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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亚马逊开店	–	轻小商品计划		

亚马逊开店	轻小商品计划

亚马逊物流轻小商品计划是一种亚马逊物流解决方案，适合流转速度快、尺寸小、重量轻并且（含增值税的）价格不超过	9	(UK)	英镑
或者	€10/11	(DE/FR,	IT,	ES)			欧元的轻小商品。在本地配送类似商品时，本计划的配送费用比标准亚马逊物流配送费用更加低廉。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 自	2022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费用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4.3%	的燃油及通货膨
胀附加费。

本地配送费用不超过： 跨境配送 (EFN)，销售地点为3:

英国2,3（英镑
德国/波兰/

捷克 
（欧元

仅限德国1（
欧元 法国3,5 （欧元 意大利3（欧元 西班牙3 （欧元

德国4/法国/
意大利/西

班牙
法国5

小信封：
尺寸	≤	20	X	15	X	1	厘米

≤80 克 0.65	英镑 1.17	欧元 1.43	欧元 1.60	欧元 1.70	欧元 1.34	欧元 4.79	欧元 4.93	欧元

标准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2.5	厘米

≤60 克 0.86	英镑 1.35	欧元 1.61	欧元 1.80	欧元 1.80	欧元 1.61	欧元 4.94	欧元 5.09	欧元

≤210 克 1.00	英镑 1.55	欧元 1.81	欧元 2.33	欧元 2.13	欧元 1.85	欧元 5.28	欧元 5.43	欧元

大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4	厘米

≤225 克 1.69	英镑 2.26	欧元 2.52	欧元 3.61	欧元 2.90	欧元 2.29	欧元 5.84	欧元 6.02	欧元

超大号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6	厘米

≤225 克 1.76	英镑 2.44	欧元 2.70	欧元 3.91	欧元 3.01	欧元 2.40	欧元 6.45	欧元 6.63	欧元

小包裹:
尺寸	≤	35	X	25	X	12	厘米

≤150 克 2.38	英镑 2.83	欧元 3.09	欧元 4.07	欧元 3.74	欧元 3.07	欧元 5.83	欧元 6.01	欧元

小包裹:
尺寸	≤	35	X	25	X	12	厘米

≤400 克 2.51	英镑 3.11	欧元 3.37	欧元 4.55	欧元 4.02	欧元 3.55	欧元 7.05	欧元 7.26	欧元

1	该费用包含对从德国运营中心发出的每件配送商品额外收取的	0.26	欧元的费用，适用于仅在德国存储库存且未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2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3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6	英镑/0.26	欧元/0.27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家，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
支付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4从波兰配送，在德国国内售出的商品需要支付德国国内费用。
5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如需进一步了解此计划、其具体标准、政策和注册方法，请访问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卖家平台中的轻小商品计划相关网页。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1. 配送费用
每件商品的固定费用，基于
•	尺寸
•	商品重量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uk/gp/help/external/G201706140?language=en_GB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de/gp/help/external/2017061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fr/gp/help/external/G2017061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it/gp/help/external/201706140?language=it_IT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es/gp/help/external/G20170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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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亚马逊开店	-	标准尺寸商品和大件商品		
(亚马逊物流境内配送、多国库存、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

亚马逊开店标准尺寸商品和大件商品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
配送目的地：

英国
德国/
荷兰/
波兰

法国 意大
利

西班
牙 瑞典

0.93		
英镑 不适用 2.15	欧

元
	2.09	
欧元

2.09		
欧元

20		
克朗

5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通过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配送大件商品时，
需要在本地配送费率的基础上加收下表所示的
附加费。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1 自	2022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费用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4.3%	的燃油及通货膨胀附加费。

本地配送（亚马逊物流境内配送、多国库存、泛欧计划），配送范围为：

英国2,3 德国/波兰/
捷克 仅限德国8 法国3,7 意大利3 西班牙3 荷兰3 瑞典3 波兰3

小信封：尺寸：	≤	20	X	15	X	1	厘米

≤ 80 克 1.61	英镑 	1.88	欧元 	2.14	欧元 	2.63	欧元 	3.00	欧元 	2.46	欧元 1.67	欧元 	26.05	克朗 	4.48	波兰兹罗提

标准信封： 尺寸：≤	33	X	23	X	2.5	厘米

≤ 60 克 1.71	英镑 	2.07	欧元 	2.33	欧元 	2.73	欧元 	3.13	欧元 	2.76	欧元 1.81	欧元 	26.76	克朗 	4.53	波兰兹罗提
≤ 210 克 1.87	英镑 	2.21	欧元 	2.47	欧元 	3.26	欧元 	3.26	欧元 	3.09	欧元 1.99	欧元 	27.92	克朗 	4.66	波兰兹罗提
≤ 460 克 1.99	英镑 	2.37	欧元 	2.63	欧元 	3.73	欧元	 	3.48	欧元 	3.32	欧元 2.11	欧元 	32.16	克朗 	4.91	波兰兹罗提

大信封：尺寸：		≤	33	X	23	X	4	厘米

≤ 960 克 2.43	英镑 	2.71	欧元 	2.97	欧元 	4.34	欧元 	3.77	欧元 	3.47	欧元 2.55	欧元 	33.43	克朗 	5.64	波兰兹罗提

超大号信封  尺寸：≤	33	X	23	X	6	厘米

≤ 960 克 2.63	英镑 	3.09	欧元 	3.35	欧元 	4.67	欧元 	3.99	欧元 	3.69	欧元 2.80	欧元 	36.63	克朗 	5.70	波兰兹罗提

