货

下单发货

在线查询物流跟踪状态

物流查询

按单结算物流运费，

支持在线查询

运费结算

支持多种方式的在线预充值

在线充值

eDIS物流平台
www.edisebay.com

一站式在线发货，下单、结算、查询

一站式服务更贴心

eDIS物流平台

eD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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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API接入方式

方便接入您自己的ERP系统

提供Java、.NET SDK下载

我们为eDIS的开发者专门设计并开发了

eDIS开发者站点，您可以透过该站点下

载SDK、查看最新的接口文档，或与其

他开发者进行话题讨论。

专为开发者设计的
开发者站点

在SDK中，我们预制了标签模板。您不

必再自行构建模板，只需下载我们最新

的SDK，即可快速实现打印标签功能。

优化标签打印

eDIS物流平台

 UI登录使用

第三方ERP

自有ERP

√

√

√

eDIS



支持多种充值、结算方式

当天结算，当天上线

线上线下充值、结算流水查询。

支持线上、线下充值，

可在线查看余额信息

运费预充值
在线支持支付宝、银联在线充值，

线下支持公对公转账

多种充值方式

系统按照每个包裹产生的

实际运费进行结算

按单结算

用户可在线查看当前余额、查找包

裹费用流水、或是导出相关数据

在线查看流水

eDIS物流平台

eD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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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核机制，有效降低

包裹扣关率01

02

03

04

eDIS物流平台

绿色通道清关模式将有效减少
运输过程中不必要的延误。

在使用SpeedPAK美国标准服务前，
您需要在eDIS平台上对您的产品
进行预审核。

如果确认商品不涉及违规，可以联系
您的客户经理。经重复确认后，为您
开放渠道。

假如您的部分商品未能通过预
审核，请复查您陈列的商品。

eDIS



10

具体详情可咨询客户经理

SpeedPAK国际派送解决方案

橙联客服联系方式：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8:00
客服电话：021-60556068
客服邮箱：CS@orangeconnex.com
微信公众号：橙联客户服务中心

活动力度 更强
活动范围 更广
活动时间 更久

SpeedPAK

mailto:CS@orangeconnex.com


Guaranteed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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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买家可在 美国 和 澳洲 站点搜索到承诺1-4日内送达的Guaranteed Delivery物品刊登。符合条件的卖

家将可以参与项目，创建可指定确切送达日期的Guaranteed Delivery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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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参与模式：

Handling T ime Guarantee Door to Door Guaranteed

操作模式
* 单一发货点
* 只需承诺same day 或者1day handling

* 多个发货地点
* 能够明确掌控可以承诺的区域

对lis ting的要求

* S ame day 或者 1 day handling
* 刊登符合eGD要求的产品
* 提供退运
* 设置即时支付（immediate payment)
* 选择eGD认可的尾程服务
* 必须填写邮编
* 设置截单时间

* 创建运费费率表(rate table)
* 关联运费费率表
* 提供退运
* 设置即时支付(immediate payment)
* 设置截单时间
* 选用eGD认可的尾程服务

考核要求
* Handling time 准时率 97%  以上
* Valid tracking 95% 以上

* 按时送达率 美国站点97%  以上、澳洲站点95% 以上
* Valid tracking 95%  以上

E DD * eBay 根据后台的大数据测算E DD * 卖家创建rate table，根据rate table的设置生成E DD

仅适用于美国站点 美国+澳洲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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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内送达

 Item Location @US or AU

 在美国和澳洲站点刊登

 提供退货服务

 Immediate pay

 填写发货地址邮编（Handling Time 卖家）

 关联Rate Table（仅限于Door-to-Door Guarantee卖家）

Listing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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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ing要求：

Door-to-Door model:

UPS / USPS / FedEx / ABF/ APC/ Asendia/ Conway/ DHL  / Express /DHL Global 

Mail /Echo /Ensenda/ Expeditors/ Globegistics/ IMEX Global Solutions/ Parcel/ 

Lasership/ Old Dominion/ OnTrac/ R+L / Carriers / RR Donnelley/ Yakit / YRC 尾程
服务。

Handling time model:

 UPS:  Ground / 2nd Day Air / Next Day 

 USPS: Priority/ Parcel Select Ground / Media / First Class / Express Mail /

Priority Medium Flat Rate Box / Priority Mail Large Flat Rate Box / 

Priority Small Flat rate Box / Priority Flat Rate Envelope /  Standard Post

 FedEx:  Home Delivery/ Express Saver / 2 Day / Priority Overnight / 

Standard Overnight

美 国 站 点 澳 洲 站 点

Door-to-Door model:

 AU post

 Fastway

 Toll

 TNT express



100
100

1

2

必须选择具体的物流产品，Economy 

shipping、Standard shipping、
Expedited shipping不属于HT的物流选
项

3

4

5

美国站点
Handling time 

单个UI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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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站点
Handling time 

批量设置

1

2

3

4

5

6

必须填写邮编



3

1

102

未设置成功的eGD listing，如何确认具体原因？

2

http://pages.ebay.com/seller-center/shipping/ebay-guaranteed-deliv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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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美国站点）：

