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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运营篇 

第一章 基础指引 

第一条 商家入驻指引 

 

（入驻指引流程） 

 

Step1：提交初审资料，填写店铺信息 

 

填写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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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等待初审结果 

初审不通过，商家可补充资料重新提交初审申请，商家收到的信息如下： 

【Fordeal】亲爱的商家您好，很抱歉通知您，您的入驻申请没有通过我们的审核，但我

们已经将您的信息保存在商家信息库中，如果后续有更好的合作机会我们将会直接与您联

系，感谢您对 Fordeal 的支持！ 

 

初审通过： 

【Fordeal】[Fordeal-入驻审核]您好，您的入驻申请已经通过初审了！请在电脑登入链接

http://mai.fordeal.cn/login#/register?process=new&type=add&vip=1，进行二审的

注册。二审时的信息务必和初审时提供的信息一致，尤其是注册时填写的手机号码，否则

将会影响您的二审进度，请知悉。（二审的结果我们同样会通过短信通知您，请您务必留意

短信通知） 

Step3：提交复审资料 

http://mai.fordeal.cn/login#/register?process=new&type=add&v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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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设置： 

 

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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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认证： 

 

Step4：等待复审结果 

复审不通过，商家可补充资料重新提交复审申请，商家收到的信息如下： 

【Fordeal】亲爱的商家,非常遗憾的通知您,您的入驻申请未通过审核,点击

http://mai.fordeal.cn/login#/，登录了解详情,感谢您对 fordeal 的支持和配合! 

初审通过： 

 

复审通过，商家收到的信息如下： 

复审通过：【Fordeal】亲爱的商家,您的入驻申请已通过审核! 为方便后期提供更多操作指

引，请您加 QQ：800825885。在电脑登录您的专属后台

http://mai.fordeal.cn/login#/，即可开启跨境电商之旅! 感谢您对 Fordeal 的支持和配

合! 

http://mai.fordeal.cn/login#/
http://mai.fordeal.cn/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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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签署协议 

登录商家管理后台： 

 

签署协议： 

 

Step6：入驻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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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商品合规规范 

1. 违禁品清单 

Fordeal 平台禁止销售法律法规或根据 Fordeal平台管理要求禁止销售的商品，例如：酒精、

毒品、烟草、武器等产品，同时不允许产品页面（包括但不限于商品标题、商品描述、商品

图片）或店铺页面（包括但不限于店铺命名、店铺介绍、店铺公告）中带有种族歧视、暴力、

色情等内容或发布禁售商品相关信息。卖家不得通过任何方式规避本规范及平台禁售商品的

相关管理措施。违禁品具体名录详情请见： 

https://bbs.fordeal.cn/viewtopic.php?f=20&t=137&sid=82aadf2a39d1f710e7a7a8

026ff456d3 

 

违禁品包括以下： 

·剧毒、易燃、易爆、军用物品及零部件、毒品、腐蚀性、粉末状、液体、磁性物品禁止出口 

·化学物品、打火机禁止出口 

·电池：除锂电和蓄电池外，其它可以出口 

·食品（包括与身体密切接触的物品）、药品：去美国需要提供 FDA 号码，其它国家禁止出口 

·原木包装：需要做熏蒸，根据目的地不同需要当时咨询 

·整台自行车、风扇、黑白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禁止出口 

·冒牌仿牌 

·私人物品：提供收件人护照或身份证 

·影像资料：不能是色情类物品 

·钱币、纯金、纯银、国宝、古董、文物：禁止出口 

·管制刀具(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管制刀具： 

https://bbs.fordeal.cn/viewtopic.php?f=20&t=137&sid=82aadf2a39d1f710e7a7a8026ff456d3
https://bbs.fordeal.cn/viewtopic.php?f=20&t=137&sid=82aadf2a39d1f710e7a7a8026ff456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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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首：带有刀柄、刀格和血槽，刀尖角度小于 60 度的单刃、双刃或多刃尖刀；三棱刮刀：

具有三个刀刃的机械加工用刀具。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跳刀）：刀身展开后，可被弹簧或

卡锁固定自锁的折叠刀具；其他相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尖刀：刀尖角度小于 60 度，刀

身长度超过 150 毫米的各类单刃、双刃和多刃刀具；其他刀尖角度大于 60 度，刀身长度超

过 220 毫米的各类单刃、双刃和多刃刀具。未开刀刃且刀尖倒角半径大于 2.5 毫米的各类

武术、工艺、礼品等刀具不属管制刀具范畴。) 

 

什么是禁运品? 

禁运品——指在承运方运营管理；出境、过境、入境国的法律法规和国际组织风险管理管制

条例下任何情况都不承运的商品。 

 

什么是限运品？ 

限运品——指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特定条件方可承运的物品。 

 

限运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活体动物 

·动物制品及纪念品，比如：象牙、鱼翅、动物残骸，或者不是供人消费的动物副产品和衍生

品 

·人类遗体或者骨灰 

·金条（以及任何贵金属） 

·现金（现行的法定货币） 

·未镶嵌的钻石、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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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弹药、爆炸物/爆炸装置 

·非法物品，比如：仿冒品和麻醉毒品 

·禁运商品 

·激素精神类药品，液压灌装类商品，酒精类，易燃易爆等影响航空运输安全的商品以及国家

管制商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毒品，货币等，以上无论任何线路任何方式都禁止运输。 

 

什么是易燃易爆危险品? 

概念——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容易燃烧爆炸的危险物品。指以燃烧爆炸为主要特性的压缩气

体和液化气体；易爆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剂；

毒害品、腐蚀品中部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九类危险品： 

爆炸品 

气体：(1、易燃气体；2、非易燃无毒气体，如：二氧化碳、液化氮；3、毒性气体)大多数有

毒气体都禁止空运，深冷液化气体 RCL 的操作标签，突出气体能从开口容器中溢出。由于

它极冷，所以能导致空气中的水蒸气冷凝以致于看起来象烟。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也没有危

险性。与易燃无毒气体标签配合同时使用。充碳酸气体的饮料和矿泉水不受《危险品规则》

的要求。 

易燃液体，如：油漆、酒精 

易燃固体：1、易燃固体如：火柴； 

2、自燃物质，如：白磷或黄磷； 

3、水释放易燃气体的物质。如：碳化钙、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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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质： 

1、—氧化剂：自身不一定可燃，但通常可放氧引起其他物质燃烧或起助燃作用。生活常用

品漂白粉属于这一项。 

2、有机过氧化物。过氧化物遇热不稳定，它可以放热并因而加速自身的分解。此外，它还

可能具有下列一种或几种以上特性： 

◆易于爆炸分解；◆速燃；◆对碰撞和磨擦敏感；◆与其他物质发生危险的反应；◆损伤眼睛。

常见物品为双氧水。 

有毒物质：（1、毒性物质；2、感染性物质。例：病毒、细菌，ICAO《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

技术细则》2005/2006 版中把感染性物质分为 A 级和 B 级：A 级感染性物质是指在运输中

与之接触能对本来健康的人或动物造成永久性残疾，危及生命或致命疾病的感染性物质。B

级感染性物质是那些不符合 A 级标准的感染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按照其运输指数的不同，可以将放射性物质分为 I 级白色 II 级黄色 III 级黄色

三个等级，III 级黄色的辐射性最强。裂变物质（核武器），除适当的放射性标签外，必须使

用临界安全指数标签，用专机运输，如铀 233、235，钚 239。 

腐蚀性物质，如：电池酸、汞、硫 

杂项危险品，如：汽车、磁铁、干冰具有 CAO（仅限货机）标签的包装件不得装载在客机

上。具有磁性物品标签的包装件不得装载在直接影响飞机的直读磁罗盘或罗盘传感器的位置

上。装有可拆卸湿电池轮椅的标签，此标贴由 A、B 两部分组成，A 部分粘贴于轮椅，标明

轮椅具有可拆卸电池；B 部分粘贴于电池，用于和轮椅配对。具有此标签的包装件必须远离

热源，避免阳光直射，放置在阴凉通风处。 

 