小包裹: 尺寸:	<	35	x	25	x	12	厘米

≤ 150 克 2.47	英镑 	2.99	欧元 	3.25	欧元 	4.37	欧元 	3.95	欧元 	3.37	欧元 2.61	欧元 	37.51	克朗 	5.35	波兰兹罗提
≤ 400 克 2.63	英镑 	3.32	欧元 	3.58	欧元 	5.18	欧元 	4.40	欧元 	3.93	欧元 2.89	欧元 	39.30	克朗 	5.66	波兰兹罗提
≤ 900 克 2.82	英镑 	3.70	欧元 	3.96	欧元 	5.92	欧元 	4.92	欧元 	4.16	欧元 3.36	欧元 	39.84	克朗 	6.48	波兰兹罗提

≤ 1.40 千克 2.99	英镑 	4.37	欧元 	4.63	欧元 	6.16	欧元 	5.53	欧元 	4.63	欧元 3.95	欧元 	41.03	克朗 	6.75	波兰兹罗提

≤ 1.90 千克 3.28	英镑 	4.76	欧元 	5.02	欧元 	6.24	欧元 	5.78	欧元 	4.70	欧元 4.24	欧元 	42.41	克朗 	6.75	波兰兹罗提

≤ 3.90 千克 5.25	英镑 	5.97	欧元 	6.23	欧元 	9.55	欧元 	7.62	欧元 	6.12	欧元 5.49	欧元 	50.50	克朗 	6.86	波兰兹罗提

标准包裹: 尺寸:		≤	45	X	34	X	26	厘米

≤ 150 克 2.68	英镑 	3.22	欧元 	3.48	欧元 	4.65	欧元 	4.46	欧元 	3.64	欧元 2.81	欧元 	40.45	克朗 	5.41	波兰兹罗提

≤ 400 克 2.89	英镑 	3.63	欧元 	3.89	欧元 	5.50	欧元 	5.03	欧元 	4.28	欧元 3.16	欧元 	42.91	克朗 	5.71	波兰兹罗提

≤ 900 克 3.12	英镑 	4.11	欧元 	4.37	欧元 	6.40	欧元 	5.72	欧元 	4.61	欧元 3.63	欧元 	43.01	克朗 	6.55	波兰兹罗提

≤ 1.40 千克 3.33	英镑 	4.84	欧元 	5.10	欧元 	6.77	欧元 	6.46	欧元 	5.31	欧元 4.33	欧元 	44.96	克朗 	6.81	波兰兹罗提

≤ 1.90 千克 3.64	英镑 	5.32	欧元 	5.58	欧元 	6.97	欧元 	6.71	欧元 	5.40	欧元 4.74	欧元 	47.45	克朗 	6.82	波兰兹罗提

≤ 2.9 千克 5.16	英镑 	5.95	欧元 	6.21	欧元 	9.33	欧元 	7.59	欧元 	6.14	欧元 5.50	欧元 	50.63	克朗 	6.88	波兰兹罗提

≤ 3.9 千克 5.62	英镑 	6.55	欧元 	6.81	欧元 	9.74	欧元 	7.93	欧元 	7.51	欧元 5.52	欧元 	50.78	克朗 	6.93	波兰兹罗提

≤ 5.9 千克 5.78	英镑 	6.89	欧元 	7.16	欧元 	10.22	欧元 	9.05	欧元 	7.76	欧元 5.74	欧元 	54.49	克朗 	7.01	波兰兹罗提

≤ 8.9 千克 6.59	英镑 	7.44	欧元 	7.70	欧元 	11.12	欧元 	10.03	欧元 	7.78	欧元 6.05	欧元 	55.98	克朗 	7.39	波兰兹罗提

≤ 11.90 千克 6.97	英镑 	7.73	欧元 	7.99	欧元 	11.65	欧元 	10.76	欧元 	7.79	欧元 6.45	欧元 	73.28	克朗 	9.12	波兰兹罗提

小号大件商品⁵: 尺寸:	≤	61	x	46	x	46	cm,	最大单位重量	<	1.76	Kg	,	最大体积重量	<	25.82	Kg

≤ 760 克 4.52	英镑 	6.14	欧元 	6.40	欧元 	8.87	欧元 	8.40	欧元 	6.54	欧元 5.81	欧元 	65.79	克朗 	7.00	波兰兹罗提

≤ 1.26 千克 5.24	英镑 	6.16	欧元 	6.42	欧元 	9.24	欧元 	8.84	欧元 	7.17	欧元 5.96	欧元 	67.46	克朗 	7.21	波兰兹罗提

≤ 1.76 千克 5.40	英镑 	6.19	欧元 	6.45	欧元 	9.85	欧元 	8.96	欧元 	7.26	欧元 6.02	欧元 	68.14	克朗 	7.31	波兰兹罗提

> 1.76 千克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1	per	inc.	
Kg	

		0.05	zł	per	
inc.	Kg	

标准大件商品⁵: 尺寸:	≤	120	x	60	x	60	cm,	最大单位重量	<	29.76	Kg,		最大体积重量	<	86.4	Kg

≤ 760 克 5.37	英镑 	6.21	欧元 	6.47	欧元 	8.88	欧元 	8.90	欧元 	6.58	欧元 5.86	欧元 	66.41	克朗 	7.00	波兰兹罗提

≤ 1.76 千克 5.67	英镑 	6.51	欧元 	6.77	欧元 	10.02	欧元 	9.04	欧元 	7.29	欧元 6.12	欧元 	69.32	克朗 	7.31	波兰兹罗提

≤ 2.76 千克 5.80	英镑 	7.30	欧元 	7.56	欧元 	10.52	欧元 	9.05	欧元 	7.99	欧元 7.15	欧元 	80.93	克朗 	8.53	波兰兹罗提

≤ 3.76 千克 5.83	英镑 	7.36	欧元 	7.62	欧元 	10.96	欧元 	9.67	欧元 	8.05	欧元 7.21	欧元 	81.59	克朗 	8.60	波兰兹罗提