 物流运费补偿政策：

针对eGD的延迟送达订单，如果买家提出运费返还或者退运，eBay美国站点将承担物流运费返还以及return label

（持续至6月30日）

 加入eGD，创建eGD rate table且关联eGD listing

 此政策适用于Handling time model和Door to Door model

 针对Handling time model，如果物品的延迟送达是由于卖家未能在承诺的handling time内完成货物的操作而导致，

eBay将取消针对该笔交易的运费补偿（具体eGD项目的T&C请参阅eBay.com站点公布的信息）

具体政策请以美国站点的更新为准：http://pages.ebay.com/seller-center/shipping/ebay-guaranteed-

delivery.html#m22_tb_a2_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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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澳洲站点）：

 eTRS 卖家政策：

LSR（late shipping time rate）指标放宽至10%（目前是5%）， 此政策将持续执行6个考核周期（3月20日~8月20日）

 2018年2月或3月考核中被评定为eTRS

 4月1日之前加入eGD，创建eGD rate table且关联eGD listing。确保eGD listing占比达到25%以上

 物流运费补偿政策：

针对eGD的延迟送达订单，如果买家提出运费返还或者退运，eBay澳洲站点将承担物流运费返还以及return label

（持续至6月30日）

 4月1日之前加入eGD，创建eGD rate table且关联eGD listing。确保eGD listing占比达到25%以上

 自第一笔eGD交易起，前3个月内产生的eGD交易享受此政策

具体政策请以澳洲站点的更新为准：https://sellercentre.ebay.com.au/SU18-1/Strengthening-our-Delivery-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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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I

 按现有Service Level设置Rate Table（Door to Door）

 优化出库操作，确保订单及时出库

 Free Shipping刊登

 利用订单同步功能，缩短仓库处理时间

PHASE II

选用时效更快的尾程服务

采用multi-warehouse模式覆盖更多区域



什么是品牌？

品牌，是一个主体在受众心中的主观认知，指的是
产品或服务的象征。品牌所涵盖的领域，必须包括
商业、产品、企业文化以及整体运营的管理。品牌
是一家企业总体竞争力的总和。

品牌要有定位，要有自己的目标消费人群，要能
满足目标人群的特定需求。



品牌故事

品牌要有一个听得进、传得开、记得住的品牌故
事，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情感认可，有助
于消费者的重复购买、自发传播。



eBay Deals 促销要求

 好评≥98%
 帐号表现达标（非冻结、无侵权、无限制、不能Below Standard）
 Defect达标
 产品认证
 欧洲VAT
 品牌
 GTIN



上GS1，搞定GTIN



2018 三大方向

自有品牌

GTIN

 ebay Deals



中国品牌智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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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智造计划

• 项目介绍

• 品牌准入与管理机制

• 如何参加中国品牌智造计划活动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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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品牌化运营策略

专属资金专属流量 专属服务

eBay中国品牌智造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品牌在eBay全球平台上全面开拓市场，进一步增加您的品牌销量，并有机会享受我们
推出的专属活动。优享eBay多种营销推广资源；以及专项资金激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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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营销资源，提升转化

优质季节性/节日促销，创造购买

eBay核心页面全覆盖

专属品牌展示页面，提升品牌形象品牌知名度

客户经营

影响购买

全方位品牌化运营策略

关键词锁定精准目标客户

发掘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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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浏览页面 标准产品页面品牌导航区

• 买家更方便了解产品详情

• 卖家可及时了解产品反馈，并支持产品答疑

• 优化买家浏览体验，可方便浏览品牌产品集合

• 增加品牌关联销售机会

• 品牌有机会出现在品牌导航区

专属流量 – 基于结构化数据的产品营销

提交品牌注册
表

加入eBay全球
品牌库

打造品牌页面
增加曝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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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流量 – 基于结构化数据的产品营销

出现在品牌导航区和品牌浏览页面的Listing要求 ！

Item Specifics中Brand值 完全精准等同于 加入品牌库的Brand值

示例：
正确： 错误：

XIAOMI       XIAOMI RED
正确Item Specifics 错误Item Specifics

XIAOMI Unbranded/XIA
OMI RED

1. Item Specifics的Brand中包含除了品
牌词以外其他词

2. 标题中包含品牌词，但在Item Specifics
未正确填写品牌词

如何修改在线刊登或上传新刊登？

1. 在刊登时，Brand下拉框如果有正确品牌可以选
择，直接勾选，而非填写 （例如，刊登一个品牌
为Cubot的Smart Phone）

2. 如果Brand下拉框暂时没有品牌名可供选择，则
根据加入品牌库的brand值进行正确填写。

示例：标题包含XIAOMI

常见错误示例

建议所有卖家上传刊登时务必正确填写
Item Specifics中Brand值，以享受
eBay基于结构化数据的免费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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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流量 – 单品推广，爆款打造

