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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况
 活动主题：斋月快乐（Ramadan Kareem）

 活动时间：3月11日02:00-5月02日21:00(UTC)（52天）



4.24

入斋准备：家庭购物、节日准备、装扮家庭 开斋准备：打扮自己、家庭送礼、走亲访友

3.11 4.02入斋
5.03开斋

需求场景

用户需求

商
品

家居

3C

母婴

配饰

美妆

男装
女装

鞋子
箱包

入斋前三周起（3月上旬）是家居销售爆发期，装饰和烹饪是中东人民在斋月家居的核心

斋月前期，厨房家电为热销必备趋势；入斋后，电子礼品为送礼销售高峰；临近开斋，汽配类目装饰新车的商品会迎来增长时机

入斋后，大人会为小孩子买更多新衣服，小孩子为最重要的购买需求，在爆发期为一个重要营销节点

入斋后，打扮自己及送礼需求会是配饰销售的高峰期，符合沙特风情及品质感强的饰品会更受消费者青睐

入斋后，居家美容系列&套装系列产品更受欢迎，家庭聚会场景下装扮自己&给亲朋送礼是需求高峰

入斋后，会有比较多的聚会，沙特女性会展示自己的美丽和富贵，阿拉伯传统女装、传统罩裙和超长连衣裙是需求高峰期

入斋后，打扮自己会让鞋子销售有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在这个期间中东天气开始变热，拖鞋和凉鞋会迎来需求高峰



【工具】聚会、烹饪促
销

和中东当地知名网红合作，配合斋月活动节奏发布视频

【装饰】宗教色彩、家庭换新

用户营销

网红

平台私域渠道，结合活动主题进行场景营销

4.24

入斋准备：家庭购物、节日准备、装扮家庭 开斋准备：打扮自己、家庭送礼、走亲访友 收尾期

3.11 4.02入斋预热期
5.03开斋

用户需求

【服配】居家、宗教活动、聚会、户外、旅游等不同场景

FlashSale-限时低价-每天两场，名品/大牌限时抢

活动节奏

Megadeal
限时低价

Megadeal
单品折扣

【礼品】父母、爱人、孩子等不同礼品对象

声
量

Facebook、Snapchat、Youtube、Tiktok等等渠道推广引流站外推广



 让利补贴

多重补贴

站内

站外

FlashSale
限时特卖

Megadeal
单品折扣

主题活动 主会场

站外推广 网红合作

新人权益

社群营销



 站内流量加持

主题活动APP首页

200W+曝光 30W+ 曝光

常规频道

FlashSale Megadeal        新人权益

60W+ 曝光



 站外流量加持

站外推广

覆盖PV 100亿+

PUSH

每日触达用户 320W+

网红

覆盖粉丝数 3000W+



 活动玩法

大促活动：

 主会场：首页位长期在线，活动商品在图墙&商详会加上氛围标签，同时还可获得全站流量的加权！

 活动会场：首页首屏，根据消费需求搭建不同场景的活动会场，同时还可获得全站流量的加权！

常规活动（正常在线）：

 FlashSale：每天两场限时低价，名品/大牌限时抢，平台真实补贴；

 Mega Deal：覆盖全站20%的流量，涵盖全站精选爆品，入选频道商品可获得全站流量加权+商详促销氛围；

 新人权益：新用户首单0元购买商品，频道推荐+全站固定坑位曝光，还可获得20sar无门槛优惠券；



1. 活动会场：报名类目招商活动即可，需要在商品现价的基础上至少8折

2. FlashSale：联系类目报名活动，可以报名国际知名大牌商品，并且通过平台正品资质认证，商品折扣请
报历史以来最低价，价格太高则无法通过。

3. Megadeal：平台选品后通过后通知商家降价，需要在商品现价的基础上至少打8折

4. 新人权益-0元购：自主提报，需要在商品现价的基础上至少打8折

以上活动以类目通知为准，预计各类目招商活动将于2/25陆续开放

 平台活动我可以报名哪些？



1. 契合斋月需求！斋月期间消费需求较日常有一定变化，请各位商家提报斋月相关的热销商品；

2. 优惠力度！日常消费需求也会在斋月期间进行集中释放，除了商品本身足够吸引用户之外，价格是促单的

关键，请各位商家务必打出超低的折扣；

3. 符合需求！其他的要求请各位详细看各个活动/类目招商描述，涉及到提报类目、提报价格、商品要求等一

定要看清楚规则；

4. 差评ODR！ODR每个月都会进行动态调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平台商品的正常售卖和用户的购物体验，

希望商家备好库存、做好质检、按时发货
*ODR改善指南：https://bbs.fordeal.cn/viewtopic.php?f=49&t=445   如有疑问，请联系QQ：800825885至【商家客服组】

关注商家论坛，会有陆续的差评整改指引

 平台活动商品提报要求
——活动会场、Megadeal、 FlashSale 、0元购 提报时间：2月25号——5月2日



除上活动专区之外，我还能获得哪些？

1. 活动期间，通过招商的活动商品的商品图上都会打斋月活动标签，让大促的氛围更加浓厚

2. 报名参与平台活动的商品，会加码活动促销标，提升商品促销氛围

3. 只要您的商品有折扣，站内商品瀑布流都会显示划线价，用户对折扣感知更加明显

4. 爆款商品愿意打低折，平台也会加码补贴，让爆款更低价，给予更多流量

5. 所有报名Megadeal&活动会场的商品，均可获得全站的流量加权！



 联系我们

女装类目群：867157610

鞋子类目群：867243370

美妆类目群：867252473

配饰类目群：698455546

配饰类目二群：826419563

男装类目群：795897674

家居类目群：830898580

箱包类目群：866951360

母婴类目群：813768497

3C类目群：805733688

全站商家1群：862127908

全站商家2群：637076331



 如何报名？
登录【商家后台】---点击顶部【营销中心】，进入之后选择相应的活动报名即可，2月25日陆续开放

招商入口



2022家居斋月招商简介

2022.2.17

Fordeal-家居类目



一.斋月背景
①装饰和烹饪是中东人民在斋月家居的核心需求

②入斋前三周起（3月上旬）是家居销售爆发期

③特别提醒，所有斋月相关的商品请务必标题包含斋月（Ramadan）关键词！！！这个非常关键！！否则商品很容易沉底！！！

④快速了解当地斋月背景，更好进行选品及优化！命中率转化率upupup！



二.活动选品
 1.核心热销品类

装饰--（居家布艺、收纳整理@玛莎）（家居饰品、灯具灯饰、节庆用品@罗恩）；烹饪--（厨房用品、餐饮具@美伢）

2.1结合场景线和类目线，梳理家居斋月品Part1



2.2场景Part2:

①再次提醒，所有斋月相关的商品请务必标题包含斋月（Ramadan）关键词！！！

②更多家居斋月商品拓款计划，请参考Q群文档/公众号/BBS



 3.往年家居爆款：

①打造爆款秘诀：独家开款提报活动，并私聊给对应类目负责人，让独家爆款大幅度提升销售！

②独家开款哪里来：调研外媒网站（Pin/Ins斋月元素）+ 搜索趋势（谷歌趋势关键词，如乌丹玫瑰，IP）

③往年TOP20家居三级类目：



 注意避免无效提报比如提交低转化、无折扣感以及同质化商品，有效的提报应该是高折扣、高转化、主题贴切的商品

*第一步：打开商家管理平台，网页最上方找到营销中心，点击进入

*第二步：在所有活动中找到“2022年家居预热活动”，点击报名

*第三步：根据活动描述及要求分别提报斋月爆款及斋月新品，爆款更多关注转化，新品更多关注点击率，每个专区单店最多
提报30个商品

*第四步：如果商品被选中，运营同学会审核通过，则该商品会上活动页展示引流，数据表现突出的商品有可能获得平台额外
的补贴并加入新版Mega Deal频道中

三.提报路径



2022家居斋月招商简介

2022.2.17

Fordeal-女装类目



斋月往年爆品 --- 上装&下装，类目负责人：小七

类目 热卖商品系列说明 往年斋月热销款式 今年斋月需求款式 建议供货价

T恤

1、版型 – 短袖T恤
常规版型
2、面料 – 纯棉3、
印花 – 斋月印花
（运营提供）

T恤以印花为主，今年斋月需求印花健在线链接：
https://docs.qq.com/sheet/DR2dtWlBTcFdabm
Rl?tab=ou74br&version=3.1.18.6007&platfor
m=win

¥10-20

衬衫&
女士上
衣

1、版型 –中长款，
下摆前短后长
2、面料 – 亚麻&棉
3、印花 – 民族感色
彩饱和度低刺绣花
朵

¥30-40

1、版型 – 常规长袖
2、面料 – 仿真丝
3、印花 – 复古巴洛
克要过花藤曼等

¥50以下

裤子

1、版型 – 款式直筒
阔腿裤
2、面料 – 亚麻&雪
纺

¥40以下

半身裙

1、版型 – 长度到小
腿以下，大下摆
2 面料 雪纺 棉 ¥40以下



类目/分类 热卖商品系列说明 往年斋月热销款式 今年斋月需求款式 建议供货价

T恤套装

1、版型 – 短袖长裤套装（不要
上短裤套装）
2、面料 –棉质
3、印花 – 斋月图案

T恤无模特以印花为主，今年斋月需求印花在线链接如下：
https://docs.qq.com/sheet/DR2dtWlBTcFdabmRl?tab=ou7
4br&version=3.1.18.6007&platform=win

¥30-40

西装套装

1、版型 – 西装上衣搭配西装裤or
长款半身裙
2、设计 – 收腰
3、风格--偏干练

¥50-60

衬衫套装

1、版型 – V型小立领OL衬衫&
配腰带西装喇叭裤
2、面料 –棉质
3、图案：花卉、格纹

卫衣套装

1、版型 – 运动紧身套装，全身包
裹不露肉
2、面料 – 棉面料
3、风格--运动休闲

¥40-50

其他套装

1、版型 – 下摆不规则剪裁
2、面料 – 雪纺
3、图案 – 条纹、拼接

¥50-60

欧美模特套装斋月往年爆品 --- 套装，类目负责人：珍妮



斋月往年爆品 --- 家居服，类目负责人：橙汁
类目 热卖商品系列说明 往年斋月热销款式 今年斋月需求款式 建议供货价

家居服套装

1、版型 – 短袖长裤套装&长袖长裤
套装（不要上短袖短裤套装）
2、面料 – 棉感面料
3、印花 – 卡通（新颖的）

30元内

1、版型 –吊带短裤套装
2、面料 – 以仿真丝为主；棉感其次
3、印花 – 以卡通为主（新颖的），
主要搭配棉感材质的；仿真丝尽量净
色搭配蕾丝花边点缀即可

20元内

睡裙
1、版型 – 吊带睡裙
2、面料 – 仿真丝拼接蕾丝
3、风格 – 偏性感

15元内

家居服连体
裤

1、版型 –长袖短裤连衣裤，平角
裤优先；屁股开袋优先
2、印花 – 特色口号优先，其次是
各种新颖卡通图案

40元内



类
目

热卖商品系列说明 往年斋月热销款式 今年斋月需求款式 建议供
货价

连
衣
裙

1、版型 – 任何连衣裙光板；
2、元素– 斋月印花（运营
提供）

今年斋月需求新印花在线链接：
https://docs.qq.com/sheet/DR2dtWlBTcFdab
mRl?tab=ou74br&version=3.1.18.6007&platf
orm=win