常见的有可能涉及的沙特/中东禁入关/禁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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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用品各种成人用品、情趣用品、按摩用品，过于暴露或者透明、镂空的服装等 

·可被用于监视窃听、隐蔽拍摄、定位指示及其他间谍活动的各种物品包括各种带有隐蔽拍

摄功能的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很小很隐蔽的照相摄像录音设备（含录

音笔）、车用，GPS 定位器、激光笔激光眼镜、望远镜、无人机、带摄像头的运动眼镜等 

各种无线通讯终端设备，比如各种对讲机，可视电话 

·武器配件，包括可用于攻击用途的物品，比如电蚊拍、飞镖等 

·雷达探测器、金属探测器等 

·玩具遥控汽车或飞机 

·涉及赌博的用品、棋牌 

·带有六角星图案的商品 

·优盘及其他闪存 

·仿牌商品 

·管制刀具 

·带名人的照片/名字的商品 

·带孔的激光眼镜 

·电子烟、打火机 

·光盘，电子游戏类内容相关商品 

·平衡车、面具（全/半遮面） 

·以色列产/部分以色列产/从以色列中转的商品 

·带有敏感信息源（图案/文字等）的商品，例如带有骷髅头/过于暴露血腥的图案/以色列/宗

教/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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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邮寄航空禁限运品将导致商品在安检时被查扣拦截，以致平台商品滞留或退回，从而

影响商品出运及客户购物体验并可能面临高额罚款；而在航空运输中，很可能明显地危害人

身健康、安全或损害财产，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飞机发生航空事故。  

 

2. 处罚规则 

如因商家发布及销售航空限运品而导致商品被查扣拦截，商家应承担所有海关罚款，并赔偿

Fordeal 平台损失，同时平台有权根据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对商家进行相应处罚，包括但

不限于商品下架、屏蔽上新、罚款、延长或冻结提现、流量降权、店铺下架、永久封店。 

 

第三条 商品发布规范 

1. 商品发布通用规则 

1）图文相符性：商品在上传过程中填写的图文信息，款式、颜色、质感、印花等展示效果

须与产品实际情况相符；商品标题中关键字须与上传的产品类目相符，禁止使用与商品本身

无关的搜索关键词； 禁止对在售商品展示图中商品主体进行修改（如针对新款需重新创建

与旧款不一样的商品 ID） 

2）信息一致性：商品的标题、描述、图片、属性选项、规格等信息应全部保持一致  

3）语言要求：商品在各模块填写的文字信息，应符合该模块的语言类型，不可一个模块出

现多种语言，图片/视频中如需使用文字进行注解，不可使用中文，可使用英文/阿拉伯文； 

4）违规元素：禁止出现其他网站名称，或含性暗示意味、不文明用语及图案，以及宗教冲

突、军事反动、烟酒毒品相关字眼及图案，无授权品牌、名人、经典动漫名字形象等侵权元

素；同时商品图片不可出现裸露图案，图片不可聚焦于人体敏感区域；其中情趣类服装、深 

V 领服装、暴露的内衣、材料透明或半透明的睡衣等类型产品不可使用真人模特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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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信息中禁止含有私人联系方式、外网链接，包括但不限于 QQ、WeChat、Instagram、

私人网址、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  

 

2. 商品标题规范 

1）商品标题最多可填写 60 个字符，参考格式：类目词+风格词/功能词+元素词+场景词；  

2） 超长超宽件需在标题标明尺寸（长宽均不能超过 120cm，如可折叠，则折叠后不超过

120cm），干电池（是否可充电、不发干电池需在标题说明）； 

3）商品标题填写的品牌须为自主品牌或有合法授权、供货渠道证明的品牌；  

4）产品标题须与上传的产品类目相符，禁止使用与产品本身无关的搜索关键词；  

5） 产品英文标题中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不建议每个单词全部大写或小写，介词除外，

不可出现中文；  

6）产品标题避免出现特殊字符或符号，无意义的英文字符和数字串。 

 

3. 商品描述规范 

1）商品描述主要作用：对商品信息和注意事项进行补充，可填写如产品参数、产品功能、

产品特征、使用方法、主要成分、适用肤质、保质期、供电方式等在标题、图片、规格等其

他模块不能充分体现的商品信息；  

2）套装/组装商品，对商品内容描述不可存在歧义，如商品图片中出现与商品紧密相关的配

件，须在描述中注明是否配送；  

3）需要一定使用步骤的功能性产品和需要组装的产品，须说明组装方法、使用步骤；  

4）电子类产品，须说明供电类型(插电使用/电池)；如果是插电使用需写明电压、功率、插

头规格；如果是电池供电须说明所需电池型号/数量/发货是否包含电池；  



Fordeal 商家手册（2019） 

 14 / 75 

 

5）香水、化妆品等须在限定时间内使用的产品须填写保质期。 

 

4.商品图片规范 

1) 图片中不可出现 logo、价格、水印、中文；  

2) 须对图片来源负责，不可使用无授权网络图片；  

3) 同款同色的多张图片应保证所有图的颜色一致；  

4) 套装/组装产品，须至少上传一张含包裹内所有物品的展示图；  

5) 有外包装的商品（如香水），须至少上传一张含外包装的图片；  

6) 主图只能上传一张，详情图最多上传 5 张，细节图/功能图至少上传 2 张；图片可使用

JPG、JGEG、PNG、GIF 格式，图片大小不能超过 3M；  

7) 主图和详情图像素建议为 700*700 像素（1：1），服饰类商品像素建议为 600*800 像

素（3：4）。细节图/功能图不低于 1000*1000 像素，大小不超过 3MB。 

8）建议商家上传功能图时把产品的使用方法或配置信息（如功率、型号、功能等），尽量配

上英文/阿拉伯文说明 

9) 图片中不得带有侵权或违禁元素，须对图片来源负责，图片本身及图片内容不得侵犯第

三方的知识产权，否则需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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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上新操作指引 

 

（商品上新流程图） 

 

Step1：选择类目 

 

 

Step2：填写商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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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编辑款式规格以及采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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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填写商品价格与库存

 

 

Step5：上传商品图片 

 

 

Step6：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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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商品交付规范 

1. 发货管理规则 

卖家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处理订单并发货，采用值得信赖的物流商或平台指定的物流商

进行配送，同时还需达到平台对订单追踪信息的要求。48 小时内为正常发货，超过 48 小时

会产生发货超时的异常订单，超过 72 小时未发货的订单将被系统自动取消并退款，超过 120

小时未入仓的订单也将会被动取消并退货退款。 

 

2.平台物流政策 

物流是跨境电商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发货时长、按时入仓率等重要的卖家评分指标都与

物流效率密切相关，而店铺评分会直接影响到卖家享受的平台政策等。Fordeal 平台建议卖

家在 36 小时内发货并希望在物流环节上把好关，能够及时发现物流环节问题并迅速反应解

决，提高物流时效和平台竞争力，赢得顾客青睐以实现卖家买家平台三方共赢。如何设置请

见：viewtopic.php?f=5&t=86 

 

1）跨越物流/顺丰速运： 

平台与优质物流渠道（跨越物流/顺丰速运）达成了合作，开通了高质高效的发货渠道。我

们建议卖家使用我们合作的发货渠道，运费由平台承担。 

➢ 如何结算：跨越运费由 Fordeal 跟合作物流商直接结算，不影响卖家订单结算款项。 

卖家在平台上预约物流商（跨越物流/顺丰速运）请遵守以下规则： 

➢ 所有卖家预约发货物流开始收件时间为 8：00，截至收件时间不同城市不一致 

➢ 所有卖家使用跨越物流/顺丰速运的增值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将由商家承担。 

➢ 选择自选物流的 Fordeal 平台入驻商家使用顺丰/跨越物流寄发 Fordeal 平台订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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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统一选择“到付”方式结算，如由于使用顺丰/跨越物流且选择“寄付”方式结算