Deal Promoted Listing

• 覆盖eBay各大站点，畅享丰富Deal资源

• 快速提高产品浏览量及销量

• 单品促销利器

• 产品在搜索结果及产品详情页面特定区域中脱颖而出

• 提供实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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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流量 - 品牌整合营销

Display广告 Deal 多渠道引流

Display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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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专属流量 - 品牌整合营销 –display广告

8

• 依托大数据，品牌精准定向营销

• 锁定数百万级以上目标客户

定制化品牌展示页面覆盖eBay核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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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新品销售

广告费赞助

价格让利支持

eBay平台成交费减免

Display， Promoted Listing

更有多渠道引流

专属资金激励

对提供价格让利的品牌进行资
金补助



品牌准入与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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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向客户经理提交申请

卖家按要求向eBay提供认证资料
审核通过将进入“品牌智造计划”

通过认证品牌需持续提供优质产品和
服务，不良率超标品牌将可能从品牌
智造计划中移除

资料提交（包括但不限于）：

• 商标证书

• 符合出口国的安全规定证书

• 非eBay平台，品牌半年销售额

。。。

申请

管理

审核

品牌准入与管理机制



如何参加中国品牌智造计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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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参加中国品牌智造计划活动

• 关注活动邀请邮件及卖家中心“中国品牌智造计划”版块活动信息

• 定向邀请的品牌活动将联系相关客户经理，中国品牌智造项目团队负责跟进及落实



2018电子高潜力分类前瞻
2018 Electronics
Hi-Po Category Preview



全球买家购买额排名前二十位国家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买家
市场，依然同比保持稳
步增长；德国、英国、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
以色列、爱尔兰、奥地
利等买家 市场的需求
也同比增长稳定，其中
德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
买家市场。

澳大利亚、加拿大、俄
罗斯、墨西哥、巴西、
乌克兰、韩国、荷兰等
买家市场的需求同比显
著增长



手机及手机配件类 / Cellphones & Accessories

 智能手机 Smartphones

 智能手表 Smart Watches

 无线耳机 Wireless headphones

 智能便携翻译机 Portable Translators

 手机配件 Cellphone Accessories

电脑、平板及网络设备类 / Computers, Tablets & Networking

 超薄笔记本Ultra Slim Notebooks

 可分离式笔记本 Detachable notebooks

 可翻转式笔记本 Convertible notebooks

 Chromebook
 苹果笔记本配件 MacBook Accessories

 电子竞技设备 ESports Equipment

 比特币挖矿设备 Bitcoin Miners

 多屏应用设备 Multi-Screen Peripherals

 3D打印 3D Printing

 口袋即时打印机 Portable Instant Printers

 家庭网络及连接设备 Home Networking & Connectivity

 家庭存储设备Home Storages

消费电子类 / Consumer Electronics

 个人音频设备 Personal Audios

 家用音频设备 Home Audios

 4K/8K超高清电视 4K/8K UHD TVs

 激光电视及家用便携投影仪 Laster TVs and Portable Projectors

 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及采集设备 VR Headsets & VR Cameras

 智能家居及物联网 Smart Home & Internet Of Things

 语音智能助手Voice-Enabled Smart Assistants

摄影摄像类 / Cameras & Photo

 单反相机和无反相机 DSLR & Mirrorless

 数码相机配件 Digital Cameras Accessories

 无人机 Camera Drones

 水下无人机 Under Water Drones (ROV)

 一次成像相机 Instant Cameras

 全景相机 Panorama Cameras

 望远镜 Binoculars & Monocular

电子游戏及游戏设备类 / Video Games & Consoles

 电子游戏主机Video Game Consoles

 电子游戏主机配件 Video Game Accessories

2018年电子高潜力分类一览



2018年智能手机市场将持续成长

据数据统计公司Statista预测，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
货量达到了14.91亿部，而2018年将增至15.85亿部，新
增9,400万部。

过去五年全球各区域智能手机销售额(十亿美元)2009~2021全球手机出货量(百万台)

14701492
1585164216971710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Statista数据：
eBay主要站点所在北美和西欧市场，
2017年智能手机合并销售额为1,400亿美元。



2018年值得关注的智能手机技术趋势

under-screen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Face ID

/

Voice ID

AI

processor

5G
multi-

camera

waterproof

full view 

screen

wireless 

charging

graphene 

Battery



2018重点站点- 德国市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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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 DE site B&I市场概览

1893

2753

US DE

大中华卖家在4大站点B&I占有率%

目前，大中华区卖家在德国站的市场渗透率，
显著低于4大站点平均水平，上升空间巨大。 德国站，各大站点中最全的B&I检索分类

德国，欧洲最大制造业中心，
对工业品需求巨大。

B&I在德国站点GMV占比，在
各大站点中居于领先，

4大站点B&I贡献占比

德国站 Vs.美国站 5级分类数量

欧盟主要经济体GDP规模



中国制造进军德国的先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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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规格体系相同

德国市场
• 公制度量衡体系
长度
重量
容积
紧固件规格

• 均与中国主流供应相同

海量中国工业品供应，可以直接对接德国市场

工业标准体系与国内市场一脉相承

• DIN(deutsche industrie norm)
• 德国工业标准
• 全球主要工业品制造标准
• 中国GB（国标）的主要技术依据
• 适用于大部分中国供应