￥20-
30

1、版型 – 宽松不收腰罩裙
版型；
2、长度—群长到脚踝；
3、面料 – 亚麻、雪纺；
4、印花 – 花卉全面积印花、
碎花印花
5、设计—搭配腰束腰；

¥40-50

1、版型 – 常规版型
2、面料 – 仿真丝、雪纺、
绸缎等
3、印花 – 复古巴洛克藤曼
等

¥40-60

1、版型 – 宽松不收腰罩裙
版型；
2、长度—群长到脚踝；
3、面料 – 亚麻、仿真丝；
4、元素—拼接、花卉；

¥45-55

1、版型 –H型宽松版；
2、长度—裙长到脚踝；
3、面料 – 缎面、绉纱（偏
亮色）；
4、元素—乌丹玫瑰、全面
积花卉；
5、工艺 – 民族感金银贴条
贴边、刺绣、拼接网纱；

¥80-
130



2022家居斋月招商简介

2022.2.17

Fordeal-美妆类目



斋月品类规划——出海品牌方向



斋月品类规划——彩妆美甲：仙贝

斋月重点类目 套装类产品 唇妆 眼妆-假睫毛套装 嫁接假睫毛 美睫套装 化妆/美甲小工具

重点价格带 50-80sar/80-120sar
单支装：10sar以下
套装：12-30sar 20sar以下 30sar以下 50-70sar 10sar以下

采购价（商家供货价） 15-40元 单支装：2-5元
套装：5-10元 5-10元 5-15元 25-40元 ≤5元

商品需求
彩妆套装、美甲多色甲
油胶套装

单只装/小套装 高性价比产品 /
品牌：ICONSIGN、

IBCCCNDC 化妆小神器，头图带视频

备注（热卖货品案例）



斋月品类规划——护肤洗护：蟹宝

！重点 ！：美容仪/带电美容工具等仪器请一律上在后台【个人护理/保健/按摩器材→清洁美容工具→美容仪】

斋月重点类目

重点价格带 膏状：20-
40sar

片状：7-12sar 20-60sar 150-300ssar

采购价（商家供货
价）

5-20 80-200

商品需求（品牌？功
效？材质等）

备注（热卖货品案
例）

美容仪

15-40sar 10-35sar

≤8 4-10 5-20

洗发护发类

2-10

面膜类 精华类 身体洗护类

10-35sar

低档区：如护肤清洁工具、毛孔
清洁、洁面仪；
中高区：面膜机、光子嫩肤、焕
肤仪

功效：清洁去黑头、美白保湿
形式：涂抹泥膜＞撕拉＞片状面
膜，手膜足膜类

功效：生发功能＞护发功能
形式：生发液、生发精油、
发膜

功效：清洁、美白、瘦身减
脂
形式：身体皂、美白霜、瘦
身膏

功效：去痣、除疤、抗皱
、丰胸丰唇
形式：精华液serums质地


每日

		时间		计划		进度		备注

		44204		KPI拆解		ING

				类目看板解决		DONE

				跟进护肤专营店上新情况		ING

				FD-前台类目规划整理		女版DONE

				三家重点商家橱窗位沟通		DONE		11762  38358  37836

				护肤店推广		DONE

		44205		周报周会		DONE

				KPI拆解		DONE

				跟进护肤专营店上新情况		ING

		44207		线上选品-清单:70SKU/店--欧诗莎		DONE		工厂链接/竞对/网站

				电动面霜的推广素材		OK		素材沟通

				爬虫300sku		DONE		面部精华为主-5家

				新款打标		NO		500sku

				一个月复盘ppt		DONE

		44208		一个月复盘		DONE		上午进行

				线上选品-清单:70SKU/店--上海美妆		DONE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ING

				新款打标		DONE		500sku-先开权限

		44209		周选品		DONE

				0元购活动		DONE

				OPI拆解		ING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NO

				前台类目梳理-男		DONE

		44210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NO

				OPI拆解		OK

				7个橱窗位重点商家		DONE

				护肤-爬虫		DONE		300sku

				推广-复盘		DONE

		44211		周报周会		DONE

				月度会		DONE

		44214		新品打标500sku		DONE

				护肤推广素材&上周复盘		DONE

				sara国际男士护理活动设计需求文档		DONE

				OPI拆解		DONE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NO

		44215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ING		close调研

				推广素材		OK

				上美老店新店问题沟通--橱窗位		OK

				欧诗莎新店新年备货问题		ING

				OPI拆解		DONE

		44216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周选品		DONE

				推广		DONE

		44217		37836商家拜访的ppt

				类目规划-市场调研

		44228		品牌护肤商品核查		DONE

				8537数据review&ppt		DONR

				橱窗位优化方案		NO

		44229		类目看板整理		DONE

				推广：口腔/护发		DONE

				橱窗位优化方案		ING

		44230		8537提升方案		DONE

				周选品		ING

				二月护肤活动上线		ING

				10家橱窗位产品库存核查&优化

				8537商家会议		DONE

		44231		橱窗位双周会		DONE

				推广-二月护肤活动		DONE

				长沙青青&爱丽丝

				周选品		DONE		反向邀请

		44249		前台类目梳理-女版		ING

				欧诗莎新店上新		DONE

				推广-脱毛防晒/清洁面膜		DONE		星月元素

				sara欧洲选品		DONE

				成人用品的设计		DONE

				前台类目梳理-女版		DONE

				推广-美体塑形		NO

		44250		护肤-头图改造		DONE

				8537-10橱窗位优化		ING

				仿品表		DONE

				护肤专营店数据复盘		NO

		44250		斋月数据拉取		DONE

				护肤-类目企划会议		DONE

				8537-选品		DONE

				护肤专营店数据复盘		DONE

				周选品		DONE

		44252		数据复盘整理		ING

				过往斋月数据分析&斋月爆款池子【盘子】		ING

		44256		橱窗位review		DONE

				中东-男性前台icon		NO

				过往斋月数据分析&斋月爆款池子【盘子】		DONE

		44257		中东-男性前台icon		DONE

				欧洲清仓&3.8活动&斋月买一送一选品		DONE

				推广梳理&推品		DONE

				类目企划-落地		NO

		44259		度假风选品		DONE

				本地调价折扣		DONE

				橱窗位重点商家回顾&替换名单 		NO

				找推广同学私聊		DONE

				本地MP推广-43417&品牌认证		NO

				欧洲复活节活动设计		DONE

				欧洲成人用品banner上线		NO

		44260		欧洲成人用品banner上线		DONE

				橱窗位重点商家回顾&替换名单 		DONE

				推广-面膜/去死皮		ING

				盘品-斋月		DONE

				重点商家下滑原因		DONE		欧诗莎&长沙青青 

		44263		推广-面膜/去死皮		DONE

				推广-高转化放落地页：母婴		DONE

				check商家是否已经确认招商		DONE

				所有重点商家橱窗位check		DONE		每一个品上

				斋月上新爬虫		NO

				斋月上新-重点商家		NO

				转正ppt思路		NO

		44264		斋月上新		DONE

				爬虫上新		DONE

				推广-口腔		DONE

				新品打标		DONE

		44265		PDD对标五级类目		DONE

				成人CPV-sex相关		DONE

				周选品		DONE

				重点商家上新沟通&本地bd		DONE

				推广数据check		DONE

				CPV作业		NO

		44266		PPT		ING

				CPV		DONE

				新品打标		DONE

		44270		选品-虚拟折扣		DONE

				类目迁移-护肤工具&美容仪		DONE

				转正PPT		ING

		44271		跟进商家上新&新品打标		DONE

				本地上新沟通		DONE

				选品-斋月&度假风		DONE

				转正PPT		ING

		44272		MD选品		DONE

				本地MP买一送一选品		DONE

				前台类目商品整理		DONE

				氛围标选品		DONE

				推广-面膜/洗发护发		DONE

				面膜上新-8537		DONE

		44277		新品打标		DONE

				乐高搭建+复活节选品		DONE

				推广-美容仪+身体护理		DONE

		44278		欧洲1元秒杀活动选品&招商		DONE

				复活节cpv设置		DONE

				复活节氛围标选品		DONE

				周选品		DONE

				欧洲秒杀活动排期规划		DONE

				本地商品上新-对标noon		DONE

		44279		欧洲复活节上线+push		DONE

				面膜数据		ING

				推广-提拉工具&身体护理		DONE		成人/身体/提拉

				国际推广会议		DONE

				追KPI		DONE

		44280		面膜数据		ING

				推广数据-彪彪验证		DONE

				推广--美容仪or面膜机		DONE

				OKE		OK

				欧洲秒杀跟进		DONE

		44284		新品打标		DONE

				提拉工具拓品跟进结果		DONE

				重点商家橱窗位		ING

				KPI进度		DONE		动销难度

				爬虫上新		DONE

		44285		重点商家橱窗位		DONE

				欧洲MD选品		DONE

				夏季护肤上新指引		ING

				提拉推广后续		DONE		点击/加购均不错，再跑一天

				时尚推广落地页的更新		DONE

		44286		周选品		DONE

				推广落地页更新-派对风		DONE

				上新指引		NO 

		44287		欧洲秒杀选品+招商+排期		DONE

				中东秒杀		DONE		3个秒杀品

				上新指引		DONE

				周报分析		ING

				推广-男士：主推+男装混搭		DONE

		44288		推广落地页		DONE

				欧洲的排期		DONE

				周报分析		DONE

		44292		爬虫上新		DONE

				新品打标		DONE

				橱窗位3月		DONE

				商家上新跟进		DONE

				类目推广		ING		洗发护发

		44293		MD选品		DONE

				类目推广		DONE		脱毛&洗发

				Q1复盘		ING

				本地品牌下架清单		DONE

				独立站-美容仪沟通		DONE

		44294		Q1复盘		DONE

				中东秒杀第二期		DONE						9800		98.0%		19.6

				类目推广-蹭落地页		DONE						26%		86.7%		26

				3-6个月的执行计划		NO						72%		100.0%		20

		44295		搜索词优化		DONE						500000		83.3%		25

				上新指引-口腔&洗发护发		DONE

				周报模板		DONE

				3-6个月的执行计划		ING

		44298		爬虫-口腔&洗护		DONE		口腔&洗护

				新品打标		DONE

				橱窗位新规则橱窗位商家替换		DONE		下午

				推广-国际主推		DONE

		44299		欧诗莎合作信息梳理		DONE

				国际推广会议		DONE

				成人用品本地		DONE

				3-6个月的执行计划		DONE

		44300		周选品		DONE

				市场调研新品上新-重点商家		DONE

				推广-国际去黑头		DONE

				复活节法国日活动&氛围选品		DONE

				推广小课堂分享		NO

		44301		新品打标审核		DONE

				重点商家价格-加购下单率过低

				中东推广-		DONE

				法国复活节活动banner沟通		DONE

				推广小课堂分享		DONE

		44306		新品爬虫上新		DONE

				新品打标		DONE

				周选品		DONE

				推广：中东		NO

				活动让利复盘		DONE

				中东成人BD清单		DONE

				成人高客单价商品沟通打折		DONE		2家

		44307		爬虫-充气娃娃		DONE		200sku

				推广：中东

				护肤专营店拓品		NO

				重点商家价格梳理		DONE

				活动让利复盘后续		ING		商家部分

				重点商家橱窗位		DONE

		44308		类目迁移-		DONE

				中东秒杀&0元购选品		DONE

				特殊push商品整理		DONE

				推广：护发&美容仪		DONE

				新品转化率		ING

				护肤专营店的拓品		ING

		44309		成人用品特殊用户push

				护肤专营店拓品

				周报数据

		44311		新品打标&爬虫		DONE

				加购下单率低商品-商家让利沟通：高客单价优先		DONE		100sar以上高客单

				推广-中东：洗发护发		DONE

				0元购选品调整沟通		DONE

				护肤店 		DONE

		44312		本地成人搜索词cpv		DONE

				五一重点商家放假情况跟进		DONE

				中东秒杀&0元购选品		DONE

				preKA复盘		NO

				加购下单率低商品-商家让利沟通：50SAR		DONE

		44313		前台类目调整		DONE

				推广落地页		DONE		预爆品&国际

				preKA复盘		DONE

				周选品		DONE

				商品让利打折		DONE

				本地成人BD清单		ING

		44314		假期推广排期		ING

				0元购会议		DONE

				国际推广		DONE

				橱窗位重点商家跟进		DONE

				国际push		DONE

				香港优家复盘跟进沟通改善		DONE

		44315		五一假期推广排期		DONE

				新品打标		DONE

				五一国际push		DONE

				相关性搜索词的复评周清		DONE

				推广-护肤美容仪		DONE

		44322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Sara欧洲前台类目		ING		完成女版护肤；男士&成人板块no