≤ 4.76 千克 5.86	英镑 	7.38	欧元 	7.65	欧元 	11.03	欧元 	9.71	欧元 	8.31	欧元 7.24	欧元 	81.59	克朗 	8.60	波兰兹罗提

≤ 9.76 千克 7.01	英镑 	7.76	欧元 	8.02	欧元 	11.89	欧元 	11.01	欧元 	12.16	欧元 7.53	欧元 	85.29	克朗 	9.12	波兰兹罗提

≤ 14.76 千克 7.50	英镑 	8.45	欧元 	8.71	欧元 	12.76	欧元 	12.23	欧元 	13.13	欧元 8.28	欧元 	93.74	克朗 	9.88	波兰兹罗提

≤ 19.76 千克 7.86	英镑 	8.98	欧元 	9.24	欧元 	13.40	欧元 	12.61	欧元 	14.24	欧元 8.38	欧元 	99.68	克朗 10.51	波兰兹罗提

≤ 24.76 千克 8.71	英镑 	10.17	欧元 	10.43	欧元 	13.40	欧元 	13.42	欧元 	14.25	欧元 8.45	欧元 	111.78	克朗 11.90	波兰兹罗提

≤ 29.76 千克 8.72	英镑 	10.18	欧元 	10.44	欧元 	14.93	欧元 	14.09	欧元 	15.82	欧元 8.46	欧元 	111.83	克朗 11.90	波兰兹罗提

> 29.76 千克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1	per	inc.	
Kg	

0.05	zł	per	
inc.	Kg	

大号大件商品⁵: 尺寸:	≤	150	x	60	x	60	cm,	最大单位重量	<	31.5	Kg,		最大体积重量	<	108	Kg

≤ 4.76 千克 9.74	英镑 	8.90	欧元 	9.16	欧元 	16.26	欧元 	9.85	欧元 	10.46	欧元 8.33	欧元 	94.33	克朗 9.34	波兰兹罗提

≤ 9.76 千克 10.65	英镑 	10.25	欧元 	10.51	欧元 	19.81	欧元 	11.21	欧元 	14.03	欧元 9.61	欧元 	108.80	克朗 10.77	波兰兹罗提

≤ 14.76 千克 11.25	英镑 	10.58	欧元 	10.84	欧元 	20.86	欧元 	12.34	欧元 	15.15	欧元 10.28	欧元 	116.40	克朗 11.52	波兰兹罗提

≤ 19.76 千克 11.79	英镑 	11.18	欧元 	11.44	欧元 	21.88	欧元 	12.74	欧元 	16.38	欧元 10.86	欧元 	123.00	克朗 12.18	波兰兹罗提

≤ 24.76 千克 12.83	英镑 	12.37	欧元 	12.63	欧元 	23.92	欧元 	14.28	欧元 	17.75	欧元 12.03	欧元 	136.22	克朗 13.49	波兰兹罗提

≤ 31.50 千克 12.86	英镑 	12.40	欧元 	12.66	欧元 	24.47	欧元 	14.36	欧元 	20.35	欧元 12.05	欧元 	136.50	克朗 13.51	波兰兹罗提

> 31.50 千克 0.01	per	inc.	Kg0.01	per	inc.	Kg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1	per	inc.	
Kg	

0.05	zł	per	
inc.	Kg	

特殊大件商品 - 笨重⁵: 尺寸: longest side >175cm OR girth6 >360cm OR weight >31.5kg

≤ 20 千克 14.29	英镑 	 	19.40	欧元 	21.38	欧元 	16.58	欧元 	16.90	欧元 	

≤ 40 千克 17.11	英镑 	 	25.87	欧元 	29.41	欧元 	18.67	欧元 	22.53	欧元 	

≤ 60 千克 42.14	英镑 	 	59.97	欧元 	52.98	欧元 	27.12	欧元 	38.17	欧元 	

>60 千克
0.37	per	inc.	

Kg 	 0.37	per	inc.	
Kg

0.41	per	
inc.	Kg

0.57	per	inc.	
Kg

0.49	per	
inc.	Kg 	

1 对于内置锂电池或与锂电池一同出售的商品，以及其他类型的危险商品（也称为危险品），每件商品额外收费	0.10	英镑/0.10	欧元/1.00	克朗/0.40	波兰兹罗提的额外费用，以覆盖因处理这些商品而产生的附加费用。	
2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3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家，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
支付	0.26	英镑/0.26	欧元/0.27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2.50	kr/1.15	z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4从波兰配送，在德国国内售出的商品需要支付德国国内费用。	
6	周长	=	长度（最长边）+	2	倍宽度	+	2	倍高度。	
7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1.配送费用
基于商品尺寸和重量（单位重
量或体积重量）为每件商品支
付固定费用。标准尺寸和特殊
大件商品将按商品的实际单位

重量计费，而小号大件、标准大件和大号大件商
品将按单位重量或体积重量中的较大者计费。以
千克为单位的体积重量计算方法为（长	x	宽	x	高
立方厘米）除以	5000。

燃油和通货膨胀附加费是如何计算的？ 
如果您在法国销售商品，并且您的	ASIN	的尺寸
和重量等级为大信封	960	克，那么您截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的总费用将按以下方式计算：	
配送费用：4.16	欧元	
附加费：4.16	欧元	x	4.3%	=	0.18	欧元	
总费用：4.34	欧元"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自	2022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费用包括英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4.3%	的燃油及通货膨胀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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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5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通过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配送大件商品时，
需要在本地配送费率的基础上加收下表所示的
附加费。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1 自	2022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费用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4.3%	的燃油及通货膨胀附加费。

跨境配送 (EFN)，销售地点为3： 欧洲配送网络促销费用（发往/来自英国)3

(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DE⁴/IT/ES/N FR⁷ SE PL UK to DE/IT/ES UK to FR DE/FR/IT/ES 
to UK