传统生态优势

• 中国为德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 德国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

- 机电产品
- 其他B&I相关

占比超过50%

中国

供应

机会

概览

辐射欧洲大陆公制标准国家市场



值得重点关注的德国站点二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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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ite Lv-2 中文翻译 GC 增速 GC卖家占有率

Medizin & Labor 医学和实验室 ★ ★ ★

Metallbearbeitung & Schlosser. 金属加工 & 金工车间 ★ ★ ★ ★

Werkzeuge & Werkstattbedarf 工具 & 车间用品 ★ ★ ★ ★

Gastro & Nahrungsmittelgewerbe 餐饮与食品加工 ★ ★ ★ ★

Werkzeuge 工具 ★ ★ ★ ★ ★ ★ ★ ★

Agrar, Forst & Kommune 农业与林业 ★ ★ ★

Büromöbel 办公家具 ★ ★ ★ ★

Transport & Logistik 运输 & 物流 ★ ★ ★ ★ ★

Hydraulik, Pneumatik & Pumpen 液压，气动 & 泵 ★ ★ ★ ★ ★

Sicherheit & Gebäudeinstandh. 设施维护 & 安全 ★ ★ ★ ★

Holzbearbeitung & Tischlerei 制造与木工 ★ ★ ★ ★ ★

Produktions- & Industriebedarf 生产与工业 ★ ★ ★ ★ ★ ★



德国站点2018上半年零售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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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Feb

W7-8 

Construction

Mar MayApr Jun

W10-11

Restaurant

W13-14

Agriculture W17-18

Electrical

W22-23

Construction

GC strength

Site Retail Calendar

• 专业工具及附件

• 劳动防护用品

• 建筑测量仪器

• 低压电气

• 电工检测仪器

• 五金件和紧固件

• 烹饪，烧烤

• 外卖设备

• 餐厅家具

• 桌上用品

• 厨房设备

•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

• 劳动防护用品

• 电锯/油锯及配件/附件

• 拖拉机附件

• 防水油布

• 专业种植、饲养

葡萄、果园、养蜂

• 劳动防护用品

• 电工及线缆工具

• 电工检测仪器

• 插头、开关、线缆

• 保险丝、断路器

• 电子元器件

• 电子行业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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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站点新卖家运营注意事项

 德国站点B&I高潜力分类，及季节性特点

附件12018德国站点高潜力品类清单(包括季节性及站点推广力度) 

 刊登专业化

产品描述，首选符合当地习惯的德语行业术语

其次，可使用通行的英语行业术语

借鉴当地行业领导品牌及渠道商的常用品名、描述、规格

 突出强调产品认证

德国买家是全球最看重产品合规的群体

 尽可能使用海外仓

>50% 德国站点超过半数的中国卖家销售来自海外仓

>3倍 海外仓产品的销售转化率 vs.直发产品

>3倍 海外仓产品平均成交价 vs. 直发产品



德国汽摩配高潜力品类2018全年大促



eBay德国汽摩配高潜力品类2018全年大促

https://www.ebay.de/motors eBay汽摩配德国站点eBay德国站点的汽摩配
品类交易额在eBay全球各站
点排名第二，是拥有巨大潜
力的市场之一。为了鼓励
eBay大中华区卖家进军德国
汽摩配市场，我们精心挑选
出30个高增长高潜力品类，
2018年全年免成交费。

https://www.ebay.de/motors


eBay德国汽摩配高潜力品类2018全年大促 – 促销条款

促销活动详情： http://www.ebay.cn/newcms/Home/topic/2

部分大促品类：

请扫一扫关注活动细节：

http://www.ebay.cn/newcms/Home/topic/2
http://www.ebay.cn/newcms/Home/topic/2


时尚类别 ‘TREND FOR LESS’ 欧洲推广计划



Get the Trend first and for Less 
at ebay
“用相宜的价格，在eBay 购买热门潮流单品”

• 本计划目的是帮助高品质的潮流时尚产品登
陆欧洲站点参与推广活动

• 推广热门的潮流时尚单品，吸引更多年青的
客户群，提升他们对eBay 的忠诚度

• 推广模式包括: Dollar Shop、Shop the 
Look、 Shop by Trend、限时主题推广活
动, 、精选卖家优惠等等

• 透过以上推广进行站内及外部引流，增加受
推广产品的暴光率

参加办法：客户经理提名拥有相关站点VAT的帐
号，通过品类经理审批后便可正式提交产品参与
活动

参与产品需与指定潮流趋势有关联，而且刊登要
按零售标准提供清晰的产品图片、物品详情、尺
码表等资料

时尚类别 ‘Trend for Less’ 欧洲推广计划

德国站点 Fashion Trend for Less 专页

英国站点 Shop the Celebrity Look 专页

将率先与英国及德国
站点展开合作， 推广
女士服装产品，详情
及报名办法即将公布
敬请期待 …



音频市场持续成长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迅速普及和流媒体的风行极大地
影响了个人娱乐方式。
便携式蓝牙音箱、无线耳机、便携式耳机功率放大器等
新兴品类在过去数年获得了高速的成长。