而产生相应的物流费用一律由商家自行承担，平台不再给予任何物流费用补贴，请各位

使用自选物流为顺丰/跨越物流发货的商家知悉并按此方案执行（其他快递发货不受影

响） 

2）其他物流渠道 

如果订单配送目的地、产品种类、产品尺寸和重量等不符合 Fordeal 平台线上合作物流商的

发货政策要求，卖家可以参考 Fordeal 平台接受的物流渠道列表，选择其它渠道发货。 

➢ 如何结算：卖家跟物流商先行结算费用，Fordeal 与卖家按实际产生运费结算，每月 19

日与货款一同结算。 

➢ 商家在同一天发出的所有包裹的总重量按“首重+续重”的方式算出当天的总物流款，

并依据订单商品占总重量的比例分摊到不同订单，如商家当天 10 点发出一票重量为

1.5kg 的订单，14 点发出一票重量为 1kg 的订单，16 点发出 2kg 的订单，则平台的

物流款结算按总重量为 4.5kg 来结算物流费用；每月 19 号结算上月 1 日-31 日的自发

包裹物流款。如有争议推荐使用跨越/顺丰物流。 

➢ 计价标准如下，商家提供的运费不能超过计价标准： 

广东省内：首重 8 元/KG、续重 2 元/KG。 

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首重 8 元/KG、续重 4 元/KG。 

天津、重庆、安徽、广西、贵州、海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云南：首

重 10 元/KG、续重 5 元每/KG 

四川、河北、河南：首重 12 元/KG、续重 5 元每/KG。 

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西藏、新疆：首重 13 元/KG、续重 7 元

/KG。 



Fordeal 商家手册（2019） 

 20 / 75 

 

 

3. 发货异常管理规则 

1）定义：异常率是指发生异常的金额占总理论采购金额的比率，该指标用于衡量平台履约

服务水平。异常可分为缺货、超时、质检不合格和坏件等。订单异常会导致：一客户买不到

想要的商品，二客户不能按时收到商品，这将进一步导致客户体验下降，最终造成客户流失。 

2）公式：异常率=异常总金额/总理论采购金额 

异常总金额=采购角度缺货金额+坏件金额+超时金额+质检不及格金额。 

3）重要性：异常率是衡量店铺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异常率的高低会影响店铺后续的流量

曝光和活动参与。如果出现异常处理问题，请积极配合跟单客服（QQ800825885 转跟单客

服）进行处理。针对高异常率店铺平台与商家约定改善期，改善周期内平台将对商家进行单

品维度和店铺维度跟踪与监管，改善周期后异常率仍未达标，平台将对存在异常情况的商品

下架操作或者对店铺进行下架操作。 

4）改善方向： 

A. 缺货问题：需做好库存管理，在客户下单前，下架库存不足或缺货的商品。保证在线商

品有充足库存。 

B. 超时问题 

➢ 发货延时标缺：需要在接收推送批次 72 小时内在商家后台合单发货。 

➢ 错发：需要加强发货管理，注意款式、颜色、尺码与订单一致，避免错发。 

➢ 实物与展示图不一致：需要保证实物和展示图一致，可以修改展示图后上架。 

➢ 发布新品：避免禁运商品、属性项不全的商品、随机发货没有对应展示图的商品上架。 

➢ 不可抗力影响发货：由于自热灾害、仓库搬仓、其他不可抗力影响可能导致商品无法准

时发货、入仓等问题，请及时联系商家客服（QQ：800825885 转跟单客服）对店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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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暂时屏蔽操作。 

➢ 发货时效：平台要求供应商 48 小时内发货，120 小时内入仓。建议供应商结合订单

情况，尽早发货。 

➢ 物流时效：入驻部分要求使用顺丰/跨越物流，非入驻部分建议使用顺丰/跨越物流，或

者能保证时效和运输质量的物流商，避免物流过程耗时长，导致超时。 

C. 品质问题 

供应商商品发出前，安排质检人员进行质量检查，确保商品符合品质标准再发货。 

 

4. 商品质检规则及标准 

1）质检方式：质检部门会根据实际商品入仓数量，随机抽取一定比例商品，按各类目既定

的质检标准进行质检，单次质检数量不少于 20 件。 

 

2）质检不合格下架规则：单次抽取商品中，不合格率高于 10%的商品会进行下架处理，每

个商品因质检不合格下架后，改进后允许再次上架；第二次因质检不合格下架，则为永久下

架；若同时满足条件 商品评分≥1.1 和店铺评分≥1.0，则该商品暂不进行下架处理。 

 

3）质检下架信息告知：质检下架商品会通过预留在平台的手机号，以短信的方式告知商家；

且质检下架商品可在 商家后台→我的商品→质检不合格商品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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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问可联系商家客服 QQ：800825885 至【商家客服组】。 

各类目质检标准： 

广州哆啦服装类产品外观质检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成品鞋外观质检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箱包质检外观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 3C 类商品质检外观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美妆类商品质检外观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饰品类质检外观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文具类质检外观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家居类质检外观判定标准 2019 链接：点击此处 

广州哆啦服装测量示意图说明 链接：点击此处 

 

  

http://s4.forcloudcdn.com/merchant/upload/%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6%9C%8D%E8%A3%85%E7%B1%BB%E4%BA%A7%E5%93%81%E5%A4%96%E8%A7%82%E8%B4%A8%E6%A3%80%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4.forcloudcdn.com/merchant/upload/%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6%88%90%E5%93%81%E9%9E%8B%E5%A4%96%E8%A7%82%E8%B4%A8%E6%A3%80%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4.forcloudcdn.com/merchant/upload/%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7%AE%B1%E5%8C%85%E8%B4%A8%E6%A3%80%E5%A4%96%E8%A7%82%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4.forcloudcdn.com/merchant/upload/%E5%B9%BF%E5%B7%9E%E5%93%86%E5%95%A63C%E7%B1%BB%E5%95%86%E5%93%81%E8%B4%A8%E6%A3%80%E5%A4%96%E8%A7%82%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4.forcloudcdn.com/merchant/upload/%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7%BE%8E%E5%A6%86%E7%B1%BB%E5%95%86%E5%93%81%E8%B4%A8%E6%A3%80%E5%A4%96%E8%A7%82%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s3.forcloudcdn.com/files/e/0f/e0fef3c7_%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9%A5%B0%E5%93%81%E7%B1%BB%E8%B4%A8%E6%A3%80%E5%A4%96%E8%A7%82%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s3.forcloudcdn.com/files/3/58/35838879_%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6%96%87%E5%85%B7%E7%B1%BB%E8%B4%A8%E6%A3%80%E5%A4%96%E8%A7%82%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19.pdf
https://s3.forcloudcdn.com/files/3/cf/3cf75898_%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5%AE%B6%E5%B1%85%E7%B1%BB%E8%B4%A8%E6%A3%80%E5%A4%96%E8%A7%82%E5%88%A4%E5%AE%9A%E6%A0%87%E5%87%86%202019.pdf
https://s3.forcloudcdn.com/files/4/49/449d60d5_%E5%B9%BF%E5%B7%9E%E5%93%86%E5%95%A6%E6%9C%8D%E8%A3%85%E6%B5%8B%E9%87%8F%E7%A4%BA%E6%84%8F%E5%9B%BE%E8%AF%B4%E6%98%8E%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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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发货操作流程 

 

（商品发货操作流程图） 

 

Step1：进入待发货商品列表 

 

 

Step2：选择可发货商品，加入发货台 

 

Step3：进入发货台，打印拣货单，商品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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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依据拣货结果确认可发货商品和数量 

 

Step5：填写物流号，合单发货 

 

自选物流发货界面 

 

非自选物流发货界面 

Step6：查看发货单，打印发货清单，打包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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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商家结算管理 

1. 结算提现规则 

Fordeal 平台每月 1 日-15 日的完结订单会在 19 日进行结算，16 日-月末的完结订单会在

次月 4 日进行结算。如果卖家想更改收款的公司账号，必须提供原提款人或账号主体（公

司）的文件，重新通过 Fordeal 平台的公司文件审核流程。 

2. 结算操作指引 

 