小信封：尺寸：	≤	20	X	15	X	1	厘米

≤ 80 克 4.79	欧元 4.93 欧元  46.16 kr  20.05 zł 3.83	欧元 3.94	欧元 3.49	英镑

标准信封： 尺寸：≤	33	X	23	X	2.5	厘米

≤ 60 克 4.94	欧元 5.09 欧元  48.62 kr  20.91 zł 3.95	欧元 4.07	欧元 3.61	英镑
≤ 210 克 5.28	欧元 5.43 欧元  51.87 kr  22.38 zł 4.22	欧元 4.35	欧元 3.86	英镑
≤ 460 克 5.31	欧元 5.48 欧元  52.18 kr  22.72 zł 4.26	欧元 4.38	欧元 3.88	英镑

大信封：尺寸：		≤	33	X	23	X	4	厘米

≤ 960 克 5.84	欧元 6.02 欧元  56.26 kr  24.33 zł 4.67	欧元 4.81	欧元 4.25	英镑

超大号信封  尺寸：≤	33	X	23	X	6	厘米

≤ 960 克 6.45	欧元 6.63 欧元  62.10 kr  29.68 zł 5.15	欧元 5.31	欧元 4.84	英镑

小包裹: 尺寸:	<	35	x	25	x	12	厘米

≤ 150 克 5.83	欧元 6.01 欧元  56.17 kr  26.99 zł 4.66	欧元 4.80	欧元 4.27	英镑
≤ 400 克 7.05	欧元 7.26 欧元  67.95 kr  32.33 zł 5.64	欧元 5.81	欧元 5.14	英镑
≤ 900 克 8.45	欧元 8.70 欧元  81.39 kr  38.43 zł 6.76	欧元 6.96	欧元 6.16	英镑

≤ 1.40 千克 9.28	欧元 9.56 欧元  89.49 kr  42.11 zł 7.43	欧元 7.66	欧元 6.78	英镑
≤ 1.90 千克 10.58	欧元 10.89 欧元  101.90 kr  47.74 zł 8.46	欧元 8.71	欧元 7.72	英镑
≤ 3.90 千克 13.42	欧元 13.82 欧元  129.32 kr  60.18 zł 10.73	欧元 11.06	欧元 9.79	英镑

标准包裹: 尺寸:		≤	45	X	34	X	26	厘米

≤ 150 克 6.21	欧元 6.39 欧元  59.80 kr  27.14 zł 4.96	欧元 5.11	欧元	 4.53	英镑
≤ 400 克 7.73	欧元 7.96 欧元  74.45 kr  33.08 zł 6.18	欧元 6.36	欧元 5.63	英镑
≤ 900 克 9.19	欧元 9.47 欧元  88.56 kr  38.98 zł 7.35	欧元 7.57	欧元 6.71	英镑

≤ 1.40 千克 10.43	欧元 10.74 欧元  100.50 kr  42.80 zł 8.34	欧元 8.59	欧元 7.61	英镑
≤ 1.90 千克 11.97	欧元 12.33 欧元  115.35 kr  49.14 zł 9.57	欧元 9.87	欧元 8.73	英镑
≤ 2.9 千克 13.42	欧元 13.82 欧元  129.32 kr  54.68 zł 10.73	欧元 11.06	欧元 9.79	英镑
≤ 3.9 千克 15.80	欧元 16.28 欧元  152.29 kr  64.60 zł 12.64	欧元 13.03	欧元 11.54	英镑
≤ 5.9 千克 16.67	欧元 17.17 欧元  160.60 kr  67.88 zł 13.33	欧元 13.74	欧元 12.16	英镑
≤ 8.9 千克 18.06	欧元 18.61 欧元  174.03 kr  73.47 zł 14.45	欧元 14.88	欧元 13.17	英镑

≤ 11.90 千克 21.24	欧元 21.87 欧元  204.58 kr  88.03 zł 16.98	欧元 17.49	欧元 15.41	英镑

小号大件商品⁵: 尺寸:	≤	61	x	46	x	46	cm,	最大单位重量	<	1.76	Kg	,	最大体积重量	<	25.82	Kg

≤ 760 克 13.38	欧元 13.78 欧元  133.93 kr  60.51 zł 10.70	欧元 11.02	欧元 9.72	英镑
≤ 1.26 千克 13.83	欧元 14.25 欧元  139.26 kr  62.97 zł 11.07	欧元 11.40	欧元 10.05	英镑
≤ 1.76 千克 13.93	欧元 14.35 欧元  140.31 kr  63.45 zł 11.15	欧元 11.48	欧元 10.13	英镑

> 1.76 千克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1 kr per inc. Kg   0.05 zł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标准大件商品⁵: 尺寸:	≤	120	x	60	x	60	cm,	最大单位重量	<	29.76	Kg,		最大体积重量	<	86.4	Kg

≤ 760 克 16.75	欧元 17.25 欧元  161.44 kr  73.26 zł 13.40	欧元 13.81	欧元 12.16	英镑
≤ 1.76 千克 17.24	欧元 17.76 欧元  166.15 kr  75.40 zł 13.80	欧元 14.21	欧元 12.52	英镑
≤ 2.76 千克 18.40	欧元 18.95 欧元  177.26 kr  80.44 zł 14.72	欧元 15.15	欧元 13.37	英镑
≤ 3.76 千克 18.50	欧元 19.06 欧元  178.26 kr  80.89 zł 14.80	欧元 15.25	欧元 13.44	英镑
≤ 4.76 千克 18.64	欧元 19.20 欧元  179.62 kr  81.51 zł 14.91	欧元 15.36	欧元 13.55	英镑
≤ 9.76 千克 21.28	欧元 21.92 欧元  205.06 kr  93.05 zł 17.02	欧元 17.53	欧元 15.45	英镑