技术进步也创造了新的需求和应用场景，诸如高解析力
(High-Res)标准推动了更好的音质、耳机舍弃了连接线
缆并在 apple的引领下进入了真无线时代。蓝牙音箱逐
步具备了通话、语音交互、防水防尘等全方位功能。运
动耳机则成为一个全新的细分品类，部分产品具备了心
率测试、语音教练等功能。

市场调研公司Persistence Market Research的报告预
测2017年全球蓝牙无线音响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40亿
美元，至2025年预期将成长至85亿美元，期间复合年均
增长率为9.9%。

而市场调研机构Futuresource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二
季度全球家用音频市场的规模达到37亿美元，同比增长
32%，其中智能音响的出货量成长了847%，达420万台。

回音壁+无线低音炮的组合在近年来得益于简约的造型、
便捷的连接方式和不俗的音质正逐渐取代复杂的 家庭影
院系统。与此同时唱机也伴随着黑胶唱片的复苏而回到
乐迷们的身边。



消费者对于大尺寸、高清晰的视觉追求永无止境，而传统平板电视由于受制于体积和面板制
造工艺，售价通常随着尺寸达到一定大小后呈指数级上升。随着激光电视的诞生，普通消费
者获得了享受百寸电视的可能。

激光电视采用反射式、 超短焦投影技术，由激光光源投影机和投影幕布组成。在高亮度的环
境下也能展现绝佳的画面，且不受限于视角方向。与LED电视相比，激光电视色彩更鲜明、亮
度更高，激光光源的寿命也更长，可达10万小时以上，而耗电量却更低。
目前绝大部分激光电视已经支持了1080p分辨率，部分领先企业所推出的旗舰产品甚至已经达
到了4K分辨率，带来了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

自2017年，采用LED光源的便携投影仪借助其紧凑机身、高集成度、简易的操作、合理的价
格等优势迅速成长，成为投影仪市场内增长最快的细分品类之一，据marketsandmarkets预
测，从2016至2022年，全球微型投影仪市场将以14.5%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成长为34.4亿美元
的市场。
随着便携式便携投影仪在分辨率(1080P)，流明度(>1,000)和光源寿命等核心参数上的显著提
升，其性能已经完全符合家用娱乐的需求，从玩具级产品一跃而成为真正的数码影音产品。
而影音一体化也是目前便携投影仪的一大趋势，国内领先企业 在便携投影仪内集成了智能电
视、独立音响单元和蓝牙、WIFI 无线连接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了整套家庭影院系
统，成为一体式的家内移动影音方案。

大尺寸、长寿命、高画质、合理价格 轻便、易使用、性能大幅提升

家庭影视两大趋势：激光电视、便携投影



电竞市场商机巨大

全球电竞爱好者成长趋势图



游戏主机周边产品值得关注

据SuperData预测，全球交互娱乐产业在2018年将达到
1,200亿美元规模，其中北美的电子游戏市场将在2018

年达到254亿美元。诸多的游戏周边产品值得拓展



八大站点，数
百个电子高潜
力分类详解，
尽在[2018品
类开发手册]



摩配高潜力品类解析



二季度是各大站点摩配销售的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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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气候原因，美国摩托车保有和销售地区主
要集中在加州，东部地区摩托车骑行相对较少；

• 虽然加州全年适宜骑行，但是在美国站点四月
和五月是摩配销售的旺季；

• 造成摩配在四五月份行程旺季的主要原因在于
美国最大型一些摩托车骑行活动集中在三四五
月，例如‘Rolling thunder’；

• 对于英国和德国站点来说，气候原因是造成每年二季度为摩配
旺季的最主要因素。由于这两个欧洲国家在冬季的气温和地面
条件都不适宜骑行，因此开春后摩配就引来了销售高峰；

数据来源：eBay内部阶段性数据

把握二季度摩配旺季提高销量，对全年业绩有着决定性作用！



摩配高潜力分类：摩托车服饰及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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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服 越野服

公路赛车服
Racing

巡航摩托车服
Touring

城市摩托服
City

头盔
Helmet

全盔 Full 

Face
半盔 Half Face

越野盔 Off Road 揭面盔 Modular

头盔遮阳板
Helmet 

Visor

越野T恤 越野裤 越野夹克

车服 Clothing

手套
Glove

车靴 Boots

护膝
Ankle

护胸
Chest

护背
Back

护具 Armor/Protector

护肘
Elbow

其他 头罩
Mask

认证：DOT, E-mark，Snell

认证：CE



摩托车服饰及防护用品：站点刊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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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分类ID 品类路径 品类路径 - 翻译 品类推荐指数 站点规模 站点增速 中国卖家占比 畅销价格区间1 畅销价格区间2

美国 177104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rcycle Street Gear > Jacket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夹克 86 ★★★★ ★★★★★★★ $150~200 $100~150