				推广落地页-精华/身体护理		DONE

				推广主推-清洁面膜		DONE

				斋月大促复盘		NO

		44323		周选品：护肤+彩妆类目		DONE

				欧洲push：母亲节送礼主题		DONE

				0元购选品		DONE

				Sara欧洲前台类目：男版+成人		DONE

				沟通ODR会议		DONE

				斋月大促复盘		NO

		44326		跨境商家夏季上新指引		ING		精华/脱毛/防晒/面膜

				橱窗位4月数据复盘		DONE

				推广：脱毛&精华		DONE

				SKA-ODR		DONE		32169

				推广：DIY：美甲/面膜/美容仪		DONE

				OKRE		DONE

		44327		夏季护肤Demo设计		DONE

				橱窗位重点商家指引		DONE

				跨境商家夏季上新指引		ING

				ODR商品		DONE

				即至拜访-网红项目		DONE

		44328		周选品&大牌选品		DONE

				Home SPA修改		DONE

				夏季护肤上新指引&上新时间确认		DONE

				沟通虾皮爬虫可行性确认		DONE

				热卖唇妆		DONE

		44329		法国黑五复盘ppt		DONE

				preKA辅导-30607		DONE

				关键词复评周清		DONE

				橱窗位更换清单		DONE

				ODR白名单商家跟进		DONE

		44334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国际推广-彩妆&护肤		DONE

				大牌秒杀坑位		DONE

				斋月复盘		ING

				KPI简单复盘		DONE

				类目迁移id		DONE

		44335		斋月复盘		DONE

				新人选品&0元购		DONE

				周选品		DONE

				类目企划-护肤		NO

				设计需求翻译&沟通		DONE

				欧洲push：夏季清洁		DONE

		44336		类目企划-护肤		ING

				中东推广&国际跟进--防晒&脱毛		DONE

				潜力爆款放落地页		DONE

				加购下单率		DONE

		44337		类目企划-护肤		ING

				夏季乐高选品		DONE

				0元购反向邀请		DONE

				新品打标		DONE

				夏季护肤活动上线-搭乐高&斑马匹配上线		DONE

				中东秒杀选品		DONE

				清洁主题选品换品		DONE

				类目企划		ING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爆款		38.4

				中东秒杀提报		DONE						GMV		28.75

		44347		橱窗位		NO						推广		20

				国际推广-护肤		DONE						企划		10

				类目企划-商家补充

		44349		周选品		DONE

				大牌选品		DONE

				橱窗位复盘		DONE

				主题坑位排期选品		DONE

				新人权益选品		DONE

				搜索导航作业		NO

		44350		sara闪购提报		DONE

				国际推广-洗发护发		DONE

				国际push-彩妆		DONE

				搜索导航作业		ING

				商家规划		NO

		44351		商家规划看板		ING

				搜索导航作业		DONE

				主题调换vc		DONE

				关键词复评周清		DONE

				重点商家清单拉取		DONE

		44354		成人CPV-sex相关跟进		DONE

				中东秒杀		DONE

				新品打标		DONE

				国际推广		DONE		洗发护发&身体护理

				商家规划周报		DONE

		44355		国际前台类目梳理		DONE

				拼多多类目匹配		DONE

				okre梳理&复盘		NO

				秒杀反向招商		DONE

				欧洲push		DONE

				平台生态会议&公司月会		DONE

		44356		周选品		DONE

				大牌选品		DONE

				okre梳理&复盘		DONE

				新人专享		DONE

		44357		橱窗位名单check 		DONE

				古尔邦节盘品数据

				推广-国际身体护理&中东护肤主推

				okre梳理&复盘

		44362		新品爬虫&新品打标		DONE

				中东秒杀		DONE

				古尔邦节盘品数据		DONE

				古尔邦节-上新指引		ING

				国际推广		DONE

		44363		拉美前台类目梳理		DONE

				VC主题复盘&更换防晒主题		DONE

				周选品		DONE

				新人转向+大牌		DONE

				古尔邦节-上新指引		DONE

		44364		长沙青青店铺ODR问题		DONE

				重点商家橱窗位		DONE

				cat选品更换		DONE

				类目加价倍率确认		DONE

				商家策略		ING

				本地MP项目会议		DONE

		44365		商家策略

				推广-中东护肤，国际落地页		DONE

				国际push&虚拟折扣设置		DONE

				复评词周清		DONE

				古尔邦节选品		DONE

		44366		爆品盘品&前台规划		DONE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重点商家ODR问题				极决、天门万盈、成都桃卜、8537

				推广-护肤素材		DONE

				KPI进度落后

				周选品

				新人专享+0元购

				0元大牌

				美容仪专区

				推广--美容仪：追爆品：落地页或者主推都行

				整理美妆橱窗位wiki-系统化

		44375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竞对拉美黑人护肤情况		DONE

				商家odr问题&解决归总文档		ING

				盛百典商贸		NO		电话联系不上

				KPI进度&本地扶持		DONE

				北京盛百沟通&商品降价需求		NO

		44376		商家Q&A文档需求odr问题		DONE

				中东推广面膜类目+国际推广美容仪		DONE 

				防晒主题复盘&韩妆前台类目调整		DONE

		44377		周选品+大牌+新人+0元购		DONE

				推广-洗发护发；国际美容仪		DONE

				前台搜索导航词作业		DONE

				黑人商品爬虫		DONE

		44378		KPI数据拉取		DONE

				review数据拉取		DONE

				爬虫		DONE

				北京盛百沟通&商品降价需求		/

		44379		周末选品		DONE

				关键词复评周清		DONE

				前台类目入口选品替换		DONE

				ODRE复盘梳理		ING

				中东秒杀		DONE

		44382		新品爬虫&打标

				推广-洗发护发 & 吸油石

				复盘

		44383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推广-洗发护发 & 吸油石		DONE

				双周会		DONE

				数据补充&基础数据分析复盘-年中		ING

		44384		周选品&新人专享&大牌&0元		DONE

				数据补充&基础数据分析复盘-年中		DONE

				OKRE部分复盘&梳理		ING

		44385		ODR商家数据整理		DONE

				推广：面膜		DONE

				推广：吸油石GCC		DONE

				OKRE部分复盘&梳理		ING

		44389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前台类目韩风复盘		DONE

				秒杀选品		DONE

				OKRE-Q3部分		DONE

		44390		欧洲push：洗发护发		DONE

				橱窗位选品复盘		DONE

				半年reviewPPT修改		ING

				护肤推广：工具类		DONE

		44391		周选品&大牌选品&0元		DONE

				Review-PPT复盘		DONE

				推广：护肤国际落地页		DONE

		44392		关键词复评周清		DONE

				护肤推广：工具类		DONE

				21702：极决		DONE

				0元购-核心商家补充		DONE

		44396		中东秒杀		DONE

				成人阿联酋渠道		DONE

				爬虫上新&新品打标		DONE

				极决商品结构优化更新爆品		DONE

		44397		前台类目换品		ING

				推广：护肤工具类产品 & 面膜		DONE

				OKRE系统更新		DONE

				追KPI：潜力爆品-推广落地页		DONE

		44398		前台类目选品		DONE

				周选品&大牌&新人&0元购		DONE

				推广：洗发护发

				加购下单率偏低产品沟通降价：高客单

		44403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推广：面膜&工具类		DONE

				中东秒杀选品		DONE

				kpi进度：潜力爆品落地页		DONE

		44404		出海CPV标签开通		DONE

				商家管理计划		ING

				橱窗位商家复盘		DONE

		44405		周选品&大牌		DONE

				cpv开设技术支持-鲁班		DONE

				商家管理计划		DONE

		44404		本地KPI进度追赶		DONE

				速卖通&亚马逊品牌清单		DONE

				欧洲push		DONE

				推广：洗护类		DONE

		44407		关键词复评周清		DONE

				商家盘点表格模板/title-数据拉取		DONE

				CPV提交流程开通		DONE

		44410		爬虫上新&新品打标		DONE

				中东秒杀		DONE						GMV		450000		86%		25.7

				商家会议		DONE						爆款		23%		83%		24.8

				KPI核算		DONE						个护占比		55%		100%		30

				洗护-设计沟通&选品		DONE						推广		75%		96.00%		0

		44411		商家盘点数据整理		ING

				推广：口腔工具类		DONE

				欧洲闪购选品		DONE

				CPV类目映射修改		DONE

				平台生态会议		DONE

				美妆8月重点商家清单		DONE

		44412		品牌清单		DONE		1051333

				商家盘点数据整理		ING

				周选品&大牌选品&0元购		DONE

				前台类目换品-洗护		DONE

		44413		洗护周活动demo设计		DONE

				搜索词复评		DONE

				商家盘点数据整理		DONE

				推广：洗发护发		DONE

		44417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中东秒杀&商家让利沟通		DONE

				洗护选品		DONE

				商家项目会议		DONE

		44418		橱窗位商家更换		DONE

				M元N件选品		DONE

				商家盘点		ING

				推广美容仪落地页		DONE

		44419		推广-面膜类		DONE

				活动乐高搭建&上线		DONE

				商家盘点		ING

				30607速卖通美容仪上新		DONE

		44421		大牌提报		DONE

				橱窗位商家		DONE

				搜索词复评		DONE

				月会		DONE

		44423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中东秒杀		DONE

				本地商家BD沟通库存情况		DONE		41177

				美妆商家盘点		ING		70%进度

		44425		欧洲EDM商品提报		DONE

				欧洲闪购选品		DONE

				美妆商家盘点		ING

				核心商家美容工具类上新		DONE		成都桃卜/长沙青青/德利

				商家会议-欧诗莎		DONE

		44426		周选品&大牌选品&新人坑&0元购		DONE

				美容工具推广		DONE

				商家盘点		DONE

				CPV品牌上新指引		DONE

		44427		CPV第一批旧品打标		ING		核心商家

				美妆商家盘点文档整理		DONE		综合护肤+假发+彩妆

				商家上新后台cpv更新操作		DONE						0.8888888889		26.6666666667

				搜索词复评周清		DONE						0.92		9.2

		44431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0.9310344828		27.9310344828