≤ 14.76 千克 22.36	欧元 23.04 欧元  215.52 kr  97.80 zł 17.90	欧元 18.43	欧元 16.25	英镑
≤ 19.76 千克 24.34	欧元 25.07 欧元  234.53 kr  106.43 zł 19.47	欧元 20.06	欧元 17.68	英镑
≤ 24.76 千克 26.10	欧元 26.88 欧元  251.42 kr  114.09 zł 20.87	欧元 21.50	欧元 18.95	英镑
≤ 29.76 千克 26.48	欧元 27.27 欧元  255.15 kr  115.78 zł 21.18	欧元 21.82	欧元 19.23	英镑

> 29.76 千克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1 kr per inc. Kg   0.05 zł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大号大件商品⁵: 尺寸:	≤	150	x	60	x	60	cm,	最大单位重量	<	31.5	Kg,		最大体积重量	<	108	Kg

≤ 4.76 千克 24.94	欧元 25.68 欧元  244.27 kr  110.03 zł 19.95	欧元 20.55	欧元 18.12	英镑
≤ 9.76 千克 29.86	欧元 30.76 欧元  291.76 kr  131.58 zł 23.90	欧元 24.60	欧元 21.69	英镑

≤ 14.76 千克 31.74	欧元 32.69 欧元  309.81 kr  139.77 zł 25.39	欧元 26.15	欧元 23.06	英镑
≤ 19.76 千克 35.00	欧元 36.06 欧元  341.27 kr  154.05 zł 28.00	欧元 28.84	欧元 25.43	英镑
≤ 24.76 千克 37.98	欧元 39.12 欧元  369.97 kr  167.07 zł 30.38	欧元 31.30	欧元 27.59	英镑

≤ 31.50 千克 37.98	欧元 39.12 欧元  369.97 kr  167.07 zł 30.38	欧元 31.30	欧元 	27.59	英镑

> 31.50 千克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1 kr per inc. Kg   0.05 zł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0.01	per	inc.	Kg

1 对于内置锂电池或与锂电池一同出售的商品，以及其他类型的危险商品（也称为危险品），每件商品额外收费	0.10	英镑/0.10	欧元/1.00	克朗/0.40	波兰兹罗提的额外费用，以覆盖因处理这些商品而产生的附加费用。	
2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3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家，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
支付	0.26	英镑/0.26	欧元/0.27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2.50	kr/1.15	z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4从波兰配送，在德国国内售出的商品需要支付德国国内费用。	
6	周长	=	长度（最长边）+	2	倍宽度	+	2	倍高度。	
7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1.配送费用
基于商品尺寸和重量（单位重
量或体积重量）为每件商品支
付固定费用。标准尺寸和特殊
大件商品将按商品的实际单位
重量计费，而小号大件、标准
大件和大号大件商品将按单位
重量或体积重量中的较大者计
费。以千克为单位的体积重量
计算方法为（长	x	宽	x	高立方
厘米）除以	5000。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亚马逊开店	-	标准尺寸商品和大件商品		
(欧洲配送网络	(EFN))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
配送目的地：

英国
德国/
荷兰/
波兰

法国 意大
利

西班
牙 瑞典

0.93		
英镑 不适用 2.15	欧

元
	2.09	
欧元

2.09		
欧元

20		
克朗

自	2022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费用包括英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4.3%	的燃油及通货膨胀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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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可选服务：	其他
单件费用（欧元/ 欧元3 /英镑）1

轻小商品 信封4 包裹 大件商品

贴标服务 ² 	0.09	欧元/	0.09	欧元/0.00	英镑	 0.15	欧元/	0.15	欧元	/0.15	英镑 0.25	欧元/	0.26	欧元	/0.25	英镑 0.35	欧元/	0.36	欧元	/0.35	英镑

装袋 	0.35	欧元/	0.36	欧元	/0.35	英镑	 0.35	欧元/	0.36	欧元	/0.35	英镑 0.50	欧元/	0.52	欧元	/0.50	英镑 0.80	欧元/	0.82	欧元	/0.80	英镑

气泡膜包装 	0.45	欧元/	0.46	欧元	/0.45	英镑	 0.45	欧元/	0.46	欧元	0.45	英镑 0.75	欧元/	0.77	欧元	/0.75	英镑 1.20	欧元/	1.24	欧元	/1.20	英镑

封装 	0.25	欧元/	0.26	欧元	/0.25	英镑	 0.25	欧元/	0.26	欧元	/0.25	英镑 0.45	欧元/	0.46	欧元	/0.45	英镑 0.65	欧元/	0.67	欧元	/0.65	英镑

不透明袋包装 	0.35	欧元/	0.36/	欧元	/0.35	英镑	 0.35	欧元/	0.36	欧元	/0.35	英镑 0.40	欧元/	0.41	欧元	/0.40	英镑 0.50	欧元/	0.52	欧元	/0.50	英镑

1	费用将按照您所用商城的币种收取。如果您在英国销售商品，将需要以英镑付费；如果您在其他欧盟商城销售商品，则需要以欧元付费。	
²除非另行声明，否则针对在德国和英国按照轻小商品计划出售的商品，贴标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即收费为	0.00	欧元/0.00	英镑。
3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4	最大高度	5	厘米。

3.1	可选服务：库存移除
标准尺寸 大件商品

重量 单位成本（欧元/英镑/克朗）1 重量 单位成本（欧元/英镑/克朗）1

本地退货

0-200	克 0.29	欧元/0.29	英镑/2.91	克朗 0-500	克 0.97	欧元/0.97	英镑/9.75	克朗

201-500	克 0.39	欧元/0.39	英镑/3.02	克朗 501-1000	克 1.94	欧元/1.94	英镑/19.50	克朗

501-1000	克 0.78	欧元/0.78	英镑/7.84	克朗 1001-2000	克 2.36	欧元/2.36	英镑/23.72	克朗

1001	克以上
0.97	欧元/0.7	英镑/9.75	克朗	

	+	0.57	欧元/0.57	英镑/5.73	克朗	
（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2001-5000	克 3.32	欧元/3.32	英镑/34.95	克朗