美国 177115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cross & Off-Road Gear > Boot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靴子 84 ★★★ ★★★★★★ $100~150 $50~100

美国 177120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cross & Off-Road Gear > Pant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裤子 84 ★★★ ★★★★★★ $50~100 $0~50

美国 177106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rcycle Street Gear > Riding Suit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皮革及衣服 84 ★★★ ★★★★★★ $500+ $350~400

美国 177118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cross & Off-Road Gear > Jersey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球衣 84 ★★★ ★★★★★★ $0~50 $50~100

美国 177116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cross & Off-Road Gear > Glove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手套 70 ★★ ★★★★★★★ $0~50 $50~100

美国 177117Apparel & Merchandise > Motocross & Off-Road Gear > Jacket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 > 夹克 64 ★★ ★★★★★★★★ $150~200 $100~150

美国 177078Apparel & Merchandise > Helmets & Headwear > Visors 服饰和商品 > 头盔和头饰 > 遮阳板 64 ★★ ★★★★★★★★ $0~50 $50~100

英国 177076Clothing, Helmets & Protection > Helmets & Headwear > Helmets 服饰头盔及防护 > 头盔和头饰 > 头盔 82 ★★★★★★★ ★ $50~100 $500+

德国 177076Kleidung, Helme & Schutz > Helme & Kopfbekleidung > Helme 服饰头盔及防护 > 头盔和头饰 > 头盔 76 ★★★★★★ ★ $50~100 $0~50

意大利 177076

Vestiario, caschi e protezioni > Caschi e accessori per il capo > 

Caschi 服饰头盔及防护 > 头盔和头饰 > 头盔 74 ★★★★ ★★ ★ $50~100 $150~200

西班牙 177076Vestimenta y protección > Cascos y accesorios > Cascos 服装和防护 > 头盔及配件 > 头盔 58 ★★ ★★★ ★★ $50~100 $500+

美国 183508

Apparel & Merchandise > Body Armor & Protectors > Chest 

Protector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服装 > 胸部保护 64 ★★ ★★★★★★★★ $50~100 $0~50

美国 183512

Apparel & Merchandise > Body Armor & Protectors > Knee Braces & 

Shin Guards 服饰和商品 > 摩托车服装 > 膝盖垫和护手 58 ★★ ★★★★★★★★★ $0~50 $50~100

英国 177104Clothing, Helmets & Protection > Motorcycle Clothing > Jackets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夹克 88 ★★★★★★★★ ★ $50~100 $100~150

英国 177106Clothing, Helmets & Protection > Motorcycle Clothing > Riding Suits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皮革及衣服 68 ★★★★ ★ ★ $500+ $100~150

德国 177104Kleidung, Helme & Schutz > Motorrad- & Schutzkleidung > Jacken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夹克 68 ★★★★ ★ ★ $50~100 $100~150

德国 177106

Kleidung, Helme & Schutz > Motorrad- & Schutzkleidung > 

Lederbekleidung & Kombis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皮革及衣服 68 ★★★★ ★ ★ $500+ $150~200

德国 177109Kleidung, Helme & Schutz > Motorrad- & Schutzkleidung > Hosen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裤子长裤 60 ★★★ ★ ★ $50~100 $0~50

德国 177102Kleidung, Helme & Schutz > Motorrad- & Schutzkleidung > Stiefel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靴子 60 ★★★ ★ ★ $100~150 $50~100

澳洲 177104Clothing, Merchandise, Media > Motorcycle Clothing > Jackets 服饰商品及媒体等 > 摩托车服装 > 夹克 76 ★★ ★★★★★★ $50~100 $150~200

澳洲 177120Clothing, Merchandise, Media > Motocross & Off-Road Gear > Pants
服饰商品及媒体等 > 摩托车越野赛和越野服
装 > 裤装 68 ★ ★★★★★★ $50~100 $100~150

澳洲 177110Clothing, Merchandise, Media > Motorcycle Clothing > Vests 服饰商品及媒体等 > 摩托车服装 > 背心 62 ★ ★★★★★★★ $50~100 $0~50

意大利 177106

Vestiario, caschi e protezioni > Abbigliamento per moto > Tute in 

pelle e altri tessuti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皮革及衣服 52 ★★ ★ ★ $150~200 $500+

法国 177104Casques, vêtements > Vêtements moto > Blousons 服饰头盔及防护 > 摩托车服装 > 夹克 52 ★★ ★ ★ $150~200 $50~100



18年二季度各站点汽摩配热销品备货指
南



二季度各站点汽摩配备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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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配