				KPI进度&调整前台类目		DONE		40W；16%爆品；69%；53%				0.9090909091		27.2727272727

				中东秒杀		DONE

				核心商家-CPV品名沟通		DONE		周四

		44432		美妆商家需求		DONE

				美容工具类推广拉新		DONE		护肤推广效果一般，3c/车载-男士胡须*生发

				欧洲EDM选品		DONE

				欧洲push-男版		DONE

				本地拓品&本地沟通会议		DONE

		44433		周选品&大牌新人&0元购		DONE

				加购下单率-商家折扣让利		DONE		100sar以上

				30607-亚马逊同源美容仪跟进		DONE		下周一前上新20sku

				美妆商家招商盘点		DONE

				本地BD需求跟进		DONE

		44434		大牌需求提报		DONE

				CPV捞品+打标		DONE

				仿品推广		DONE		GG仿品落地页测试

				橱窗位商家复盘&调整		DONE

				商家会议		NO

		44438		新品爬虫&打标		DONE

				商家指标确定		DONE

				CPV捞品+打标		DONE

				出海品牌核心商家上新跟进		DONE

		44439		MD频道改革+商品缩略图会议		DONE

				本地MP-H5推广		DONE

				商家考核看板-构思		NO

				卡牌-招商出海品牌搭建		DONE

		44440		月报+KPI核算		DONE

				周选品		DONE

				推广拉新-SN		ING		素材&方向

				欧洲EDM		DONE

				大牌白底p图		DONE

				商家考核看板-构思		DONE

		44441		爆品清单整理		ING		基础梳理拉取

				跨境品牌速卖通销售盘点		DONE

				商家考核看板制作沟通

				1143550美妆工具商家odr整改		DONE

				欧洲push-男版		DONE

				美妆9月重点商家名单				ODR考核表未出

		44445		新品打标		DONE

				爆品清单整理close		ING

				BI口径沟通会		DONE

				商家考核看板需求沟通		NO		彪彪：明天沟通

				重点商家名单清单		DONE

		44446		欧洲EDM		DONE

				商家考核看板需求沟通		DONE		DDL：下周五

				核心商家名单动销情况分析		DONE

				前台类目-美白祛斑主题调整		DONE

				爆品清单整理close		DONE

		44447		周选品&0元购		DONE

				核心商家爆品上新清单		DONE

				H5本地推广清单		DONE

				0动销商品下架沟通		DONE

		44448		橱窗位商家复盘&更换名单		DONE

				宿州优势高端店铺定位- 美容仪/高客单选品		DONE

				美容仪上新跟进&扶持 		DONE		26017&30607-electronic beauty

				护肤工具推广&ODR		NO		德利

		44452		新品打标		DONE

				商家动销率检查跟进		DONE

				国庆项目会		DONE

				横滑中东男版调整		DONE

				核心商家爆品扶持-拉新&商家让利折扣		DONE

				欧洲push男女版		DONE		夏季清仓大甩卖

		44453		欧洲EDM		DONE

				雨果跨境商家名单list		DONE

				本地MP推广复盘&规则		DONE		一周五个品，功能性仪器优先，高点击高转化

				周选品+缩略图		DONE

		44454		月会&黑五沟通会		DONE

				推广素材收集		ING

				商家看板展现形式		ING

		44455		商家看板完成		DONE

				核心商家动销率进度监控		ING

				护肤&工具推广		DONE

				关联店铺重复铺货问题沟通		DONE

		44456		重复铺货店铺核查		DONE		46家

				核心商家动销率进度监控		DONE		近30天：45%

				KPI进度复盘		DONE						GMV		39		27.8571428571

				本地个护热卖品list		DONE		自营跟款				爆款:10%		20		27.2727272727

		44461		新品&打标		DONE						动销:35%		50%		30

				护肤黑五策略		DONE						个护占比聚拢		54		9.3103448276

				国庆备货商家		DONE

				护肤MD企划		NO

				周选品&0元		DONE

		44466		新品打标		DONE

				护肤MD类目企划修改

				国庆备货‘		DONE

				推广去除费用清单		DONE

				黑五商家宣导		DONE

				核心商家动销率进度监控		DONE

				护肤商家看板		DONE

				橱窗位商家复盘		DONE

				新品打标		DONE

				核心商家跨境品牌上新		ING

		44481		核心商家跨境品牌上新		DONE

				护肤黑五上新指引		ING

				商家看板更新		DONE

				跨境出海品牌UV进度复盘		DONE		Efero、BREYLEE

				黑五客服沟通		DONE

				平台生态会议		DONE		品牌店线：均值以下取消；加价倍率异常

		44482		护肤黑五上新指引		DONE

				周选品&大牌&0元购		DONE

				黑五美妆招商入口搭建&通知		DONE

				ET-美妆出海商品		DONE

				cate调整		DONE

		44483		重点商家黑五上新沟通		DONE

				新品打标		DONE

				本地缺货商品盘点

				关键搜索词优化		DONE

				ET出海清单数据		DONE

		44487		新品打标		DONE

				考核商家上新进度复盘		DONE

				efero品牌活动		DONE

				重点商家黑五橱窗位测试		DONE

		44488		类目企划-精华		DONE

				商家拜访计划		DONE		下下周：11.1&11.4号5号

				推广落地页-男士 		DONE		高高、小梁

				黑五活动审核		DONE		买一送一

		44489		周选品&0元&大牌		DONE

				黑五活动审核		DONE		折扣

				商家阶段性复盘		DONE

				CPV技术沟通		DONE

		44490		企划-S级-美容仪		DONE

				Q4-OKRE

				重点商家上新进度

				重复铺户店铺		DONE

		44495		新品打标		DONE

				精油spa-PDD		DONE		PDD爬虫暂无美妆优先级，建议走1688，1.78%

				拜访计划路线规划		DONE		先去深圳  长沙看情况

				核心商家上新进度&动销进度跟进		DONE

				efero品牌活动复盘		DONE

		44496		OKRE-Q4部分更新		DONE

				周选品&大牌&0元购		DONE

				美容仪企划优化		DONE

				搭建商家群计划		DONE

		44497		品牌商品CPV拉取		DONE

				美容仪类目企划会议		NO

				重点商家双周复盘展示		DONE

				OKRE-tita更新		DONE

		44501		黑五活动审核		DONE

				新品打标		DONE

				重点商家双周复盘周报		DONE

				KPI进度核算		DONE

				护肤-S级企划		NO

		44502		品牌新增CPV类目绑定		DONE

				口腔上新指引		DONE

				本地预估爆品库存检查&沟通		DONE

				重点商家高odr整改		DONE		1143550 & 1130652

		44503		品牌墙活动替换		DONE				26843391,30081366,29635391,32016502,32180636,32269162,29473610,26880841,32080816,31329340,32035575,32257579,32269977

				周选品&大牌&0元购		DONE

				商家看板&护肤看板更新		DONE

				新增品牌CPV打标		ING

		44504		10月美妆重点商家清单		DONE

				新增品牌CPV打标		DONE

				虚拟折扣&氛围标提报		DONE

				商家拜访PPT		DONE

		44509		护肤-S级企划

				面部护理类企划		NO

				护肤工具推广-sn		DONE

				企划

				橱窗位替换

				周选品

		44523		高加购商品降价清单		DONE		核心商家

				口腔爆品企划 1v1		NO		爆品延后

				largo短信发送		DONE

				核心商家准爆品推广		DONE

		44524		周选品

				已过企划wiki更新&上坑跟进

				高加购下单检查

				品牌墙复盘		DONE

		44529		新品打标		DONE

				洗发护发企划上wiki		DONE

				推广-主推+副推		DONE		口腔护理

				潜力商家店铺排查沟通		DONE		1143550 & 1336677  & 纷可

		44530		考核商家复盘		DONE

				考核商家腰部品拉取		DONE

				largo短信复盘情况		DONE

				加购下单率低降价		DONE

		44531		周选品		DONE

				企划表格更新+爆品企划方向讨论		DONE

				KPI核算+月报		DONE

				cat 更换品牌		DONE		PURC

		44532		12月重点商家		DONE				江苏壹果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1278232) 				综合店

				preKA&潜力商家排查盘点 & 0元购		DONE				周口利巨商贸有限公司(1241884) 				综合店

				情趣&男士类自营上新		DONE				广州市盈璨贸易有限公司(1336048) 				差评odr 问题

				护肤重点商家上新		DONE				深圳市德利佳贸易有限公司(1143550)				综合店

		44536		新品打标		DONE				北京亚之帘科技有限公司(1220698) 店铺后台				洗发护发&美发工具&ODR问题

				腰部品在线文档		DONE				广州纷可网络有限公司

				爆品企划		ING				河南困在商贸有限公司(1191560)

		44537		爆品企划		DONE

				腰部品盘点&预估		DONE

				重点商家上新跟进		DONE

		44538		重点词-类目CPV梳理		DONE

				MD企划跟进项跟新		DONE

				周选品		DONE

		44543		新品打标		DONE

				关键词-半年动销		DONE

				review基础数据		DONE

				腰部品指标数据过		DONE

				CPV新增进度		DONE						腰部品

		44544		CPV商品整理		DONE		facial mask				204790.3736		219685.8804

				OKRE复盘		ING		美容仪 & 出海品牌 part						227008.74308		11%

				CPV配置		DONE								7.3%

				PPT框架梳理		DONE		框架&数据梳理

		44545		企划跟进		DONE

				周选品		DONE

				腰部品目标调整&扶持		DONE

				CPV商品整理		ING

				OKRE复盘		ING		商家复盘						219685.8804

		44546		12月数据拉取		DONE

				业务结果数据展示		DONE

				OKRE-复盘		DONE

				2022H2-OKRE		DONE

		44557		核心商家过年情况摸底		DONE

				CPV商品梳理		ING		90%				208168.9732		222183.4016		6.73%

				成人-男性-自营扶持		DONE

				数据拉取		DONE

				OKRE		DONE

		44558		新品打标		DONE

				CPV商品梳理		DONE

				核心商家过年-备货清单-商家参考		DONE

				MD企划后续沟通会议		DONE

		44559		MD企划更新		DONE

				考核商家名单更换		NO						头部腰部预估20%，实际腰部品预估14%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DONE

				20021数据复盘		ING

		44560		20021数据复盘		DONE

				商家橱窗位复盘		DONE

				出海品牌活动上期复盘		DONE

				考核商家名单更换		DONE

		44565		新品打标		DONE

				重点商家过年备货清单		DONE

				1月重点商家名单数据		DONE

				考核商家双周复盘		DONE

		44566		重点商家高加购/清货让利		DONE

				商家看板更新&考核商家腰部品数据拉取		DONE

				MD企划选品跟进		DONE

				类目机会点复盘		ING 						224833.5804

		44571		新品打标		DONE						74568.9848

				1月考核商家腰部品数据&会议		DONE

				橱窗位更换清单		DONE

				过年核心商家备货		DONE						192636.544066667

		44572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		NO		DDL：周四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复盘		DONE

				潜力商家标准sop确认		ING

				OKRE更新-类目机会点模块		DONE

		44574		过年核心商家备货回收-部分推单		DONE

				潜力商家标准sop确认		DONE

				MD企划更新		DONE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腰部品扶持		ING

				MD斋月美妆方向讨论会		DONE

		44574		腰部套餐-新品打标		DONE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腰部品扶持		DONE

				OKRE - TITA更新&复盘		DONE

				过年核心商家放假再次确认		DONE		后台是否设置时间；不确定的商家确定时间

		44578		新品打标		DONE

				过年核心商家到仓确认&第二批备货通知		DONE

				女性频道选品-home beauty		DONE		美容仪/膜类/护肤工具/精油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		ING

		44580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		DONE

				商家盘点基础数据拉取		DONE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DONE

				MD企划更新		DONE

		44581		MD企划复盘模板会议		DONE

				2022年度商家盘点		DONE		店铺商品结构

				核心商家双周复盘&过年备货事项强调		DONE						130345.1566

				重点商家第二批备货								109437.4468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44585		MD企划复盘-乳液面霜		NO						-0.1604026597

				新品打标		DONE

				核心商家第二批备货到仓确认		DONE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修改		ING

		44586		MD企划复盘-乳液面霜		ING		基础数据拉取		8601.8567		3982.8031

				斋月启动会议		DONE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DONE						116.0%

				核心商家备货		DONE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修改		DONE

		44587		MD企划复盘-乳液面霜		DONE		还未跟平平拉通				229150.2374

				MD企划更新		DONE						234909.5664		-0.0245172178

				商家项目整理		ING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整理终稿&流程图		DONE						183387.49