5001	克以上
3.90	欧元/3.90	英镑/40.95	克朗	
+	0.57	欧元/0.57	英镑/5.73	克朗	

（额外每千克	的费用2）

跨境退货3,4

重量 单位成本（欧元/英镑/克朗）1 重量 单位成本（欧元/英镑/克朗）1

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1 区域 2

0-200	克 0.65	欧元/0.65	英镑/6.83	克朗	 0.80	欧元/0.80	英镑/8.40	克朗	 0-500	克 2.75	欧元/2.75	英镑/28.88	克朗 3.50	欧元/3.50	英镑/36.75	克朗

201-500	克 1.00	欧元/1.00	英镑/10.50	克朗 1.75	欧元/1.75	英镑/18.38	克朗	 501-1000	克 3.75	欧元/3.75	英镑/39.38	克朗	 5.50	欧元/5.50	英镑/57.75	克朗

501-1000	克 2.00	欧元/2.00	英镑/21.00	克朗	 3.00	欧元/3.00	英镑/31.50	克朗 1001-2000	克 5.00	欧元/5.00	英镑/	
52.50	克朗 8.00	欧元/8.00	英镑/84.00	克朗

1001	克以上
2.50	欧元/2.50	英镑/26.25	克朗	
	+	1.50	欧元/1.50	英镑/15.75	克朗

（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3.50	欧元/3.50	英镑/36.75	克朗	
+	5.00	欧元/5.00	英镑/	

52.50	克朗	
（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2001-5000	克 8.00	欧元/8.00	英镑/	
84.00	克朗 10.00	欧元/英镑	10.00/105.00	克朗

5001	克以上

8.50	欧元/8.50	英镑/	
89.25	克朗	

+	1.00	欧元/1.00	英镑/10.50	克
朗（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10.50	欧元/10.50	英镑/110.25	克朗	
	+	0.25	欧元/0.25	英镑/2.63	克朗

（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弃置

重量 单位成本（欧元/英镑/克朗）1 重量 单位成本（欧元/英镑/克朗）1

0-200	克 0.32	欧元/0.32	英镑/3.22	克朗 0-500	克 1.05	欧元/1.05	英镑/10.55	克朗

201-500	克 0.50	欧元/0.50	英镑/5.03	克朗 501-1000	克 2.16	欧元/2.16	英镑/21.71	克朗

501-1000	克 0.90	欧元/0.90	英镑/9.05	克朗 1001-2000	克 3.19	欧元/3.19	英镑/32.06	克朗

1001	克以上
1.04	欧元/1.04	英镑/10.45	克朗	
	+	0.65	欧元/0.65	英镑/6.53	克朗	

（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2001-5000	克 5.44	欧元/5.44	英镑/54.67	克朗

5001	克以上
6.47	欧元/6.47	英镑/65.02	克朗	
+	0.65	欧元/0.65	英镑/6.53	克朗	

（额外每千克的费用2）

1	费用将按照您所用商城的币种收取。如果您在英国销售商品，则需要以英镑付费；如果您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或波兰销售商品，则需要以欧元付费；如果您在瑞典销
售商品，则需要以克朗付费。
2	所有重量都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	1000	克。
3	区域	1	和区域	2	定义如下。	中欧计划	(CEP)	内的退货将被视为本地退货，并按本地退货收费。有关	CEP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4	目前禁止从英国跨境退货。

区域	1 区域	2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
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	
立陶宛、马耳他、瑞典、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每月仓储费用和可选服务费用

仓储费用	

可选服务费	

2.月仓储费用
标准尺寸 大件商品

服装、鞋履和箱包 危险商品 - 危险品 所有其他类别 危险商品 - 危险品 所有其他类别

1 月 - 9 月 10 月 - 12 月 1 月 - 9 月 10 月 - 12 月 1 月 - 9 月 10 月 - 12 月 1 月 - 9 月 10 月 - 12 月 1 月 - 9 月 10 月 - 12 月

英国1 （费率按照立方英尺/
月计算）	 0.43	英镑 0.60	英镑 0.75	英镑 1.05	英镑 0.71	英镑 1.00	英镑 0.65	英镑 0.90	英镑 0.46	英镑 0.64	英镑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
波兰（费率按照立方米/月
计算）	

16.69	欧元 23.11	欧元 30.00	欧元 41.00	欧元 27.82	欧元 38.52	欧元 25.00	欧元 35.00	欧元 18.00	欧元 25.00	欧元

法国2 （费率按照立方英尺/
月计算） 17.19	欧元 23.81	欧元 30.90	欧元 42.23	欧元 28.65	欧元 39.68	欧元 25.75	欧元 36.05	欧元 18.54	欧元 25.75	欧元

瑞典（费率按照立方米/月
计算）	 175.50	克朗 242.90	克朗 315.00	克朗 431.00	克朗 292.10	克朗 404.50	克朗 263.00	

克朗 368.00	克朗 189.00	克朗 263.00	克朗

长期仓储费	(LTSF)	是对常规库存仓储费的补充，仅适用于存放超过	331	天或	365	天的库存。对于存放	331-365	天之间的库存，除服装、鞋靴和箱包、珠宝首饰和钟表外，所有分类的
月服务费为每立方英尺	0.9	英镑、每立方米	37	欧元、每立方米	38.10	欧元（仅限法国）、每立方米	371	克朗。	对于存放超过	365	天的库存，将按您的	LTSF	收取以下项中较大者的费
用：(1)	所有分类每月	LTSF	为每立方英尺	4.30	英镑、每立方米	170	欧元、每立方米	175.10	欧元（仅限法国）、每立方米	1785	克朗，或	(2)	媒介类商品最低	LTSF	为每件商品	0.10	英
镑、0.10	欧元、1	克朗。
1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2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每月仓储费用和可选服务费用