摩配

拖车牵引 Towing

发动机遥控启动
Engine Remote Starter

车顶行李架/箱；自行车架
Roof Rack; Bicycle Rack

扰流板车翼Spoiler& wings

空调滤芯 Cabin Filter

天窗敞篷硬顶
车窗贴膜 Window Film

汽车养护清洁 Car care & Clean

改装包围 Tuning body kit

改装软管 Tuning pipe

改装避震 Tuning suspension

轮毂 Rim/Wheel

车身外观；消音器
Fairing；Silencer

手套
Gloves

车把
Handlebar

链轮链条 Chains & sprockets

前大灯 Headlight

化油器 Carburetor

摩托车电池 Battery

头盔 Helmet

船：
发动机及组件
Boat：
Engine and assemblies

房车：
帐篷、供水供电供暖照明灯配件，厨卫
Motorhome：
Tent，supply (water, heart, electronics) 

accessories, kitchen and bathroom

美国 英国 德国 澳洲

其他

数据来源：eBay内部阶段性数据



LIFESTYLE 

体育用品分类



2017年体育用品类销售头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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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Statista数据，全球自行车市场将从2016年的450亿美元增加到2024年
的62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接近4.0％，这个趁势是受惠于全球越来越
多民众用单车代步及单车运动渐向年轻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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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单车成为近年全球最受关注的单车用品它有助于减少噪音污染减少排
防温室气体、和其他类型的环境污染。据Statista数据，全球自行车市场
规模将从2016年的157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243亿美元，销售增长速度
可以媲美传统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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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大中华区卖家在单车部件、配件及服饰的供应相对充足，但在整
台单车及较大型或复杂部件的供应却偏少，这是各大卖家可以集中投放
资源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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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Technavio数据，预测2020年全球露营及远足市场将增加到500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接近4.5％，各国都开拓更多露营营地，民众参与户外活动

的人数不断增加，加上野营装备在材料、质量及制造技术的进步也鼓励使
用者買新设备取代老旧装备，都对这类别的销售带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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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及远足分类的销售高峰期主要集中在第二及第四季度，不同产品分
类的销售高峰期稍有不同，卖家可以现在采购合适的产品，迎接紧接而
来的高需求时间



根据ZION MARKET RESEARCH 研究报告，预测 2021 年健身产品的销售
会达到125亿美元， 2016年至2021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可达到4.0％。同
一份报告指出，全球超过60 岁的人口估计有9 亿、反映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加上肥胖族群人数渐增，许多健身器材厂商也开始设计提供给高龄者或是
减肥人仕专用的运动器材，开拓了另一片蓝海。因此，这个巿场的发展是
非常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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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四大eBay站点健身器材的销售增长都是可观的，但大中华区
卖家的供应却不足，特别是在德国及澳洲站点，不论是肌力训练器材 (例
如哑呤)，或是心肺有氧训练器材 (例如健身单车、跑步机等)，或是较细
小的健身用品 (例如健身球、卷腹器等) 都是各大站点高需求的产品，卖
家们实在不能错过些销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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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健身用品 心肺有氧训练器材 肌力训练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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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Technavio数据，预测2021年全球游泳用品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可达5％，
普遍民众对水上运动兴趣 (特别是滑水、潜水等水上活动) 的提升、各国政
府都开展水上活动旅游、再加上全球暖化，气温上升，夏天时间越来越长，
民众通过水上活动来消暑，都带到水上运动用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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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需求产品推荐

潜水护目镜

充气游泳池泳镜泳衣/ 潜水衣冲浪板

充气游泳用品潜水蛙鞋



整体对卖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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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动力工具品类 - 市场概况 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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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三月份，是时候卷起袖
子、戴上园艺手套迎接夏天
的来临了。全球 户外动力工
具和园艺设备市场持续增长
，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欧美
DIY文化，以打造一个漂亮的
花园环境为户外派对季节作
准备。

据估计，全球户外动力工具
和花园设备市场的估值将由
2017年的364亿美元增长至
2025年底的968亿美元。

• 资讯来源：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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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户外动力工具需求持续
飆升，在2017年美国占据当
中的40%，成为第一需求大
国。

据估计， 全球的户外动力工
具供应量在2022年将会达到
133亿台。

• 资讯来源：Global Industry Analysi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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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eBay四大站点」是包括eBay美国站点、 eBay英国站点、 eBay澳大利亚站点及eBay德国站点。

1

6

8

• 资讯来源：eBay数据，截至2017年12月。

中国是其中一个主要户外动
力工具(Outdoor Power 
Equipment)生产国，相关产
品出口量持续飆升。

每年的3月到6月份都是eBay
园艺产品的销售高峰期，户
外花园产品需求猛增，其中
以户外动力工具的增长最为
迅速。大中华区销售额年增
长超过50%。

eBay 户外动力工具GMV增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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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Bay平台上， 户外动力工具在四大站点的销售额因应其需求不断增加，平均增长达到15%。 大部
份相关产品在四大站点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欧美国家对于较高单价及质量的户外动力器材的需求持
续高企。

* 注：「eBay四大站点」是包括eBay美国站点、 eBay英国站点、 eBay澳大利亚站点及eBay德国站点。
• 资讯来源：eBay数据，截至2017年12月。

eBay 户外动力工具销售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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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动力工具产品列表

