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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日子即将来临
Prime 会员日是 7 月 16 日，这是亚马逊年度最盛大

的销售活动之一。请继续阅读，了解社交媒体如何能

够帮助您扩大知名度、做好商品宣传并最终提升您的 

Prime 会员日销量。

工具包清单

Facebook       3

Instagram       5

Twitter        7

Pinterest       9

社交模板      11

亚马逊工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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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最佳实践
设置企业账户
应把 Facebook 当作您的商业中心。在其中

包含您的品牌故事、活动详情、联系信息及

其他可为买家提供帮助的内容。

与 Instagram 帖子同步
将 Facebook 页面与您的 Instagram 账

户链接后，便可同时在这两个平台上轻松

发帖。

创建您自己的优惠码
帖子中鼓励消费的内容有助于刺激人们

将帖子共享给朋友和家人。转到促销以

生成优惠码。

在高峰时段发帖
以午餐时间和晚间为目标，最大程度提

升参与度。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promotions/manage/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Scpr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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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Facebook 帖子

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在日历上标记 Prime 会员日！我们的夏日特惠活
动将于 [insert deal] 7 月 16 日 [insert link] 拉
开序幕

Prime 会员日当天 

此次 Prime 会员日活动丰富，非常值得期待。
出示优惠码 HEART2018，获取额外的 [insert 
deal] [insert link]

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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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最佳实践
添加您的简介的链接
Instagram 是激发购买欲望的首选网

站。在您的简介中添加您的 Prime 会员

日商品或品牌店铺的链接，以方便查找。

突出呈现您的故事
Instagram 故事是最行之有效的推广方

式。在创作故事时，选择高亮工具将其固

定到您的简介中，并延长期可查看时间。

追踪买家的想法
利用 Facebook 企业账户，您可以追踪 

Instagram 帖子的参与度，并根据买家回复

完善帖子内容。

利用战略性话题标签
利用与您的商品和活动相关的词汇添加多达 

10 个话题标签。示例：#prime 会员日 2018 

#prime 会员日优惠 #您的店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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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Instagram 帖子

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即将到来的）Prime 会员日快乐！热销商品 
先睹为快 [insert day] #prime 会员日 2018 
[insert link]

Prime 会员日当天 

所有商品 [insert deal] 持续热销中。切勿错失
良机 —优惠活动将于午夜结束。#prime 会员日 
2018 #prime 会员日优惠

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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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最佳实践
立即发帖
让买家及时了解活动情况。您可以发帖预告

即将开始的优惠活动、活动提醒和热销期间

的库存动态。

转发 @amazon
从@amazon 转发帖子有助于建立品牌公信

力并发起有关 Prime 会员日的对话。

分享有新闻价值的文章 
分享与 Prime 会员日、行业趋势或您的企

业相关的博客帖子或跟帖有助于向新买家

宣传您的企业。

保持内容简短
将话题标签数限制在一到三个，将字符数控

制在 280 个以内。根据限制规则，URL 不计

入限制。

https://twitter.com/amazon?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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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Twitter 帖子

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Prime 会员日优惠将于 7 月 16 日上线！热销商
品先睹为快 [insert link]

Prime 会员日当天 

Prime Day 隆重开幕！还有 X 小时即可享受 
这些优惠。#prime 会员日 2018 #prime  
会员日优惠

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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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erest 最佳实践
提前钉好，以获取更好的业务成果
保存的图钉越多，在搜索结果中显示的几

率就越大。在活动开始前坚持日常活动。 

分享能够激发购买欲的内容 
无论是家具装饰、风格还是技术，考虑您

的商品如何迎合您的钉客生活规划。通过

夺人眼球的视觉效果突出强调。

通过 Shop the Look 提升销量
利用该工具，买家可直接在“生活方式图

钉”中购买商品。利用少量商品创作栩栩如

生的故事 — 显示实时商品价格和库存情况

更新。

专注于搜索和发现 
好的关键词有助于优化您的帖子，使其更易

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商品描述既要与您的商

品相关，又要是钉客想要搜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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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Pinterest 帖子

活动 #1 前的准备工作

全新潮流风格，物美价廉。Prime 会员日将于  
7 月 16 日开始。

活动 #2 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的重磅优惠完美贴合您的风格。7 月 16 日
开始促销。

樣品



11

Prime 会员日社交媒体包
选取模板，添加高分辨率的商品或生活方式

照片，然后发帖！使用图片编辑软件自定义您

的视觉效果。所有资产均针对社交进行了优

化，预设大小和消息可鼓励买家购物。

下载模板 >

產品 - 側視圖

生活攝影

產品 - 開銷

產品 - 不對稱

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Prime 会员日当天 

https://m.media-amazon.com/images/G/01/AmazonServices/Site/US/Product/FBA/PrimeDaySocialPack-SKC8459FJJF9F4MKDJ._CB1530315189_.zip?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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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工具，助您取得  
Prime 会员日的成功
确保库存最新
确保畅销商品存货充足。快速审核您的商

品信息，以确保您的商品、报价详情和定价

均为最新。

让商品易于购买
这是在亚马逊上开店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在您的商品标题、富有吸引力的商品描述

和高品质的图片中，利用更具吸引力的相

关关键词增加流量。 

增加亚马逊搜索量 
我们的点击付费式广告计划亚马逊商品推广以

买家搜索词为目标，并显示买家看的时间最长

的广告 — 包括搜索结果和商品详情页面。广

告在几分钟内即可创建，每天只需低至 10 美

元的费用即可开始吸引流量。 

升级到标题搜索广告 
注册亚马逊品牌注册，您就符合标题搜索广告

的条件。这些点击付费式广告可推广您的品牌

徽标、三款商品和自定义标题。您还可以创建

免费的 DIY 多页面购物网站。 

http://go.amazonsellerservices.com/primeday2018-advertising-prep?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SP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brandreg
http://go.amazonsellerservices.com/primeday2018-advertising-prep?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hsa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  
7 月 16 日开始促销

Prime 会员日卖家中心 >

Prime 会员日社交媒体包 >

商品推广 >

库存绩效控制面板 >

亚马逊品牌注册 >

https://services.amazon.com/fulfillment-by-amazon/prime-day-2018.htm?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primehub
https://m.media-amazon.com/images/G/01/AmazonServices/Site/US/Product/FBA/PrimeDaySocialPack-SKC8459FJJF9F4MKDJ._CB1530315189_.zip?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pack
http://go.amazonsellerservices.com/primeday2018-advertising-prep?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endSP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inventory-performance/dashboard/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IPI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ref=asus_fba_pd18p3_cn_tk_end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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