（结算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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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创建收款账户信息，选择收款账户类型 

 

账户类型选择 

 

人民币对私账户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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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对公账户信息设置 

 

美元账户信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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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货款对账 

 

货款订单 

 

物流订单 

 

售后订单 

Step3：美元交易记录界面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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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申请提现，等待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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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售后管理规则 

1. 店铺考核指标 

为更好地保障平台广大卖家的利益，向顾客提供更好的消费购物体验，打造一个公平竞争、

互利互赢的良性平台生态，Fordeal 平台制定店铺各项评分（发货时长、按时入仓率、质检

合格率、商品评价分）作为规范卖家经营行为的考核指标，并于商家后台显示并更新 

 

1）发货时长： 

定义：发货时长统计的是店铺近 30 天内推单商品发货总时长的平均值 

公式：发货时长=近 30 天订单内商品总发货时长/近 30 天订单内商品总数 

 

发货时长计算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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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品已发货：发货时长指客户订单被推送到卖家后台直至订单内的商品被仓库签收的时

长。示例：A 卖家销售产生订单后，该订单在 2019 年 1 月 1 日 8：00 被推送到卖家后台，

卖家接收到订单后于 1 月 1 号当天发货了，我们的仓库在次日即 1 月 2 号早上 8：00 签收

了，那发货时长就是 24 小时. 

②商品缺货：发货时长统计的是推单时间至商品标缺的时长，如该订单内的商品被标记缺货，

实际发货时长=标记缺货的时间-订单推送的时间。示例：如 A 卖家销售产生订单后，有 2

个商品在 2019 年 1 月 1 日 8：00 推送到卖家后台，卖家接收到后当天 10：00 发现其中

一个商品缺货并标记缺货，那缺货的商品实际发货速度为 2 小时 

 

2）按时入仓率： 

定义：根据近 30 天内系统推送到卖家后台的订单商品正常入仓时间来计算平均值，即近 30

天内正常入仓（即入仓时间小于或等于 120 小时）的商品数/近 30 天内该卖家产生销量的

总商品数 

公式：按时入仓率=(近 30 天内入仓时间<=120𝐻的商品数)/(近 30 天内销售商品总数) % 

 

注意：如发生以下情况卖家商品将无法正常入仓 

▪坏件，如：拆包时，发现包裹内 10 个商品有其中 1 个商品已经损坏，正常入仓商品数为 9

个，损坏的商品则无法入仓 

▪错件少件，如：拆包时发现包裹内应含 10 个商品，但实际收到只有 9 个商品，并且接收到

的 9 个商品中有 1 个商品与订单内的商品不符，则显示正常入仓商品数为 8，其中错件 1 个

商品，少件 1 个商品，这两个商品无法入仓 

▪超时，如：商品入仓时间超 120𝐻，商品无法正常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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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检合格率 

质检合格率是统计店铺近 30 天内被随机抽检商品合格率，即抽检合格商品数/抽检总商品

数*100% 

公式： 

质检合格率= (近 30 天内质检合格商品数)/(近 30 天内被质检抽检的商品总数)% 

示例：A 卖家在近 30 天内一共产生销量为 500 件，商品被仓库抽检一次，抽检商品数量为

100 件，其中合格商品数为 80 件，则 A 卖家店铺最近 30 天内质检合格率=80/100*100%，

即合格率为 80% 

若 A 卖家在近 30 天内商品被仓库抽检两次，第一次抽检数量为 50 件，其中合格商品数为

30 件，第二次抽检数量为 30 件，其中合格商品数为 10 件，则 A 卖家店铺最近 30 天内质

检合格率=(30+10)/(50+30)*100%，即 A 卖家店铺最近 30 天内的质检合格率为 50%。 

 

4）商品评价分 

商品评价分是店铺 30 天内商品累计评分的平均分，即累计点评商品评分总和/总点评数 

公式： 

商品评分=30 天内累计点评商品评分总和/总点评数 

示例：A 卖家在近 30 天内一共收到 50 条评价，总评价分为 100 分，那么 A 卖家店铺在近

30 天内的平均评价分为 2 分 

 

5）店铺评分影响 

平台会根据店铺内商品发货时长、按时入仓率、质检合格率和商品评价分作为商家报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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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要素。 

 

2. 顾客退货退款政策 

由于 Fordeal 平台上没有卖家与买家直接交流的功能，客户阶段的退货退款环节将由

Fordeal 平台负责。退款原因主要分为包裹未按时送达、产品与描述不符、产品数量不全、

产品有质量问题等。 

 

3. 退货操作指引 

 

（退货退款流程图） 

Step1：进入退货待确认列表 

Step2：确认退货选择退货地址或确认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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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进入退货单列表查看退货商品状态 

 

 

Step4：退货完成，确认收货 

 

 

Step5：查看退货完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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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营指引 

第一条 商家运营指引 

1. 商家成长路径 

了解商家的成长路径及不同阶段的特点，以便商家在不同时期更精准地运营。 

1）商家成长周期 

新入驻商家→成长期商家→Pre-KA 商家→KA 商家 

 

 

 

2）不同时期商家的成长路径及目标 

A.新入驻商家 

  

KA商家

Pre-KA商家

成长期商家

新入驻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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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成长期商家 

 

 

 

 

 

 

 

 

 

 

 

商家成长路径 新入驻商家 核心目标：出单 

路径 铺款上新 动销测款 

路径 铺款上新 动销测款 款式聚焦 

路径 节奏上新 动销测款 优化上新 款式聚焦 低效替换 

路径 爆款跟款 节奏上新 动销测款 优化聚焦 低效替换 

路径 爆款衍伸 节奏上新 动销测款 优化聚焦 低效替换 

路径 需求企划 定向开发 节奏上新 动销测款 低效替换 

路径 企划开发 照片评版 节奏上新 动销测款 低效替换 

低 

高 

商家成长路径 成长期商家 核心目标：爆品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how 

how much 

需求是什么？产品是什么？ 

为什么需要？顾客为什么买？ 

需求什么时间开始&结束？ 

Fordeal 平台上卖给 GCC 人民 

顾客是谁？什么群体需要？ 

怎么卖？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能卖多少？怎么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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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e-KA 商家 

 

 

 

 

 

 

 

D.KA 商家 

 

 

 

 

 

 

2. 运营工具 

1）商家数据中心 

A.店铺数据运营三步法 

第一步：看整体 

➢ 了解店铺整体指标的变化趋势及关键指标的波动情况，从整体角度结合经验判断店铺有

无问题或有无经营风险点。 

➢ 查看店铺整体数据目标的完成状况及指标完成情况，有风险时及时分析原因，调整运营

商家成长路径 KA 商家 核心目标：稳增 

近 1 季度 GMV 排名类

目 TOP100 
近 30 天异常率≤2% 近 30 天评分≥1 

复购率 私域流量转化效率 

商家成长路径 Pre-KA 商家 核心：异常改善 

综合异常率 

不合格率 缺货率 超时率 坏件率 

店铺评分 

商品评价分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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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促成店铺整体数据目标的达成。 

第二步：看变化 

➢ 从细分的各项数据维度把握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及数据目标完成情况。 

➢ 针对出现较大风险点和问题点的细分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步：看占比&趋势&对比 

➢ 查看各个细分维度在整体下的占比情况，建议将关注重点放在占比更高的细分维度上，

数据分析时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 

➢ 查看各指标的同/环比情况，通过把握各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发现店铺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点和问题点。 

➢ 查看细分数据指标与店铺均值的对比情况，通过把握与店铺均值差异较大的细分维度再

进行具体分析找出问题点。 

*商家朋友们要养成看日常数据，分析数据的好习惯，看数据的过程中一定要能够快速快速

找出异常值并分析异常产生原因，及时调整运营策略。 

 

异常值 = 经营风险点 = 生意机会点 

 