高压清洗机

電锯

割灌机绿篱机

劈木机 发动机

破碎机 吹叶机 吹雪机 剪草机

钻孔机草坪修边机 微耕機



园艺品类最新趋势 - 智能花园



PRESENTATION TITLE GOES HERE 172

花园传感器

食物温度计

割草机器人植物监察器

智能煮食锅

户外感应器

智能浇水系统

智能花园
从室内延伸到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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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微信公众号 家居及园艺品类开发指南家居及园艺
最新资讯



时尚类别



2018 夏季’ATHLEISURE’运动休闲市场趋势



• 糅合了舒适与时装元素，应付日常生活穿
着

• 舒适性、潮流设计、时装元素、可活动性
构成运动休闲的关键部分

• 预测全球的运动服装市场规模将由2017年
的1,680亿美元持续上升至的2024年2,210
亿美元*资料来源 :  Statista

男装卫衣及连帽衫女装卫衣及连帽衫

女装运动服装 男装背包

国际运动的大牌均常为以下几类运动

项目推出运动休闲风格产品 :

篮球

男+女装

瑜伽

男装

健身

跑步

骑行

女装

‘Athleisure’运动休闲市场趋势

eBay 上与运动休闲有关的分类:
2017 年eBay 上有关的高增长类别 :2017至2024年全球运动服装市场规模预测（每十亿美元计）

英文分类名称 中文分类名称
Men's Accessories>Backpacks, 
Bags & Briefcases

男装背包、包袋和
公文包

Men's Clothing>Athletic 
Apparel 男装运动服装
Men's Clothing>Coats & 
Jackets 男装外套及夹克
Men's Clothing>Sweats & 
Hoodies 男装卫衣及连帽衫
Men's Clothing>T-Shirts 男装T恤
Men's Shoes>Athletic 男装运动鞋
Women's Clothing>Athletic 
Apparel 女装运动服装
Women's Clothing>Coats & 
Jackets 女装外套及夹克
Women's Clothing>Leggings 女士打底裤
Women's Clothing>Sweats & 
Hoodies 女装卫衣及连帽衫



2018 夏季服裝流行顏色

• 2018 夏天服装的颜色及核心主题为都市风

• 色彩以都市街头上的鲜活对 比色为灵感。 该趋势的
关键在于色彩与色 彩之间的多样关系,同时带来混搭、
冲撞和匹配的色调

• 橙色色系 (警戒橙): 洋溢着青春活力 ,给人积极向上的活力
感

• 鲜亮的粉蜡色取代萤光色:人工黄色和 柠檬色看似发光发亮,
相比显着的萤光色 更为雅致

• 色彩走上中性路线: 鲜亮的淡紫色等色 调成为全新中性色,用
途十分广泛,同时 没有明显的性别倾向

• 蓝色透出都市气息:简洁、清新的联合蓝和男孩蓝从都市汲取
灵感,同时参考怀旧的街头服饰和都市运动造型

2018 夏季’Athleisure’运动休闲市场趋势

爸爸的运动鞋 Dad Sneaker 
(又名 Ugly Sneaker)

• 造型较笨拙的厚底运动鞋

• 由各路名牌带起的另类怀旧复古风

• 其设计让我们回想起 90年代老爹喜欢的运动鞋

女装加大码运动衫

• 来自于持续冒起的身体正能量运动 ‘Body Positive 
Movement’

• 市场作出了回应， 各大品牌已将加大码的运动服装
提升至主流市场销售

绿灰色

人工黄色

警戒橙

亮紫色

独立红

男孩蓝

蒙胧紫红色

亮粉色

联合蓝

柠檬色



银发市场



• 在eBay 维持高增长，销售前景乐观

• 2018 年的高潜力品类名单当中，涵盖了
大部分有关银发产品的分类

• 预测全球老人辅助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增
长，至2020年达到80亿美元份额 *资料来源 :  
Statista

•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预期，中国老人辅助
产品的产能将会逐年提高，符合批量出口
条件

银发市场

eBay 上与银发产品有关的分类: 2017 年eBay 上有关的高增长类别 :

目标品牌名单上的银发类别品牌： :

品牌 产品类别
Hubang 互邦轮
椅 助行设备

Yuwell 鱼跃医
疗 监测与检测设备

Rolevin 罗乐氏 矫形及支撑用品

Klasvsa 日常辅助工具

• 具品质而未有在eBay上销售的品牌
包括:

英文分类名称 中文分类名称
Medical, Mobility & 
Disability>Daily Living Aids

日常辅助工具

Medical, Mobility & 
Disability>Inhalers & 
Nebulizers

吸入器及雾化器

Medical, Mobility & 
Disability>Mobility Furniture 
& Fixtures

无障碍及家具及装
置

Medical, Mobility & 
Disability>Mobility/Walking 
Equipment

助行设备

Medical, Mobility & 
Disability>Monitoring & 
Testing

监测与检测设备

Medical, Mobility & 
Disability>Orthopedics & 
Supports

矫形及支撑用品

Medical, Mobility & 其他辅助及伤健用

助行设备 无障碍及家具及装置

日常辅助工具 监测与检测设备

2014至2020年全球个人伤健及辅助产品市场规模预测（每百万美元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