		44588		商家项目整理		DONE

				MD企划复盘会议沟通-平平		DONE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DONE

		44599		新品打标		DONE

				核心商家复工情况盘点&在仓库存盘点		DONE

				护肤新年上新指引		DONE

				2月重点商家清单拉取		DONE

		44600		潜力商家名单盘点		DONE

				出海品牌1688盘点 		DONE		品牌*链接

				重点商家第一批上新跟进		DONE

				商家群双周复盘：告知商家本月策略&重点方向		DONE

		44601		MD企划更新		DONE

				潜力商家名单step01阶段扶持		DONE		确立店铺定位&商家共识；上新100/专营店60

				SPA类-MD企划		ING		进度：60%				30

				出海品牌0元购提报		DONE		5款出海品牌				30

		44602		潜力商家名单step01阶段扶持		DONE		另外3家店铺				20

				SPA类-MD企划		DONE						13.3333333333

				商家上新进度跟进 & 新品打标		DONE

				腰部品		DONE

		44606		新品打标		DONE

				潜力商家扶持-爆品清单盘点&同步		DONE

				考核商家上新跟进		DONE

				MD上坑商品复盘		DONE

				斋月宣导PPT-护肤方向

		44607		0元购提报—出海品牌&潜力商家

				SPA-MD企划拉通-平平

				商家拜访计划



































































































































































				业务支持方+业务相关方---需求梳理

		项目启动会拉通认知&沟通机制。		基于弱矩阵项目结构，明确相关责任方

				拉通沟通，目标方向-各侧主要任务&项目权益

				沟通机制：定期沟通机制+日常沟通+信息沉淀安排

		项目规划		分析实际情况的优劣势

				具体做法：标杆+心态+行动响应

		项目管理过程		1.项目跟进：周维度跟进&重点进度

				2.项目监控：项目观察指标设置*项目变更随时拉通		提前沟通梳理把项目拆解到各业务指标

				3.知识沉淀：提升项目复用可能性

		发现问题&机会		业务复盘：目标-结果复盘，有效动作+无效动作；且对项目成员的复盘&投入认可

				个人复盘

				信息沉淀

				延申计划

				主项目与子项目的边界需要清晰定位





周会复盘







Sheet2

		时间		项目内容		负责人		完成情况		备注

		44496		OKRE-Q4部分更新		蟹宝		OK

				周选品&大牌&0元购				OK

				美容仪企划优化				OK

				搭建商家群计划				OK

				周选品		水心		OK

				真人发短信				OK

				差评商品盘点&整改				OK

				橱窗位调整				OK

				企划优化		仙贝		OK

				新品打标				OK

				周选品&0元购&大牌				OK

				OKRE				OK

		44497		品牌商品CPV拉取		仙贝

				新增品牌CPV需求沟通

				彩妆类目企划会议						下午

				OKRE-TITA更新

				品牌商品CPV拉取		蟹宝

				美容仪类目企划会议						下午

				重点商家双周复盘展示

				OKRE-TITA更新

				男士假发差评申诉		水心

				搜索词配置

				黑五活动商品审核

				okr修改

				假发类目企划会议						下午

		44501		新品打标		仙贝		OK

				黑五活动审核				OK

				KPI核算				OK

				CPV品牌数据新增				OK

				彩妆S级类目企划沟通				NO

				黑五活动审核		蟹宝		OK

				新品打标				OK

				重点商家双周复盘周报				OK

				KPI进度核算				OK

				护肤-S级企划会议				NO

				往年黑五爆品盘点&测试规划		水心		OK

				ppt10月数据更新				OK

				美发S级企划会议				NO

				商家会议				OK

				美妆10月月报				OK

		44502		品牌新增CPV类目绑定		仙贝		OK		上午11:00--12:30

				彩妆套装categories调整				OK

				品牌墙本周品牌盘点				OK

				美甲套装重点商家上新沟通				OK

				品牌新增CPV类目绑定		蟹宝		OK

				口腔上新指引				OK

				本地预估爆品库存检查&沟通				OK

				重点商家高odr整改				OK		1143550 & 1130652

				PPT终稿修改		水心		OK

				重点商家假发上新沟通 				OK		30603 & 17438

				短信数据复盘				OK

				新品打标				OK

		44503		ROSALIND品牌数据复盘		仙贝		NO

				周选品&0元购&大牌				OK

				新增品牌CPV打标				OK

				彩妆S级MD企划				ING

				品牌墙活动替换		蟹宝		OK		VOVA

				周选品&大牌&0元购				OK

				商家看板&护肤看板更新				OK

				新增品牌CPV打标				ING

				周选品&大牌&0元购		水心		OK

				转正述职				OK

				重点商家上新跟进				OK

				缺货白名单申请				OK		4191云髻

		44504		ROSALIND品牌数据复盘		仙贝

				彩妆S级类目企划沟通

				高客单价落地页推广

				虚拟折扣&氛围标提报

				10月美妆重点商家清单		蟹宝

				新增品牌CPV打标

				虚拟折扣&氛围标提报

				商家拜访PPT

				橱窗位调整复盘		水心

				氛围标&虚拟折扣选品

				GG推广&素材收集和选品

				真人发商家沟通						34962

		44531		周选品		仙贝		OK

				品牌数据复盘				OK

				企划表格更新+爆品企划方向讨论				OK

				KPI核算				OK

				PREKA&潜力商家盘点，0元购扶持				NO

				周选品		蟹宝		OK

				企划表格更新+爆品企划方向讨论				OK

				cat 更换品牌				OK		PURC

				KPI核算				OK

				11月报				OK

				PREKA&潜力商家盘点，0元购扶持				NO

				企划表更新		水心		OK

				假发上新指引				OK

				真人发认证流程沟通				OK		思毅&静宸

				KPI核算				OK

				PREKA&潜力商家盘点，0元购扶持				NO

				云髻商详页优化沟通				OK

		44532		PREKA&潜力商家复盘，0元购扶持		仙贝

				彩妆上新指引

				43206东莞易记差评整改

				前台类目坑位更换-化妆刷

				12月重点商家清单		蟹宝

				PREKA&潜力商家复盘，0元购扶持

				情趣&男士类自营上新

				护肤上新指引

				橱窗位调整		水心

				假发样品质量反馈1191704&30603

				17438alice缺货白名单申请

				真人发42059商家交流（上新&主图优化）

		44565		新品打标		仙贝		OK

				重点商家过年备货清单				OK		大部分下周开始备货

				重点商家高加购/清货让利				OK

				指甲油标签打标整改				OK

				新品打标		蟹宝		OK

				重点商家过年备货清单				OK		大部分下周开始备货

				1月重点商家名单数据				OK

				考核商家双周复盘				OK

				重点商家高加购/清货让利		水心		OK

				真人发短信配置				NO		真人发购买周期偏长-下周发

				新品打标				OK

				重点商家过年备货清单				OK

		44566		MD企划更新&选品跟进		仙贝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梳理

				出海品牌更换

				出海品牌复盘-MISS ROSE&HANDAIYAN

				重点商家高加购/清货让利		蟹宝

				商家看板更新&考核商家腰部品数据拉取

				MD企划更新&选品跟进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梳理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梳理		水心

				整顶假发新品打标						排队已全部取消

				MD企划更新&选品跟进

				招商沟通						阿森

		44571		新品打标		仙贝		OK

				过年核心商家备货				OK		周三回收

				40232-品牌商品上新沟通				OK

				橱窗位复盘&调整				OK

				新品打标		蟹宝		OK

				1月考核商家腰部品数据&会议				OK

				橱窗位复盘&调整				OK

				过年核心商家备货				OK		周三回收

				okr拉通&修改--苏杭		水心		OK

				整顶假发新品打标				OK

				GG推广   				OK

				重点商家美发工具上新 				OK

		44572		出海品牌看板构思		仙贝		OK

				类目机会点复盘				ING		进度：60%

				腰部品盘点				NO

				OKRE更新-新品模块				OK		还没上TITA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		蟹宝		ING		核心商家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复盘				OK

				潜力商家标准sop确认				ING

				OKRE更新-类目机会点模块				OK

				50sar大额0元购提报		水心		OK

				过年核心商家备货-假发				OK

				云髻商家交流				OK		人员安排&明年规划

				低价假发push				OK

		44573		OKRE更新TITA		仙贝		OK

				商家过年备货清单回收&推单				OK

				斋月美妆方向讨论会				OK

				女性推广项目周会				OK

				MD企划更新-腰部品扶持				OK

				出海品牌需求沟通				ING

				商家过年备货清单回收&推单		蟹宝		OK

				潜力商家标准sop确认				OK

				MD企划更新				OK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腰部品扶持				ING

				MD斋月美妆方向讨论会				OK

				假发行业信息梳理-产业带相关		水心		OK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复盘				ING

				腰部品梳理&扶持				ING

				斋月美妆方向讨论会				OK

		44574		商家放假时间确认&后台设置		仙贝		OK

				CPV看板制作				OK

				类目问题点&机会点复盘				OK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腰部品扶持				OK

				腰部套餐-新品打标		蟹宝		OK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腰部品扶持				OK

				OKRE - TITA更新&复盘				OK

				商家放假时间确认&后台设置				OK

				核心商家腰部品盘点&腰部品扶持		水心		OK

				重点商家上新进度跟进-美发工具				OK

				腰部套餐-新品打标				OK

				假发行业信息梳理				OK

				OKRE - TITA更新&复盘				OK

		44578		新品打标		仙贝		OK

				女性首页选品-home beauty(居家美容) 				OK		美甲美睫

				出海品牌商品舆情建立				ING		进度：20%

				商家备货到仓情况确认&第二批备货				OK

				新品打标		蟹宝		OK

				过年核心商家到仓确认&第二批备货通知				OK

				女性首页选品-home beauty(居家美容) 				OK		美容仪/膜类/护肤工具/精油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				ING

				过年核心商家到仓确认&第二批备货通知		水心		OK

				新品打标				OK

				橱窗位替换				OK

				MD复盘转化率数据				OK

		44580		MD企划更新		仙贝		OK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OK		进度：30%

				出海品牌商品舆情建立				ING		进度：30%

				女性首页企划乐高搭建				OK

				女性推广会议				NO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		蟹宝		OK

				商家盘点基础数据拉取				OK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OK

				MD企划更新				OK

				MD企划更新		水心		OK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OK

				商品需求数据整理				OK

				push数据复盘				OK		所有类目数据均偏低，需要进一步跟浅夏沟通

		44581		MD复盘模板会议		仙贝		OK

				出海品牌看板制作				OK

				重点商家第二批备货				OK

				出海品牌商品舆情建立				ING		进度：50%

				2022年度商家盘点				OK

				MD企划复盘模板会议		蟹宝		OK

				2022年度商家盘点				OK

				核心商家双周复盘&过年备货事项强调				OK

				重点商家第二批备货				OK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OK

				MD企划复盘模板会议		水心		OK

				真人发营销短信				OK

				代运营商品企划				OK

				重点商家二次备货确认				OK

				2022年度商家盘点				OK

		44585		新品打标		仙贝		OK

				商家备货到仓情况确认				OK		根据库存消耗情况看是否需要再备货

				出海品牌商品舆情建立				OK

				MD企划复盘-唇妆				NO

				MD企划复盘-乳液面霜		蟹宝		NO

				新品打标				OK

				商家备货到仓情况确认				OK		根据库存消耗情况看是否需要再备货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修改				ING		进度：80%