B.流量异常类问题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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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背景信息 

a.流量类问题核心关联的数据指标：曝光量、曝光人数、浏览量、（店铺）被访问商品数。 

b.Fordeal 平台流量的核心规则：Fordeal 平台重点强调店铺私域流量运营，不管是您的店

铺页面，还是您商品详情页下方推荐的商品，都只会是您自己店铺内的宝贝，所以非常建议

商家朋友集中精力打造 1-2 款爆品，基于爆品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流量被引入到您店铺，从

而覆盖更多商品。 

c.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商品在平台的流量？ 

➢ 商品的历史综合转化率：即商品曝光->浏览->加购->下单->订单确认中各环节综合转

化情况。 

➢ 商品/店铺评分：评分好的店铺及评分好的单品会排在更靠前的位置~ 

➢ 异常率：Fordeal 平台非常重视顾客体验，商家的异常情况将对顾客订单有很大影响，

所以针对异常率较高的商家/单品，流量情况将会和异常率低的商家/单品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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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核心分析思路 

a. 店铺流量异常类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流量少，二是流量降低。 

➢ 流量少的原因造成的因素 

➢ 商品换季顾客需求变少，卖家未感知，关注商家论坛同步市场信息 

➢ 商家自身异常率变高，缺货、入仓超时、质检不及格。 

➢ 商品或者店铺评分低 

➢ 对商品进行配置导致商品历史转化率降低影响商品流量 

➢ 同款商品参加活动，折扣更高，同品类商品有价格优势导致流量降低 

➢ 商品属性值没有及时更新，商品属性值失效导致流量变少，商家论坛，APP 首页同品类

热搜词追踪，实时更新 

 

b.针对流量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流量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后看看在该时间节点前

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因素来定位具体问题。 

 

C）建议解决方案 

➢ 多种方式打造爆品，通过爆品为店铺更多商品引流。 

➢ 选对类目，优化商品属性值，以获得更多有效曝光。 

➢ 积极参加平台的活动，活动可能会给商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流量。 

➢ 时刻注意评分、异常率等指标，避免因为人为可控因素导致流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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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浏览类数据异常问题怎么解决？ 

A）背景信息 

a.浏览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核心关联的数据指标：访客数、浏览量 

b.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的浏览类数据？ 

➢ 选品层面：产品是否应季，有没有时下流行元素。 

➢ 展示信息层面：属性值配置不全，无法表达商品信息；主图质量差。 

➢ 价格层面：定价偏高或性价比不足，吸引顾客的购买的欲望不强烈。 

 

B）核心分析思路 

浏览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浏览类数据量少，二是浏览类数据降低。 

 

a. 下面针对曝光足够浏览量较低情况分析 

➢ 产品价格偏高，调整至合理价格（商品包装优化减少商品重量以及体积重、商品折扣） 

➢ 商品不能迎合当地市场，关注商家论坛同步中东市场信息，自行了解中东市场行情，捕

获中东流行元素 

➢ 商品主图劣质，无法表达商品信息，属性值配置不全。 

➢ 正确配置商品属性值，避免无关流量引入影响转化 

 

b. 针对浏览类数据量少的问题，需要定位是曝光不足导致的，还是曝光量足够但浏览数较

低导致的，根据不同原因找方案，测试效果即可。 

 

针对浏览类数据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浏览类数据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后看看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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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前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因素来定位具体问

题。 

 

C）建议解决方案 

➢ 首先确保商品上新时各项属性项配置精准，通过配置的属性项更清晰表现商品信息，同

时也要放止由于属性项配置不精准而导致无关流量导入而引起的浏览指标异常 

➢ 通过价格（性价比）、商品主图优化等方式，增加商品对顾客的吸引力 

 

D.加购类数据异常问题怎么解决？ 

 

A）背景信息 

a. 加购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核心关联的数据指标：加购件数、加购人数 

 

b.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的加购类数据？ 

➢ 展示信息层面：主图及场景图、功能图、细节图不完整，商品属性项或其他信息配置不

全，无法清晰表达商品具体信息。 

➢ 顾客评价：商品或店铺整体评价较差（特别是质量差、图片与实物不符的差评） 

➢ 价格层面：定价偏高或性价比不足，吸引顾客的购买的欲望不强烈。 

 

B）核心分析思路 

加购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加购类数据量少，二是加购类数据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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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加购类数据量少的问题，需要基于上述影响因素逐一排查可能的原因，对商品信息、

价格、评价差的原因等作出调整，测试效果即可。 

➢ 针对加购类数据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加购类数据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后看看

在该时间节点前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因素来定

位具体问题。 

 

C）建议解决方案 

单品的评价、顾客反馈的产品信息、商品属性项、商品图片组合及质量（有无配置 detail 切

换）、尺寸规格等都可能会对顾客的加购意愿产生影响，需要从这些细节入手逐一排查优化 

 

E.下单类数据异常问题怎么解决？ 

A）背景信息 

a. 下单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核心关联的数据指标：下单人数、下单件数、下单买家数、下单

转化率 

 

b.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您的下单类数据？ 

店铺整体风格：越聚焦的风格或细分品类，越会对店铺整体的下单率产生正向加成（本质上

是聚焦了一类顾客的需求） 

 

B）核心分析思路 

下单类数据相关异常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下单类数据量少，二是下单类数据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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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下单类数据量少的问题，下单类数据作为最终结果指标，以上各环节存在的不足均

可能最终导致产品下单情况下降，所以下单情况需要综合多因素共同分析（商品信息表

达、价格、商品评价，是否过季等）。 

➢ 针对下单类数据降低的问题，一定要定位到下单类数据降低的具体时间节点，然后看看

在该时间节点前后是否有对商品/店铺进行过操作，分析时间节点前后变化的因素来定

位具体问题。 

 

C）建议解决方案 

从店铺整体品类风格、到单品的评价、商品基本信息的表达、商品属性项、商品图片组合及

质量（有无配置 detail 切换）、尺寸规格等都可能影响到顾客的下单，需要从这些细节入手

逐一排查优化。 

 

F.如何改善商品评分？ 

a.及时跟踪商品评分情况，对商品评分高低的原因有准确清晰的认知。 

b.评分的改善如果仅是质量、图实不符的问题相对可控，但如果是性价比及尺码问题就需要

商家从产品选品、开发、定价等供应链的层面优化，需要尽可能迎合中东顾客需求，才有可

能提升。 

c.平台对于评分的考核是每月滚动一次，低于 0.5 分的商家将被进行全店铺降权的处罚，每

天带来店铺流量 20%的下降，同时会限制推广，低于 1 分的店铺和商品将无法参加活动或

报名推广，将极大影响流量和销量，请商家朋友们务必将商品评分重视起来！ 

 

G. 小策略随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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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品方面 

对于一些整体数据好的商品，可考虑开发相近价格、相近款式的类似商品进行测款上新。 

➢ 价格方面 

对一些浏览量多，加购多，心愿单（收藏）数多，但加购下单较少的商品做价格调整，促使

客户下单购买 

➢ 图片方面 

可对浏览量少，加购少的商品优化主图和补充多一些详情图 

➢ 库存方面 

可对一些加购多、下单多的商品进行库存盘点，避免因缺货等导致商品下架 

➢ 评分方面 

在商品属性值不可以为了夸大商品而乱勾选热门的属性值，顾客在收到货物之后会根据前端

属性值进行比较，如果出现不符合的现象，商品很容易收到客户差评，从而拉低店铺评分，

影响您参加平台活动 

2）橱窗位 

A. 功能简介 

“橱窗推荐”是 Fordeal 平台为入驻商家提供的商品推广工具，相比自然展现的商品，使用

橱窗位的商品会在客户端 APP 上的类目页和搜索结果页排名位置更靠前，从而活得更多曝

光机会。 

B. 操作步骤 

1.在商家后台首页右侧点击“橱窗推荐”按钮，进入橱窗位管理页面，进入操作页面后，可

在“推荐中”列表下点击添加商品按钮，将商品放入橱窗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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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成功后，在操作框下可点击查看商品数据表现和取消推荐操作（注：添加成功的商品