月仓储费用 
按月仓储量收取按月计算的费
用（每月收费一次），具体取
决于运营中心所在位置。	

长期仓储费用 
适用于以下库存：存放超过	
331	天（不包括服装、鞋靴和
箱包、珠宝首饰和钟表）存放
超过	365	天（所有分类）。

包括本地退货、跨境退货	
（见区域	1	和区域	2	的定义）
、弃置、贴标、装袋、气泡膜
包装、封装和不透明袋包装。
服务按件计费。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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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	
-	标准配送、本地货件（亚马逊物流境内配送、多国库存、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

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标准配送、本地货件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
本地货件 1（亚马逊物流境内配送、多国库存、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计划），配送地点为：

英国2 德国/波兰/捷克 仅德国 法国2,3 意大利2 西班牙2

小信封： 
尺寸：≤	20	X	15	X	1	厘米

≤ 80 克 3.15	英镑  3.45 欧元 3.95 欧元  4.86 欧元  4.00 欧元  4.60 欧元

标准信封： 
尺寸：≤	33	X	23	X	2.5	厘米

≤ 60 克 3.25	英镑  3.60 欧元  4.10 欧元  5.03 欧元  4.05 欧元  4.77 欧元

≤ 210 克 3.30	英镑  3.70 欧元  4.20 欧元  5.14 欧元  4.10 欧元  4.89 欧元

≤ 460 克 3.35	英镑  3.80 欧元  4.30 欧元  5.26 欧元  4.15 欧元  5.00 欧元

大信封：	
尺寸：≤	33	X	23	X	5	厘米

≤ 960 克 3.39	英镑  4.05 欧元  4.55 欧元  6.29 欧元  4.25 欧元  5.29 欧元

标准包裹： 
尺寸：≤	45	X	34	X	26	厘米

≤ 150 克 3.30	英镑  4.10 欧元  4.60 欧元  6.40 欧元  4.30 欧元  5.35 欧元

≤ 400 克 3.45	英镑  4.20 欧元  4.70 欧元  6.63 欧元  5.00 欧元  5.46 欧元

≤ 900 克 3.50	英镑  4.30 欧元  4.80 欧元  6.86 欧元  5.05 欧元  5.58 欧元

≤ 1.4 千克 3.65	英镑  4.45 欧元  4.95 欧元  7.03 欧元  5.10 欧元  5.75 欧元

≤ 1.9 千克 3.80	英镑  4.75 欧元  5.25 欧元  7.37 欧元  5.20 欧元  6.10 欧元

≤ 2.9 千克 4.74	英镑  5.14 欧元  5.64 欧元  8.35 欧元  6.00 欧元  6.21 欧元

≤ 3.9 千克 4.79 英镑  5.64 欧元  6.14 欧元  8.40 欧元  8.00 欧元  6.27 欧元

≤ 4.9 千克 4.85 英镑  5.69 欧元  6.19 欧元  8.46 欧元  8.25 欧元  6.33 欧元

≤ 5.9 千克 4.90 英镑  5.75 欧元  6.25 欧元  9.49 欧元  9.20 欧元  6.38 欧元

≤ 6.9 千克 4.95 英镑  5.80 欧元  6.30 欧元  9.49 欧元  9.20 欧元  6.44 欧元

≤ 7.9 千克 6.02 英镑  7.02 欧元  7.52 欧元  9.72 欧元  9.40 欧元  7.65 欧元

≤ 8.9 千克 6.07 英镑  7.07 欧元  7.57 欧元  9.72 欧元  9.40 欧元  7.71 欧元

≤ 9.9 千克 6.12 英镑  7.13 欧元  7.63 欧元  9.72 欧元  9.55 欧元  7.76 欧元

≤ 10.9 千克 6.17 英镑  7.19 欧元  7.69 欧元  9.78 欧元  9.55 欧元  7.82 欧元

≤ 11.9 千克 6.38 英镑  7.42 欧元  7.92 欧元  9.78 欧元  9.60 欧元  8.05 欧元

小号大件商品3： 
尺寸：≤	61	X	46	X	46	厘米

≤ 760 克 5.10 英镑  7.36 欧元  7.86 欧元  8.80 欧元  9.50 欧元  10.87 欧元

≤ 1.01 千克 5.20 英镑  7.48 欧元  7.98 欧元  8.92 欧元  9.70 欧元  11.10 欧元

≤ 1.26 千克 5.20 英镑  7.53 欧元  8.03 欧元  9.03 欧元  10.00 欧元  11.44 欧元

≤ 1.51 千克 5.20 英镑  7.59 欧元  8.09 欧元  9.09 欧元  10.05 欧元  11.50 欧元

≤ 1.76 千克 5.70 英镑  7.71 欧元  8.21 欧元  9.66 欧元  10.10 欧元  11.56 欧元

标准大件商品3： 
尺寸：≤	120	X	60	X	60	厘米

≤ 760 克 6.07 英镑  7.82 欧元 8.32 欧元  9.78 欧元  10.00 欧元  11.44 欧元

≤ 1.76 千克 6.38 英镑  8.17 欧元 8.67 欧元  10.12 欧元  10.15 欧元  11.62 欧元

≤ 2.76 千克 6.48 英镑  8.28 欧元 8.78 欧元  10.63 欧元  10.15 欧元  11.62 欧元

≤ 3.76 千克 6.53 英镑  8.34 欧元 8.84 欧元  11.20 欧元  10.75 欧元  12.31 欧元

≤ 4.76 千克 6.58 英镑  8.40 欧元 8.90 欧元  11.26 欧元  10.75 欧元  12.31 欧元

≤ 5.76 千克 7.40 英镑  9.32 欧元 9.82 欧元  12.18 欧元  11.75 欧元  13.46 欧元

≤ 6.76 千克 7.45 英镑  9.37 欧元 9.87 欧元  12.23 欧元  11.75 欧元  13.46 欧元

≤ 7.76 千克 7.50 英镑  9.43 欧元 9.93 欧元  12.29 欧元  11.90 欧元  13.63 欧元

≤ 8.76 千克 7.55 英镑  10.01 欧元 10.51 欧元  12.86 欧元  11.95 欧元  13.69 欧元

≤ 9.76 千克 7.60 英镑  10.06 欧元 10.56 欧元  12.92 欧元  12.00 欧元  13.74 欧元