				代运营沟通		水心		OK

				假发MD企划复盘				NO

				重点商家二次备货确认				OK

				新品打标				OK

		44586		MD企划更新		仙贝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重点商家备货&腰部品备货						第一优先级：今天4点前完成备货单填写

				MD企划复盘-唇妆

				MD企划复盘-乳液面霜		蟹宝		ING		完成基础数据部分

				斋月启动会议				OK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OK

				重点商家备货&腰部品备货				OK		第一优先级：今天4点前完成备货单填写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修改				ING

				重点商家备货&腰部品备货		水心		OK		第一优先级：今天4点前完成备货单填写

				代运营会议				OK

				假发MD企划复盘				ING		完成基础数据部分

				商家橱窗位替换				OK

		44587		MD企划复盘-乳液面霜		蟹宝		OK		未跟平平过

				MD企划更新				OK		考虑实库是否足量

				商家项目整理				ING

				潜力商家扶持路径sop整理终稿&流程图				OK		团队成员拉通：周会

				商家备货到仓确认				OK

				MD企划更新		水心				考虑实库是否足量

				代运营项目-差评&商品需求优化

				MD假发商品复盘

				38155商品到仓&备货情况确认

		44588		MD企划复盘-唇妆		仙贝

				考核腰部品扶持

				出海品牌看板修改

				商家项目整理		蟹宝

				MD企划复盘会议沟通-平平

				考核商家腰部品扶持

		44599		新品打标		仙贝		OK

				美妆热点追踪-花西子				OK

				出海品牌看板修改				ing		新品指标OK&舆情指标no

				核心商家复工情况盘点				OK

				新品打标		蟹宝		OK

				核心商家复工情况盘点&在仓库存盘点				OK

				护肤新年上新指引				OK

				2月重点商家清单拉取				OK

				重点商家返工盘点		水心		OK		重点单品缺货清单&重点商家商详页模板

				假发新年上新指引				OK		假发价位&美发工具-1688采购价

				代运营爬虫交流				OK

				新品打标				OK

		44600		潜力商家盘点		仙贝		OK		目标：6家

				出海品牌1688盘点				OK		50个id

				重点商家的第一批上新跟进				OK		DDL：周五

				出海品牌看板修改				OK		浮生：舆情系统对接

				潜力商家名单盘点		蟹宝		OK		目标：6家

				出海品牌1688盘点 				OK

				重点商家第一批上新跟进				OK

				商家群双周复盘：告知商家本月策略&重点方向				OK

				1688假发工厂店筛选		水心		OK		店铺评价体系：工厂＞订单＞回头率

				1688系统爬虫配置+爬品				OK

				云ji缺货白名单申请				OK

				真人发的push配置				OK

		44601		MD企划更新		仙贝		OK

				出海品牌商品库打标沟通				OK		慕夏

				出海品牌0元购盘点				OK		top6品牌：6个品牌

				出海品牌品的MD看板沟通				OK

				MD企划更新		蟹宝		OK

				SPA-MD企划				ING		进度：60%

				潜力商家的扶持-step01-定位				OK		目标：3家：2家综合店+1家洗护店

				护肤出海品牌0元购盘点				OK		根据出海品牌看板情况筛选：5个品牌

				MD企划更新		水心		OK

				1688爬虫上新				OK		目标：200

				潜力商家名单盘点				OK		目标：4家 

				大额0元购提报				OK

		44602		出海品牌MD看板制作：数据维度-全站，		仙贝		OK		主要数据：ODR+UV+GMV+转化率+买家数

				上新进度跟进&新品打标 				OK

				潜力商家的扶持-step01-定位				OK		目标：6家-确立店铺定位&商家共识&上新

				7111店铺差评排查&改进				OK

				潜力商家名单step01阶段扶持		蟹宝		OK		剩余3家店铺定位&共识&上新

				SPA类-MD企划				OK		今天close掉

				商家上新进度跟进 & 新品打标				OK

				考核商家2月腰部品数据				OK

				代运营加价倍率沟通		水心		OK

				男士假发爬品				OK

				md复盘会议&平平				OK

				cpv设置关联				OK

		44606		新品打标		仙贝		OK

				潜力商家扶持-爆品清单盘点&同步				OK		DDL：周三

				核心商家上新跟进				OK		宿州群

				MD价格带&转化率盘点				OK

				新品打标		蟹宝		OK

				潜力商家扶持-爆品清单盘点&同步				OK

				考核商家上新跟进				OK

				MD上坑商品复盘				OK		类目- 价格带&转化率盘点

				类目均重沟通&木叶		水心		OK		自己改

				代运营信息化建设&苏杭				NO

				新品打标				OK

				重点商家上新跟进    				OK

		44607		斋月宣导PPT-彩妆		仙贝

				0元购提报——潜力商家/出海品牌

				推广沟通-花西子正品+平替

				出海品牌项目进度表构思

				斋月宣导PPT-护肤方向		蟹宝

				0元购提报—出海品牌&潜力商家

				SPA-MD企划拉通-平平

				商家拜访计划

				代运营无蕾丝店铺重量修改		水心

				斋月宣导PPT-美发方向

				MD价格带&转化率盘点：美发

				潜力商家扶持：化纤发定位+爆品引流

				0元购提报-潜力商家+代运营





Sheet3

		斋月重点类目		面膜类				洗发护发类				精华类				身体洗护类				美容仪

		重点价格带		膏状：20-40sar		片状：7-12sar		10-35sar				15-40sar				10-35sar				20-60sar		150-300ssar

		采购价（商家供货价）		≤8				2-10				4-10				5-20				5-20		80-200

		商品需求（品牌？功效？材质等）		功效：清洁去黑头、美白保湿
形式：涂抹泥膜＞撕拉＞片状面膜，手膜足膜类				功效：生发功能＞护发功能
形式：生发液、生发精油、发膜				功效：去痣、除疤、抗皱、丰胸丰唇
形式：精华液serums质地				功效：清洁、美白、瘦身减脂
形式：身体皂、美白霜、瘦身膏				低档区：如护肤清洁工具、毛孔清洁、洁面仪；
中高区：面膜机、光子嫩肤、焕肤仪

		备注（热卖货品案例）









出海品牌监控

		具体品牌		上月同期（发出）																		本月同期（发出）																环比

								在售数		动销数		爆款数		爆款GMV		浏览UV		下单UV		浏览下单率（UV）		MTD GMV		在售数		动销数		爆款数		爆款GMV		浏览UV		下单UV		浏览下单率（UV）		MTD GMV		在售数		动销数		爆款数		浏览UV		浏览下单率（UV）		MTD GMV

				ELAIMEI		1		199		10						21061		17		0.10%		198		227		7						17317		10		0.06%		160		14%		-30%		ERROR:#DIV/0!		-18%		-25%		-19%

				OEDO		1		413		17						31622		33		0.10%		297		312		18						29262		40		0.14%		279		-24%		6%		ERROR:#DIV/0!		-7%		40%		-6%

				Dissar		1		82		13						44650		48		0.10%		487		73		7						44094		43		0.10%		206		-11%		-46%		ERROR:#DIV/0!		-1%		-9%		-58%

				Lanbena		1		825		21						57892		41		0.10%		241		631		29						51653		55		0.11%		638		-24%		38%		ERROR:#DIV/0!		-11%		57%		165%

				Sevich		1		71		12						18849		19		0.10%		215		59		5						18954		13		0.07%		73		-17%		-58%		ERROR:#DIV/0!		1%		-30%		-66%

				Roushun		1		202		4						18741		33		0.20%		203		311		3						22041		12		0.05%		92		54%		-25%		ERROR:#DIV/0!		18%		-72%		-55%

				Retinol		1		10		0						233		0		0.00%		0		41		0						2119		1		0.05%		0		310%		ERROR:#DIV/0!		ERROR:#DIV/0!		809%		ERROR:#DIV/0!		ERROR:#DIV/0!

				Efero		1		370		23						83987		86		0.10%		560		131		25						41252		51		0.12%		279		-65%		9%		ERROR:#DIV/0!		-51%		20%		-50%

				VIBRANT GLAMOUR		1		336		5						22672		12		0.10%		82		264		9						21124		13		0.06%		107		-21%		80%		ERROR:#DIV/0!		-7%		20%		30%

				DR MEINAIER		1		1		0						74		0		0.00%		0		1		0						1		0		0.00%		0		0%		ERROR:#DIV/0!		ERROR:#DIV/0!		-99%		ERROR:#DIV/0!		ERROR:#DIV/0!

				Oba		1		20		0						607		0		0.00%		0		20		0						155		0		0.00%		0		0%		ERROR:#DIV/0!		ERROR:#DIV/0!		-74%		ERROR:#DIV/0!		ERROR:#DIV/0!

				GLOMEVE		1		0		0														2		0						38		0		0.00%		0		ERROR:#DIV/0!		ERROR:#DIV/0!		ERROR:#DIV/0!		ERROR:#DIV/0!		ERROR:#DIV/0!		ERROR:#DIV/0!

				LAIKOU		1		522		22						66274		73		0.10%		502		356		26						102360		57		0.06%		385		-32%		18%		ERROR:#DIV/0!		54%		-45%		-23%

				InFace		1		11		0						455		0		0.00%		0		11		0						213		0		0.00%		0		0%		ERROR:#DIV/0!		ERROR:#DIV/0!		-53%		ERROR:#DIV/0!		ERROR:#DIV/0!

				Aichun		1		925		35						87813		107		0.10%		756		464		30						76464		100		0.13%		598		-50%		-14%		ERROR:#DIV/0!		-13%		8%		-21%

				Meiyanqiong		1		317		11						22568		23		0.10%		188		91		11						17282		20		0.12%		208		-71%		0%		ERROR:#DIV/0!		-23%		20%		11%

				visofree		1		2		0						23		0		0.00%		0		3		0						65		0		0.00%		0		50%		ERROR:#DIV/0!		ERROR:#DIV/0!		183%		ERROR:#DIV/0!		ERROR:#DIV/0!

				ANLAN		1		5		0						476		0		0.00%		0		5		0						367		0		0.00%		0		0%		ERROR:#DIV/0!		ERROR:#DIV/0!		-23%		ERROR:#DIV/0!		ERROR:#DIV/0!

				VOVA		1		68		14						25245		38		0.20%		199		40		13						29738		37		0.12%		350		-41%		-7%		ERROR:#DIV/0!		18%		-20%		76%

				Lanthome		1		181		7						16558		15		0.10%		306		122		6						13455		12		0.09%		231		-33%		-14%		ERROR:#DIV/0!		-19%		0%		-25%

				ICONSIGN		1		8		0						1205		1		0.10%		0		14		1						1273		1		0.08%		25		75%		ERROR:#DIV/0!		ERROR:#DIV/0!		6%		0%		ERROR:#DIV/0!