在 24 小时内不可取消） 

3.在历史推荐记录列表下，查看商品的历史推荐记录，可根据商品货号、商品名和商品 ID 三

个维度进行筛选，查找对应的商品历史推荐记录，并查看商品历史推荐时间，在操作框下可

查看数据表现，根据商品具体表现操作再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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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说明&小贴士 

➢ 橱窗位一次性只能展示一个商品，在商品被设置为橱窗推荐后，24 小时内不可取消推

荐 

➢ 橱窗推荐主要用于商品推广，从而达到店铺引流的作用，建议根据数据中心的具体商品

数据，推荐最近上新的精选新品或者近期曝光量少但综合转化表现比较好的潜力款商品，

推广的效果会更显著 

➢ 每位商家都有将商品加入橱窗位的机会，加入橱窗位的所有商品相互竞争展示，因此建

议每日根据后台数据中心的具体商品数据跟踪橱窗推荐的效果，并及时更换效果不达预

期的商品 

 

第二条 活动运营指引 

1. Top Picks(原闪购) 活动报名指南 

1)活动概况 

➢ 活动简介： Top Picks 是优化后的原闪购页面第一个活动模块，对比之前，现在整个横

排展示一个单品，商品展示位置更大，并加入了标题、节省 XX 钱等促销信息，刺激顾

客转化。 

➢ 活动时间：常规活动，天天在线，一周一期，第三天会替换掉销量小于 10 件的商品。 

➢ 可提报时间：每周一到周三（其他时间报名入口关闭） 

➢ 审核公布时间：每周五下午 

➢ 上线时间：根据审核通过后的具体活动时间来，会公布到群里 

➢ 活动 3 天销量低于 10 的淘汰及公布时间：每周一下午 

➢ 公布 QQ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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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群：929121587（此群将满） 

活动 2 群：867432248 

➢ 可提报商品数量：每个商家可提报 2 款商品。以下情况可继续报： 

一是之前提报的商品审核通过，且活动时间已结束 

二是取消之前报名的商品，则可重新提报 

2）活动商品提报标准 

①店铺资质要求：店铺商品评价分需在 1 分以上（查看方法：商家管理后台-首页，见下图

标红处） 

如果店铺商品评价分未达标则不能报名，按钮为灰色，如果达标则可以报名，按钮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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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商品要求： 

➢ 爆款和潜力款，近 30 天销量达到 80 件，如果各项数据都很不错会适当降低月销要求； 

➢ 无质检、缺货、坏件、延迟发货等问题，商品综合异常率低于 5%； 

➢ 至少 9 折，有竞争力的价格能提高审核的通过率，且商家折扣越低，平台补贴的也越

多，商品售价就会越低，利于提升销量 

➢ 每个商家一次可提报 3 个商品 



Fordeal 商家手册（2019） 

 50 / 75 

 

➢ 商品库存至少 200 件 

➢ 请拿出店内热销的或者最近起势好有很大潜力的商品提报 

③价格要求：前台售价需在 25SAR 以上，商家供货价参考（即商家后台的价格）： 12 人民

币以上 

*低价商品可去报名 0 元购、9.99、19.99 

3）审核不通过常见原因 

审核不通过常见原因： 

➢ 近 30 天销量不达标，月销过少 

➢ 商品综合数据（商品点击、加购、转化等）不优，未达到爆款或潜力款条件 

➢ 商品综合异常率高于 5% 

➢ 商品店铺评价分不达标 

➢ 折扣不达标，如 9.9 折 

➢ 另商品提报数量众多，一些商家觉得自己的商品感觉还不错但是为什么选不上，因为其

它商品综合表现更优，或者数据表现差不多的情况下，它们折扣更低，我们会择优选择。 

 

4）Top Picks 商品淘汰规则 

商品淘汰规则： 

商品审核通过上线后，如在活动开始前或活动进行中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平台有权立即取

消商品活动资格，终止该商品参与活动： 

➢ 活动 3 天销量低于 10 件，每周一都会替换掉销量不足 10 件的活动商品； 

➢ 商品综合异常率高于 5%； 

➢ 店铺或商品有平台违规行为（大批商品质检不合格、缺货、坏件、延迟发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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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动提报流程 

①在浏览器输入活动报名链接：Top Picks ：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4&tab_name=detail&applyId=78q  

  

②选择活动报名 

进入到该活动详情页，核对要报名的活动，确认无误后点击“立即报名” 

可提报数量：见绿色框内提示 

 

③选择要报名的商品 

可以在搜索框搜索到想报名的商品 ID，也可以直接在列表直接找到后，点击“立即报名” 

 

④填写活动商品折扣 

选择完活动商品后，会弹出填写报名信息的弹窗，填写报名商品的活动折扣后，点击“保存”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4&tab_name=detail&applyId=7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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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如要打 5 折，就填 5，切勿写成 0.5，商品一旦审核通过锁定后是不能修改折扣的 

 

 

⑤查看报名商品信息状态及修改信息 

报名之后，可以在该活动详情页的“已报名列表”查看报名商品的状态。 

PS：当审核状态为“等待审核”或“审核拒绝”时，可以修改报名商品信息，重新填写报名

信息，可以再次提交。如有其它情况如库存不足等也可取消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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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动专区位置示意 

 

 

7）FAQ 

①活动时间多长？ 

答：被选中的商品活动时间为 1 周，每周六 01:00——下周六的 01:00，但是活动第三天

（每周一）会下掉销量不足 10 件的商品，被下掉的和新替换的商品会在活动群内公布 

②活动报名的折扣，活动结束之后会恢复原价吗？ 

答：会的 

③如果我报名的时候填错折扣了，可以修改吗？ 

答：当审核状态为“等待审核”和“审核拒绝”时，可以修改报名信息；其他状态下（如等

待排期、待上线、已锁定）不可修改 

④活动需要填写库存吗？ 

答： Top Picks 暂时不需要填写活动库存，当商品原本的库存售完时，将从活动专区下架 

⑤新品有机会上活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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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只要有销量参考，在各项数据都表现优秀的情况下，是有机会上活动的。另外在其它平

台卖的好，但在我们平台是新品也有机会上 

⑥为什么我报名的商品一直在待审核？ 

答：活动商品提报量巨大，商品需要分批审核，每周四、五都会审核一批，大家可去已报名

列表查看商品状态 

⑦为什么我报名的商品一直在等待排期中？ 

答：当本期活动坑位已满时，部分商品会排到下期甚至更后期；还有一种情况，该商品已经

报名了其他活动已入选，并且活动时间冲突时，将无法成功排期，需要等其他活动结束后，

才可以排期。 

⑧是不是商品显示“已锁定”，就已经入选了？ 

答：是的，显示“已锁定”即是最终入选活动专区，您可在活动排期时间内前往 APP 内活

动专区查看您的商品 

⑨为什么有的商品之前的状态是“等待排期”，但是不久之后又被拒绝了呢？ 

答：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之前审核商品的时候数据表现良好，但由于活动冲突，一直排不上

期，过了段时间，商品数据有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就会被拒绝；二是商品较之前价格有抬高，

不符合价格区间。 

⑩为什么我的商品显示已锁定，但是在活动专区内找不到我的商品？ 

答：请确定活动时间是否正确，或联系活动群内的“一苇”进行咨询 

⑪如果我的商品在活动专区中销量表现好，是否可以继续上？ 

答：可以，卖的好的商品可以继续提报下一场，一直好一直上 

⑫为什么我的“立即报名”按钮为灰色，没办法报上名？ 

答：每个商家最多报 3 个商品，如果已经提报了 3 个则按钮为灰，无法继续报名。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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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报名列表”中查看您报名的商品，当商品状态为“等待审核”和“审核拒绝”时，可

以点击“取消报名”，重新选择更有竞争力的商品报名。 

⑬为什么我的商品各项数据都很好，并且符合报名要求，但是没有通过呢？ 

答：除了前面提到的各项提报商品标准之外，我们还会考量综合异常率，如： 

➢ 商品是否有坏件（坏件是指发到仓库的商品是坏的） 

➢ 仓库对商品质检是否合格 

➢ 是否延期发货或缺货（多次延期发货和缺货率高，将会提高该商品的异常率） 

➢ 商品评分是否为负（指顾客对商品的评价） 

 

2. 9.99SAR&19.99SAR 活动报名指南 

1)活动概况 

➢ 活动简介：9.99SAR 和 19.99SAR 是 mega deals 里的常驻专区，活动商品均以一口

价 9.99SAR 和 19.99SAR 售卖 

➢ 活动时间：一周一期，每周六 10:00 更换商品，每周一更换在活动专区内销量小于等于

1 的商品 

➢ 可提报时间：每周五 18:00——下周四 18:00（其他时间报名入口关闭） 

➢ 审核&公布时间：每周五 

➢ 公布 QQ 群： 

活动 1 群：929121587（此群将满） 

活动 2 群：867432248 

➢ 可提报商品数量：9.99SAR 和 19.99SAR 每个商家各提报 2 款商品，总共可提报 4 款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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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商品提报标准 

①价格（您可在报名时查看您报名商品的前台售价，如下图） 

 

➢ 9.99SAR 专区：提报商品在 APP 内售卖的价格区间为 10SAR-15SAR 

➢ 19.99SAR 专区：提报商品在 APP 内售卖的价格区间为 20SAR-25SAR 

注意：提报商品无需商家将价格控制在 9.99SAR 或 19.99SAR，只需要按照上面的价格区

间提报即可。如：报名 9.99SAR 商品本身的售卖价格是 15SAR，商家打了 8 折之后可能是

12SAR，超出 9.99SAR 的部分，将由平台来补贴。 

②折扣：活动商品需打 9 折及以下，并且为 30 天内最低的折扣 

③销量：请务必拿出符合价格区间内销量最好的商品 

④商品评价分：需在 1 分以上 

（查看方法：商家管理后台-首页，见下图标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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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店铺资质要求：如果店铺商品评价分未达标则不能报名，按钮为灰色(如下图一)，如果达

标则可以报名，按钮为蓝色（如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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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动商品提报参考 

➢ 女装：内衣、塑身衣、内裤、T 恤 

➢ 男装：内裤、T 恤 

➢ 母婴：男女童套装、玩具 

➢ 鞋子：鞋垫、后跟贴、拖鞋 

➢ 包包：卡包、钱包、小背包 

➢ 配饰：手链、项链、戒指、发饰、袜子、眼镜、手表 

➢ 美妆：眼影、口红、指甲油、睫毛膏、皮肤美白、牙齿美白、面膜、精华、眼膜 

➢ 3C：手机壳、耳机盒、游戏手柄、数据线、耳机、电子手表 

➢ 家居：收纳袋、香水分装瓶、料理模具、清洁用品、抱枕 

5）活动提报流程 

①在浏览器输入活动报名链接：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4&tab_name=detail&applyId=770  

②选择活动报名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4&tab_name=detail&applyId=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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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该活动详情页，核对要报名的活动，确认无误后点击“立即报名”，可提报数量：见

绿色框内提示 

 

③选择要报名的商品 

可以在搜索框搜索到想报名的商品 ID，也可以直接在列表直接找到后，点击“立即报名” 

 

④填写活动商品折扣 

选择完活动商品后，会弹出填写报名信息的弹窗，填写报名商品的活动折扣后，并请核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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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台售价是否符合提报的价格区间，请确保您提报的活动折扣低于日常折扣，点击“保存”

即可。如要打 6 折，就填 6，切勿写成 0.6 

 

⑤查看报名商品信息状态及修改信息 

报名之后，可以在该活动详情页的“已报名列表”查看报名商品的状态。 

备注：当审核状态为“等待审核”或“审核拒绝”时，可以修改报名商品信息，重新填写报

名信息，可以再次提交。 



Fordeal 商家手册（2019） 

 61 / 75 

 

 

 

6）活动专区位置示意 

 

 

7）FAQ 

①活动时间多长？ 

答：被选中的商品活动时间都为 1 周，每周六 10:00——下周六的 10:00；但是每周一我们

会替换掉周六-周一在活动专区内销量表现小于等于 1 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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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活动报名的折扣，活动结束之后会恢复原价吗？ 

答：会的；如果周一因为销量低被替换掉，我们会取消活动折扣 

③如果我报名的时候填错折扣了，可以修改吗？ 

答：当审核状态为“等待审核”和“审核拒绝”时，可以修改报名信息；其他状态下（如等

待排期、待上线、已锁定）不可修改 

④活动需要填写库存吗？ 

答：9.99SAR 和 19.99SAR 活动不需要填写活动库存，当商品原本的库存售完时，将从活

动专区下架 

⑤新品有机会上活动吗？ 

答：只要有销量参考，在各项数据都表现优秀的情况下，是有机会上活动的 

⑥为什么我报名的商品一直在等待排期中？ 

答：当本期活动坑位已满时，部分商品会排到下期；还有一种情况，该商品已经报名了其他

活动已入选，并且活动时间冲突时，将无法成功排期，需要等其他活动结束后，才可以排期。 

⑦是不是商品显示“已锁定”，就已经入选了？ 

答：是的，显示“已锁定”即是最终入选活动专区，您可在活动排期时间内前往 APP 内活

动专区查看您的商品 

⑧为什么有的商品之前的状态是“等待排期”，但是不久之后又被拒绝了呢？ 

答：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之前审核商品的时候数据表现良好，但由于活动冲突，一直排不上

期，过了段时间，商品数据有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就会被拒绝；二是商品较之前价格有抬高，

不符合价格区间。 

⑨为什么我的商品显示已锁定，但是在活动专区内找不到我的商品？ 

答：请确定活动时间是否正确，或联系活动群内的“草帽”进行咨询 



Fordeal 商家手册（2019） 

 63 / 75 

 

⑩如果我的商品在活动专区中销量表现好，是否可以继续上？ 

答：每一期活动结束后，我们会对销量靠前的活动商品进行反向邀请，您可以在该活动详情

页的“受邀列表”中，点击“同意邀请”，并重新提交报名折扣，我们将会重新进行活动排

期，具体上线日期请以锁定后的活动时间为准。 

⑪为什么我的“立即报名”按钮为灰色，没办法报上名？ 

答：每个商家总共最多报 6 个商品，您可以在“已报名列表”中查看您报名的商品，当商品

状态为“等待审核”和“审核拒绝”时，可以点击“取消报名”，即可重新选取其他的商品

报名。 

⑫为什么我的商品各项数据都很好，并且符合报名要求，但是没有通过呢？ 

答：除了前面提到的各项提报商品标准之外，我们还会考量综合异常率，如： 

➢ 商品是否有坏件（坏件是指发到仓库的商品是坏的） 

➢ 仓库对商品质检是否合格 

➢ 是否延期发货或缺货（多次延期发货和缺货率高，将会提高该商品的异常率） 

➢ 商品评分是否为负（指顾客对商品的评价） 

3. 0 元购活动报名指南 

1)活动概况 

➢ 活动简介：0 元购是为 Fordeal 平台新顾客提供专属免费商品，同时为符合要求的商家

商品提供流量倾斜的常规活动专区。 

➢ 活动时间：常规活动，销量较好的商品继续保留，每周五更新替换部分周销量低于 30

的商品，综合异常率高于 1%的商品即刻下架。 

➢ 可提报时间：每周三 18:00——周日 18:00（其他时间报名入口关闭） 

➢ 审核&公布时间：每周二 



Fordeal 商家手册（2019） 

 64 / 75 

 

➢ 上线时间：每周五 

➢ 在售商品周销量低于 30 的淘汰及公布时间：每周五 

➢ 公布 QQ 群： 

活动 1 群：929121587（此群将满） 

活动 2 群：867432248 

➢ 可提报商品数量：每个商家仅可提报 1 款商品 

2）活动商品提报标准 

①店铺资质要求：店铺商品评价需在 1 分以上（查看方法：商家管理后台-首页，见下图标

红处） 

如果店铺商品评价分未达标则不能报名，按钮为灰色，如果达标则可以报名，按钮为蓝色 

 