				BREYLEE		1		368		6						39366		27		0.10%		129		364		10						25730		25		0.10%		196		-1%		67%		ERROR:#DIV/0!		-35%		43%		52%

				Images		1		4,941		200		0		0		560,504		573		0.10%		4,363		3,547		200		0		0		515,028		490		0.10%		3,827		-28%		0%		ERROR:#DIV/0!		-8%		-7%		-12%

				PURC		1

				Bioaqua		1

				KOOGIS		1

				Yoxier		1





日常工作



						事项		目的		动作		时间		重要程度

				商品		爬虫上新		补充商品丰富度，比商家上新快，易控制		店铺爬虫：1688搜索并寻找目标店铺
商品爬虫：对已爬进来的店铺商品进行上新		周一

						新品打标		对新品进行流量扶持		正常商品：筛选所属类目，按上新时间排序进行选品打标，打标app选FD+sara欧洲
成人用品：如上并只操作sara欧洲打标		周一

						浏览竞对商品热销&新品		捕捉新品元素&方向		noon/niceone/速卖通/Jc等平台，按top/new/ranking list等筛选		每周

						上新指引		丰富产品、培养爆品		1.根据企划节奏/当下季节热卖进行商品补充
2.以竞对商品进行参考
3.1688等为参考
4.跨境批发市场新品为参考
5.本地商家上新情况为参考		每月1次

						追踪核心商家上新情况		确保上新商品数量充足		上新指引发出后每隔2-3天催催核心商家
话术：新品流量扶持+活动选品资源+推广急用		每月1次

						爆品		追爆品KPI，且爆品才能拉动GMV增长		1.定时查看重点商家新品，可用头图素材收集并同步推广--新品打标时同步进行
2.推广动作
3.第二/三周拉取类目MTD商品数据，对潜力爆品进行扶持：活动/推广集中参加 or 前台资源为透出
4.常青爆品的价格优势&库存保证		经常

						商详页		提升潜力商品的转化率		1.查看是否被操作打标
2. 关注是否图片问题导致中东禁售，尤其护肤类的身体护理/丰胸/减脂塑形产品
3. 以动图做主图优于单图
4.关注点击加购偏低的商品，是否商详没有or不够详细，产品使用对比/卖点不够突出		每1-2周

						价格./让利		价格优势，提高下单率		1.日常活动让利沟通：现主要中东秒杀为主，涉及反向招商
2.阶段内加购下单率数据偏低的商品：沟通降价让利
3.需要推广产品进行沟通，同步商家让商家知晓我们有这个动作		经常

				商家		重点商家跟进		确保头部销售业务稳定		1.查看重点商家销售指标数据趋势情况，找出问题&沟通改善：包括流量/订单/爆品/新品/活动/橱窗位/库存等
2.沟通上新情况
3.沟通价格让利		经常

						商家ODR&优势劣汰跟进		平台规则，影响流量&资源		1.重点商家每周odr跟进：每周1-2家商家梳理，根据差评督促商家整改
2.双周二平台生态会议规则拉通会
3.双周白名单商家整改跟进		每2周

						商家咨询		商家QQ进行咨询解答		1.咨询店铺流量/订单下滑的：先看是否odr导致→活动/推广→爆品库存/价格→上新情况→店铺商品结构
2.咨询上新的：给上新指引or看对方发过来的商品侧链接-有时会兼选品工作
3.咨询平台规则，包括差评申诉/物流情况/财务结算等，转交群内客服		日常

						商家审核		入驻商家资质审核		审核商家入驻资料初审：店铺+链接判断		每周

				活动		欧洲闪购让利活动		让利补贴+推广同步		1.按坑选品:根据价格段/店铺导流/季节需求等
2.查询活动冲突
3.上坑位提报		周三

						新人专享		新人专用折扣		4-6折：可与当周周选品一致；爆品+核心店铺为主		周三

						大牌提报		MP商品增加曝光机会		选品+比价：比价相对耗时间		周三

						欧洲push		提高用户加购+下单		1.根据美妆欧洲情况进行类目排期分配
2.男版主要以男士假发/成人类目为主，女版覆盖类目广
3.单类目push直接选品置顶商品5个+类目id；合集用乐高2条通用链接，选品进行替换即可		周三

						欧洲选品让利		欧洲让利活动		男女版，男版成人+胡须护理为主

						0元购		0元让利引流		核心店铺引流为主：每个店铺最多1-2个品参加0元购；扶持潜力新店+重点核心商家；选品以站内同款爆品为主，爆品不选。		周三

						中东秒杀活动		1.99/2.99秒杀引流活动		选品逻辑同0元购+反向邀请		周五

						类目活动		营销类目氛围，提高流量/加购		1.根据季节需求/竞对活动情况进行活动排期+demo设计
2.设计沟通风格+文案等
3.选品工作：分app分地区选品
4.乐高上线+斑马上线操作：配置app
5.同步推广+push		每月1次

				推广		类目主导		获取站外流量，打造爆品，提高有效下单		1.adspy素材搜集+新品搜集，下载视频同步推广对应商品id
2.商家头图视频沟通原件，同步推广
3.潜力爆品通过ins/youtube/小红书/痘印搜集视频素材同步推广
4.根据站内季节需求同步推广信息
5.风险素材产品定期输出落地页搭配给到推广		每天

						推广主导				1.推广视频同款id找品：相对散
2.推广视频同款拓款+落地页优化		每天

						商家主导				商家商品进行沟通推广合作		每天

						前台类目&首页tab		日常运营		1.位置根据需求调整：规划+素材
2.导航搜素整理
3.按需求选品or替换后台类目

						CPV优化		属性&搜索流量优化

				类目日常维护/		斑马-横滑资源位



				数据类&看板		护肤看板		看负责类目整体情况

						美妆看板

						推广&流量看板

				作业类

				会议类





夏季主题

		1		VC主题		23984376,19758589,11814193,26794797,22070664,18325761,12162708,25639613,19814309,27251701,11581735,25126741,26766520,25685057,14202507,26191657,19768493,6325572,18372935

		2		防晒主题

		3		清洁主题

		4		脱毛主题

		5		皂类主题

		横滑		求和项:曝光PV		求和项:曝光UV		求和项:成交GMV[美元]		求和项:加购GMV[美元]		求和项:成交用户数		求和项:访问UV		详情页UV转化		整体转化率

		VC主题		30737		27796		92.9031		749.16		8		563		1.421%		0.029%

		防晒主题		26808		24365		63.2022		290.37		6		425		1.412%		0.025%

		韩风主题		22915		20720		4.3722		320.44		1		418		0.239%		0.005%















		前台类目

		前台类目中文名		英文名称		icon曝光人数		icon曝光次数		icon点击人数		icon点击次数		icon点击率(pv)		icon次日点击人数		icon次日回访率		商品曝光人数		商品曝光次数		商品点击人数		商品点击次数		商品点击率(pv)		商品加购人数		商品加购件数		商品加购金额		商品下单人数		商品下单件数		商品下单金额		下单转化率		千次曝光价值		人均曝光次数

		夏日VC		Summer top picks VC		60507		65647		1758		1786		2.72%		48		2.73%		1713		77197		808		1988		2.58%		243		663		3692.89		22		44		218.8		1.28%		2.83		45.1

		夏日防晒		Sun Care&Protection		30917		33386		817		823		2.47%		11		1.35%		795		36815		205		428		1.16%		67		92		622.33		16		20		122.59		2.01%		3.33		46.3

		夏日防晒		Sun Care&Protection		18884		20527		485		491		2.39%		8		1.65%		464		22211		151		346		1.56%		42		65		461.27		4		9		41.26		0.86%		1.86		47.9

		韩风护肤		Korean style		34138		36689		1979		2014		5.49%		45		2.27%		1838		89889		924		2771		3.08%		319		1010		4734.3		31		64		357.21		1.69%		3.97		48.9

		韩风护肤		Korean style		10274		11106		409		420		3.78%		11		2.69%		404		19096		154		402		2.11%		53		126		764.93		5		13		83.54		1.24%		4.37		47.3





Sheet1

		日期		曝光PV		曝光UV		访问PV		访问UV		加购UV		加购GMV[美元]		成交用户数		成交GMV[美元]		详情转化率		下单转化率

		6/15/21		2081		1887		56		48		2		29.82		1		15.6104		2.54%		0.05%

		6/14/21		2100		1883		51		44		1		11.7		0		0		2.34%		0.00%

		6/13/21		2138		1949		48		40		2		39.98		1		27.6364		2.05%		0.05%

		6/12/21		2131		1938		27		26		2		23.4		1		10.4513		1.34%		0.05%

		6/11/21		2086		1896		44		39		1		14.14		0		0		2.06%		0.00%

		6/10/21		2089		1906		36		34		4		73.95		1		4.0809		1.78%		0.05%

		6/9/21		2240		2020		37		33		4		35.21		0		0		1.63%		0.00%

		6/8/21		2160		1963		47		42		4		58.78		1		11.1702		2.14%		0.05%

		6/7/21		2244		2033		43		41		2		47.06		1		12.3108		2.02%		0.05%

		6/6/21		2151		1955		44		37		4		62.88		0		0		1.89%		0.00%

		6/5/21		2254		2046		31		31		2		23.87		0		0		1.52%		0.00%

		6/4/21		2245		2035		54		50		2		30.02		1		5.8221		2.46%		0.05%

		6/3/21		2369		2110		50		46		3		34.77		0		0		2.18%		0.00%

		6/2/21		2449		2175		62		52		7		263.58		1		5.821		2.39%		0.05%

		求和项:曝光PV		求和项:曝光UV		求和项:成交GMV[美元]		求和项:加购GMV[美元]		求和项:成交用户数		求和项:访问UV

		30737		27796		92.9031		749.16		8		563

								详情页UV转化：		1.42%

								整体转化率		0.0288%

		日期		前台一级类目id		前台一级类目::filter		前台二级类目id		前台二级类目		前台三级类目id		前台三级类目		前台类目id		前台类目中文名		英文名称		icon曝光人数		icon曝光次数		icon点击人数		icon点击次数		icon点击率(pv)		icon次日点击人数		icon次日回访率		商品曝光人数		商品曝光次数		商品点击人数		商品点击次数		商品点击率(pv)		商品加购人数		商品加购件数		商品加购金额		商品下单人数		商品下单件数		商品下单金额		下单转化率		千次曝光价值		人均曝光次数

		2021-06-01		90000587		美妆护肤		90000684		推荐		171005290		夏日VC		171005290		夏日VC		Summer top picks VC		60507		65647		1758		1786		2.72%		48		2.73%		1713		77197		808		1988		2.58%		243		663		3692.89		22		44		218.8		1.28%		2.83		45.1

		日期		曝光PV		曝光UV		访问PV		访问UV		加购UV		加购GMV[美元]		成交用户数		成交GMV[美元]		详情转化率		下单转化率

		6/28/21		1639		1489		29		27		1		11.69		0		0		1.81%		0.00%

		6/27/21		1823		1645		35		31		3		28.51		0		0		1.88%		0.00%

		6/26/21		1634		1483		30		27		1		3.67		0		0		1.82%		0.00%

		6/25/21		1636		1505		34		25		3		13.86		0		0		1.66%		0.00%

		6/24/21		1926		1749		34		26		3		15.64		0		0		1.49%		0.00%

		6/23/21		1833		1629		40		37		4		56.25		0		0		2.27%		0.00%

		6/22/21		1878		1701		32		28		3		26.95		1		4.6526		1.65%		0.06%

		6/21/21		1986		1821		39		29		3		25.53		0		0		1.59%		0.00%

		6/20/21		2114		1946		18		17		1		3.67		1		9.7278		0.87%		0.05%

		6/19/21		2272		2064		37		29		4		31.87		0		0		1.41%		0.00%

		6/18/21		1999		1808		57		39		1		8.64		1		5.5851		2.16%		0.06%

		6/17/21		2042		1856		36		31		1		17.28		1		22.3404		1.67%		0.05%

		6/16/21		1945		1782		36		31		2		16.99		1		5.2859		1.74%		0.06%

		6/15/21		2081		1887		56		48		2		29.82		1		15.6104		2.54%		0.05%

		求和项:曝光PV		求和项:曝光UV		求和项:成交GMV[美元]		求和项:加购GMV[美元]		求和项:成交用户数		求和项:访问UV

		26808		24365		63.2022		290.37		6		425

		日期		曝光PV		曝光UV		访问PV		访问UV		加购UV		加购GMV[美元]		成交用户数		成交GMV[美元]		详情转化率		下单转化率

		7/11/21		1619		1468		32		25		3		63.81		0		0		1.70%		0.00%

		7/10/21		1696		1521		23		22		2		17.67		0		0		1.45%		0.00%

		7/9/21		1700		1516		41		36		2		13.45		0		0		2.37%		0.00%

		7/8/21		1777		1618		37		34		2		12.43		0		0		2.10%		0.00%

		7/7/21		1658		1480		28		26		2		22.35		0		0		1.76%		0.00%

		7/6/21		1669		1512		43		38		3		21.17		0		0		2.51%		0.00%

		7/5/21		1592		1446		38		32		1		11.68		0		0		2.21%		0.00%

		7/4/21		1558		1413		36		30		2		12.61		0		0		2.12%		0.00%

		7/3/21		1577		1439		32		29		3		46.18		0		0		2.02%		0.00%

		7/2/21		1623		1452		37		29		3		14.92		0		0		2.00%		0.00%

		7/1/21		1561		1435		40		31		1		15.38		0		0		2.16%		0.00%

		6/30/21		1588		1409		38		32		3		16.96		1		4.3722		2.27%		0.07%

		6/29/21		1658		1522		31		27		1		40.14		0		0		1.77%		0.00%

		6/28/21		1639		1489		29		27		1		11.69		0		0		1.81%		0.00%

		求和项:曝光PV		求和项:曝光UV		求和项:成交GMV[美元]		求和项:加购GMV[美元]		求和项:成交用户数		求和项:访问UV

		22915		20720		4.3722		320.44		1		418





OKRE



				O		KR		E		时间

				O1：以类目企划为抓手，牵引商家进行护肤有效新品补充，持续扩大护肤类目爆品规模		KR1：基于企划的季节需求，H1GMV270W，同比增长X%，确保动销稳定1W+，大护肤类目月均有效新品数≥200sku		E1：输出大个护类目企划1份		44347