 

②商品要求： 

➢ 爆款，月销量达到 100 件； 

➢ 有现货，体积小，重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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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质检、缺货、坏件、延迟发货等问题，商品异常率低于 1%； 

➢ 有一定的折扣，有竞争力的价格能提高审核的通过率 

➢ 每个商家仅可提报 1 个商品 

➢ 商品库存至少 200 件 

③价格要求：供货价一般在 20 元人民币以下，在 APP 的前台售价不超过 30SAR 

3）活动商品提报参考 

➢ 包包：卡包、钱包、小背包 

➢ 配饰：太阳眼镜、手表、手链、项链、戒指、首饰套装、发饰、袜子套装 

➢ 美妆：眼影、口红、假发、指甲油、睫毛膏、皮肤美白、牙齿美白、面膜、精华、眼膜、

洗牙器 

➢ 3C：手机壳、耳机盒、游戏手柄、数据线、耳机、电子手表、转接头 

➢ 家居：香水分装瓶、灯饰、口罩、防蚊器 

➢ 母婴：男女童套装、玩具 

➢ 鞋子：鞋垫、后跟贴、拖鞋、鞋带 

➢ 女装：吊带内衣、塑身衣、内裤、T 恤 

➢ 男装：内裤、T 恤 

 

4）审核驳回常见原因： 

➢ 商品前台销售价高于 30 SAR 

➢ 商品综合数据（月销量、商品点击率、商品加购率等）不优，未达到爆款或潜力爆款条

件 

➢ 商品体积过大，重量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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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综合异常率高于 1% 

➢ 商品店铺评价分低于 1 分 

➢ 反向招商时，商品库存提报不真实（如 999999999） 

5）商品淘汰规则： 

商品审核通过上线后，如在活动开始前或活动进行中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平台有权立即取

消商品活动资格，终止该商品参与活动： 

➢ 商品综合异常率高于 1%； 

➢ 店铺商品评分低于 1 分； 

➢ 周销量低于 30 的商品； 

➢ 店铺或商品有平台违规行为（无质检、缺货、坏件、延迟发货等）。 

6）0 元购报名总流程 

0 元购招商有两种形式：星级招商和反向招商 

➢ 星级招商为长期招商，所有入驻商家可见，商家可自主提报，招商名称为：【0 元购招

商（仅收集商品）】 

商家操作路径：0 元购报名链接——0 元购招商（仅收集商品）立即报名——填写折扣

信息，点击保存 

➢ 反向招商为 Fordeal 运营挑选商品，反向邀请商家参与活动 

商家操作路径：0 元购报名链接——0 云购招商——受邀列表——同意邀请——设计

折扣和真实库存，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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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活动提报流程 

①在浏览器输入活动报名链接： 

0 元购：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0&tab_name=detail&applyId=79c 

②选择活动报名 

进入到该活动详情页，点击“立即报名” 

 

③选择要报名的商品 

可以在搜索框搜索到想报名的商品 ID，也可以直接在列表直接找到后，点击“立即报名”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0&tab_name=detail&applyId=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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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填写活动商品折扣 

选择完活动商品后，会弹出填写报名信息的弹窗，填写报名商品的活动折扣后，点击“保存”

即可。如要打 5 折，就填 5，切勿写成 0.5 

 

 

⑤查看报名商品信息状态及修改信息 

报名之后，可以在该活动详情页的“已报名列表”查看报名商品的状态。 

PS：当审核状态为“等待审核”或“审核拒绝”时，可以修改报名商品信息，重新填写报名

信息，可以再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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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元购反向招商商家流程 

①在浏览器输入活动报名链接：0 元购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0&tab_name=detail&applyId=79c 

②. 同意邀请 

进入到该活动详情页，找到 0 元购招商，点击“受邀列表”，点击同意邀请 

 

http://marketing.fordeal.cn/detail?activityId=730&tab_name=detail&applyId=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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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填写商品采购价活动折扣及真实库存 

点击同意邀请后，会弹出填写报名信息的弹窗，填写报名商品的活动采购价折扣，及真实库

存，点击“保存”即可。 

采购价活动折扣如要打 5 折，就填 5，切勿写成 0.5 

请先清点真实库存，如填：1000，勿填 9999999999 等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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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活动专区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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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AQ 

①活动时间多长？ 

答：每周五更新部分 0 元购商品，销量较好的商品继续保留，周销量低于 30 的商品周五下

架，异常率高于 1%的商品即刻淘汰。 

②0 元购是指商家要 0 元供货吗？ 

答：0 元指在 Fordeal APP 内售价为 0，并非要求商家 0 元供货，商家可根据自身情况填写

能给到的最低折扣。 

③如果我报名的时候填错折扣了，可以修改吗？ 

答：当审核状态为“等待审核”和“审核拒绝”时，可以修改报名信息；其他状态下（如等

待排期、待上线、已锁定）不可修改 

④活动需要填写库存吗？ 

答：0 元购招商（仅收集作用），商家自主提报时不需填写库存； Fordeal 反向招商时，点

击同意邀请后需填写真实库存，库存至少 200 件，当商品库存售完时，将从活动专区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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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新品有机会上活动吗？ 

答：只要有销量参考，在各项数据都表现优秀的情况下，且满足 0 元购选品标准的，是有机

会上活动的 

⑥是不是商品显示“已锁定”，就已经入选了？ 

答：是的，显示“已锁定”即是最终入选活动专区的商品，您可在活动排期时间内前往 APP

内活动专区查看您的商品 

⑦0 元购新商品 ID 是什么意思，会不会影响原 ID 正常售卖？ 

答：新 ID 是指 Fordeal 为 0 元购活动设置的新商品 ID，不影响原 ID 正常售卖。 

⑧为什么在 0 元购招商（仅收集商品）中，我上线的 0 元购商品也被拒绝了呢？ 

答：此招商仅做收集功能作用，此商品已以新商品 ID 上线到 0 元购专区，此处拒绝请忽略，

不会影响其正常售卖。 

⑨为什么我的商品显示已锁定，但是在活动专区内找不到我的商品？ 

答：有以下情况：一是该商品出现禁售/缺货等情况；二是该商品综合异常率高于 1%，已强

制下架；三是该商品因周销量低于 30 件，已被替换，如非以上情况，请联系活动群内的“明

乔/湘云”进行咨询 

⑩如果我的商品在活动专区中销量表现好，是否可以继续上？ 

答：可以，销量靠前的活动商品我们会继续保留，并于每周五在 QQ 群内公布出来 

⑪如果我的商品在专区表现不好，会被下架吗？ 

答：周销售数据低于 30 的商品会于每周五下架，且会在活动群内公布出来。 

⑫如果我的商品在活动专区中销量表现好，是否可以继续上？ 

答：可以，我们会对销量靠前的活动商品继续保留，并进行反向邀请，您可以在该活动详情

页的“受邀列表”中，点击“同意邀请”，并重新提交报名折扣，我们将会重新进行活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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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具体上线日期请以锁定后的活动时间为准。 

⑬为什么我的商品各项数据都很好，并且符合报名要求，但是没有通过呢？ 

答：除了前面提到的各项提报商品标准之外，我们还会考量综合异常率，如： 

➢ 商品是否有坏件（坏件是指发到仓库的商品是坏的） 

➢ 仓库对商品质检是否合格 

➢ 是否延期发货或缺货（多次延期发货和缺货率高，将会提高该商品的异常率） 

➢ 商品评分是否为负（指顾客对商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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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行业运营指引 

Fordeal 平台会在商家论坛和各类目 QQ 群不定期更新各类目的行业动态和运营指引，更及

时更精准地助力商家运营。 

商家论坛：https://bbs.fordeal.cn/viewforum.php?f=7 

 

各类目 QQ 群号如下： 

女装：867157610 

鞋子：867243370 

美妆：867252473 

配饰：698455546 

男装：795897674 

母婴：813768497 

家居：830898580 

箱包：866951360 

3C 数码：805733688 

https://bbs.fordeal.cn/viewforum.php?f=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