								E2：通过类目企划的节奏引导商家季节上新，并通过橱窗/站内活动/推广等资源带动整体动销：至少每月1次上新指引		44377

								E3：利用好新品打标资源&橱窗位资源：每周一进行新品打标300+sku.		44377

						KR2：提高护肤类目爆款质量，爆款GMV占比Q1≥25%，Q2峰值≥28%		E1：通过类目企划的指引&当地季节性需求，同步类目企划&市场需求&类目特征及对应用户画像等信息至推广侧，保证周均有效推品数≥30sku

								E2：护肤爆款主要通路：通过类目企划提升推品质量，并为推广提供优质素材，类目推广gmv占比H1月均≥75%

				O2：提升类目核心商家规模——制定商家个性化运营方案，提升SKA/KA/PreKA的数量和GMV规模		KR：原有商家池子中核心KA数量提升至20家+，且KA贡献占比≥35%		E1：实行商家分层管理，输出美妆商家运营看板&商家周报监控		44347

								E2：在已有的preKA商家池子中选取潜力商家进行1v1辅导，通过提升店铺gmv规模晋升KA商家至少1家

								E3：关注高潜preKA的差评odr指标，通过健康的商品结构&商家品源质量的沟通改善来改善店铺现存因odr导致的流量缩减&动力不足等情况，提升商家质量，扶持该类商家晋升类目KA≥2





				O		KR		E		时间

				O1：以类目企划为抓手，牵引商家进行护肤有效新品补充，持续扩大护肤类目爆品规模≥28%		KR1：爆品来源-月均有效新品数≥200sku		E1：根据销售预估达成率，按企划节奏进行双月迭代

								E2：夏季特性进行每周1次主题选品测试，根据入口数据比对进行更新校正(＞护肤平均)

								E3：通过类目企划的节奏引导商家季节上新：至少每月1次上新指引，护肤月均上新数≥600sku

								E4：新品流量扶持：每周1次进行新品打标300+sku.

						KR2：爆品途径-提高护肤类目推广质量，推广GMV占比≥75%		E1：扩大推广池-每月1次厂源调研盘品并指导KA商家进行有效上新100sku

								E1：利用ecomhunt & adspy工具，每周1次盘点潜力爆款&素材，周均有效主推品≥5sku

								E2：每周1次落地页有效推品≥30sku：膏粉类护肤品

				提升类目核心商家规模——制定商家个性化运营方案，提升SKA/KA/PreKA的数量和GMV规模		KR1：增长点聚拢-美妆重点商家个护GMV占比个护大盘≥55%		E1：持续性输出美妆商家运营周报数据监控，形成体系化分层管理模式

								E2：每月1次盘点护肤类潜力商家(护肤贡献值≥60%)清单，每月至少1家1v1沟通辅导，调整店铺护肤商品结构&日常活动推品资源扶持，补充头图+商详展示

								E3：扩大原有商家池子的护肤品类占比，企划季节性特征基础上核心商家有效上新数≥150sku

						KR2：关注高潜preKA的差评odr指标，提升商家质量，扶持该类商家晋升类目KA≥3		E1：综合店铺商品淘汰轮换机制建立，每周针对长期高差评商品（美发）进行下架

								E2：针对因描述误解导致的差评，问题归类并输出改善计划，指导商家补充头图+商详展示说明≥2家/周

								E3：每月1次盘点站内“低差评-低客单-高单量”产品50sku并同步商家有效上新，扩大默认好评基数





				O		KR		E		S		S		C

				O1：通过类目企划引进有效新品





护肤专营店

						1月								2月								VS								VS%

				当前在售商品		动销数		发出商品数		发出金额		均价		动销数		发出商品数		发出金额		均价		动销数		发出商品数		发出金额		均价		动销数		发出商品数		发出金额		均价

		1050654		65		31		62		453.5582		7.3		37		106		718.1842		6.8		6		44		264.626		-0.54		19%		71%		58%		-7.4%

		1050653		82		21		113		468.7211		4.1		11		67		418.0542		6.2		-10		-46		-50.6669		2.09		-48%		-41%		-11%		50.4%

		护肤专营店		147		52		175		922.2793		5.3		48		173		1136.2384		6.6		-4		-2		213.9591		1.30		-8%		-1%		23%		24.6%



				1月推广GMV占比		2月		VS

		1050653		61.0%		53.3%		-7.7%

		1050654		74.4%		69.6%		-4.9%

		护肤专营店		67.6%		64.6%		-3.0%														商家ID		按月		01 曝光量 		04 曝光点击率 		05 点击加购率 		06 加购下单率 		曝光下单率		07 千次曝光价值 

																						1050653		2021-01		227874		1.72%		17.05%		13.38%		0.039%		2.5

				①商品量少																		1050653		2021-02		188091		1.88%		13.29%		10.93%		0.027%		3

				②流量远远不足，曝光量不到50w，但preKA-MTD180W																		商家ID		按月		01 曝光量 		04 曝光点击率 		05 点击加购率 		06 加购下单率 		曝光下单率		07 千次曝光价值 

				③转化偏弱--选品/价格 																		1050654		2021-01		203827		1.64%		15.22%		14.03%		0.035%		2.6

																						1050654		2021-02		622777		2.06%		12.81%		9.02%		0.024%		2.1

										①专注欧诗莎

										②斋月前上一波植物韩风类产品

										③低价引流

																						商家		按月		01 曝光量 		04 曝光点击率 		05 点击加购率 		06 加购下单率 		曝光下单率		07 千次曝光价值 

																						38358		2021-02		1979158		2.48%		23.57%		7.81%		0.046%		2.6

																						24623		2021-02		1720610		2.56%		18.32%		12.12%		0.057%		5.2

																						17645		2021-02		1841100		2.16%		10.93%		11.79%		0.028%		2.5





年度OPI

		护肤2021H1  OPI

		所对应公司级目标
（Objective）		类目目标（Objective）&对应衡量指标（KPI）				具体执行计划(Plan)		计划对应的关键指标（Indicator）

		O2“好”
高度满足用户消费需求，打造美妆用户心智		O1-不断培养大众化爆品/口碑单品，满足用户追求高质量需求		负责类目Q1爆款GMV占比≥25%；Q2爆款占比≥30%		P1:关注竞对or社交网站护肤流行趋势，总结热卖款特征及预测爆款趋势，确保每月2次商家上新指引及每周1次爬虫上新		Q1负责类目爆款数≥150sku，爆款GMV占比≥25%；Q2负责类目爆款数≥200sku，爆款GMV占比≥30%

								P2:以扩充爆款商品数为目的，根据已有爆品总结特征，继续开发同品牌/同功效爆品

								P3:关注站外推广+站内活动流量，确保每周1次的推广及活动频率，让更多用户看到优质护肤商品

				O2-打造专业化护肤店，通过单店的口碑及品质来提升用户信心，以专营店带动优质商品，从而带动护肤类目GMV提升		Q2护肤专营店单店月GMV≥3W $；单月峰值达成		P1:确保对两家护肤专营店选品及商详页的强把控，至少每天1次的沟通频率 & 两周1次的后台数据运营review和问题的沟通		Q1单店GMV≥1W $，爆款数≥15/店；Q2单店GMV≥3W $，爆款数≥50/店（单月峰值达成）

								P2:前期阶段充分运营0元购及橱窗位工具，通过有效引流款来提升新店铺流量；确保每周关注并更新替代选品

								P3:重视站外推广资源，推广主品以新奇/强功能性产品为主，从站外引进部分用户流量，保持至少每周1次专营店推广资源

								P4:日常选品活动的资源优先倾斜(50%)，至少每月一次护肤活动

		O3“规模”
从类目出发在多个"供给到消费市场“链路的规模		O3-扩大跨境GCC优质商家的市场规模，稳固核心基础		Q2负责类目的KA&preKA商家GMV占比类目GMV≥60%		P1:日常选品活动的资源优先倾斜(50%)，至少每月一次护肤活动；双周会1V1沟通运营问题&橱窗位利用效果review/调整策略		Q1占比类目≥35%，其中护肤专营店2家，且preKA水平；Q2占比类目≥60%，其中护肤专营店4家且2家KA2家preKA

								P2:商详页优化模板全面覆盖重点商家，提高转化率

								P3:培养多护肤专营店从0转向KA&preKA，路径同O2

		H1GMV≥270w$		季度爆款GMV占比：Q1≥25% Q2≥30%（Q2峰值达成即可）		月均类目动销≥11000sku		橱窗位新品率≥30%；		通过类目企划引导商家季节上新，并通过橱窗/站内活动/推广等资源带动整体动销；

						月均类目推广GMV占比≥75%		周均推品数量≥30sku；

				Q2负责类目的KA商家GMV占比类目GMV≥60%		Q2护肤专营店单店月GMV≥30000$；单月峰值达成		单店月均动销率≥60%；		单店月一次商品优胜劣汰机制建立；

								单店月均转化率≥1‰；		信息化能力提升：商详/头图优化能力/推广素材

								通过推广达成月均爆款数≥10sku；

						Q2类目KA商家数量（类目GMV占比店铺≥40%）≥10		每月选取至少2家潜力商家进行一对一上新指导及推广推品合作





推广整理&落地

		重点类目		主要功效		推广优先级		主要推广形式		素材要求

		身体护理		去死皮		②				快：10-15s，bgm节奏辅助
准：直白、简单
狠：产品使用结果出人意料

				脱毛		③

				美白		⑥

				祛疤祛纹		⑧		单图-逐渐变淡

		面膜T区		黑头		①

		口腔		美白		④

				清洁		⑤

		美容仪器		美容		⑦

		精华		补水保湿		⑨

		乳液/面霜		补水保湿		⑩

								l





黑人市场

		BR & MX ： bestsellers榜单top排序

		面膜

		粉类/粘土类——白粘土黄粘土黑粘土；片状：kiss NY；站内爆款绿茶棒

		身体洗护：偏运动风--走珠止汗、皂类、Liquid Soap

		精华：Tracta、Max Love：7k多销量

		护肤工具类：与站内基本一致

		面霜类：大牌为主：可能有季节性有关，较少白牌类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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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品类规划——假发造型：水心



感谢观看
预祝各位商家斋月大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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