≤ 14.76 千克 8.11 英镑  10.12 欧元 10.62 欧元  13.21 欧元  13.10 欧元  15.01 欧元

≤ 19.76 千克 8.42 英镑  10.52 欧元 11.02 欧元  13.61 欧元  13.45 欧元  15.41 欧元

≤ 24.76 千克 9.23 英镑  11.67 欧元 12.17 欧元  14.75 欧元  14.20 欧元  16.27 欧元

≤ 29.76 千克 9.28 英镑  11.73 欧元 12.23 欧元  14.81 欧元  14.80 欧元  16.96 欧元

大号大件商品3： 
尺寸：>	120	X	60	X	60	厘米

≤ 4.76 千克 9.38 英镑  9.49 欧元  9.99 欧元  16.01 欧元  12.75 欧元  14.61 欧元

≤ 9.76 千克 11.42 英镑  10.64 欧元  11.14 欧元  20.58 欧元  14.30 欧元  16.39 欧元

≤ 14.76 千克 11.93 英镑  11.21 欧元  11.71 欧元  21.15 欧元  15.60 欧元  17.88 欧元

≤ 19.76 千克 12.44 英镑  11.73 欧元  12.23 欧元  21.67 欧元  16.05 欧元  18.40 欧元

≤ 24.76 千克 13.67 英镑  12.88 欧元  13.38 欧元  23.63 欧元  17.80 欧元  20.41 欧元

≤ 31.50 千克 13.77 英镑  12.94 欧元  13.44 欧元  24.01 欧元  17.90 欧元  20.53 欧元

1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2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
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家，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支付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2.50	kr/1.15	z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3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我们将按照您提交订单的亚马逊卖家平台账户所
用货币（英镑或欧元）向您收取费用。表格中显
示了两种货币的费用。

1.配送费用
每件商品的固定费用，基于
•	尺寸
•	商品重量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配送目的地：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典

0.89	英镑 不适用 2.06	欧元 	2.00	欧元 2.00	欧元 20	克朗

3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通过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配送大件商品时，
需要在本地配送费率的基础上加收下表所示的
附加费。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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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	
-	加急配送、本地货件（亚马逊物流境内配送、多国库存、泛欧计划）

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加急配送、本地货件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
本地货件 1,2（亚马逊物流境内配送、多国库存、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配送地点为：

英国 德国/波兰/捷克 仅德国 法国3 意大利 西班牙

小信封： 
尺寸：≤	20	X	15	X	1	厘米

≤ 80 克 3.35 英镑 5.95 欧元 6.45 欧元 6.00 欧元 5.00 欧元 5.75 欧元

标准信封： 
尺寸：≤	33	X	23	X	2.5	厘米

≤ 60 克 3.50 英镑 6.10 欧元 6.60 欧元 6.17 欧元 5.05 欧元 5.92 欧元

≤ 210 克 3.55 英镑 6.20 欧元 6.70 欧元 6.29 欧元 5.10 欧元 6.04 欧元

≤ 460 克 3.60 英镑 6.30 欧元 6.80 欧元 6.40 欧元 5.15 欧元 6.15 欧元

大信封：	
尺寸：≤	33	X	23	X	5	厘米

≤ 960 克 4.10 英镑 6.55 欧元 7.05 欧元 7.43 欧元 5.25 欧元 6.44 欧元

标准包裹： 
尺寸：≤	45	X	34	X	26	厘米

≤ 150 克 4.15 英镑 6.60 欧元 7.10 欧元 7.55 欧元 5.30 欧元 6.50 欧元

≤ 400 克 4.25 英镑 6.70 欧元 7.20 欧元 7.77 欧元 6.00 欧元 6.61 欧元

≤ 900 克 4.30 英镑 7.00 欧元 7.50 欧元 8.00 欧元 6.05 欧元 6.73 欧元

≤ 1.4 千克 4.65 英镑 7.45 欧元 7.95 欧元 8.17 欧元 6.10 欧元 6.90 欧元

≤ 1.9 千克 4.90 英镑 7.65 欧元 8.15 欧元 8.52 欧元 6.20 欧元 7.25 欧元

≤ 2.9 千克 6.10 英镑 7.75 欧元 8.25 欧元 9.78 欧元 7.00 欧元 7.36 欧元

≤ 3.9 千克 6.50 英镑 7.80 欧元 8.30 欧元 9.83 欧元 9.00 欧元 7.42 欧元

≤ 4.9 千克 6.70 英镑 7.95 欧元 8.45 欧元 9.95 欧元 9.70 欧元 7.99 欧元

≤ 5.9 千克 6.89 英镑 8.00 欧元 8.50 欧元 10.98 欧元 10.65 欧元 8.05 欧元

≤ 6.9 千克 6.94 英镑 8.05 欧元 8.55 欧元 10.98 欧元 10.65 欧元 8.11 欧元

≤ 7.9 千克 7.60 英镑 9.10 欧元 9.60 欧元 11.32 欧元 10.90 欧元 9.37 欧元

≤ 8.9 千克 7.65 英镑 9.15 欧元 9.65 欧元 11.38 欧元 10.90 欧元 9.43 欧元

≤ 9.9 千克 7.70 英镑 9.20 欧元 9.70 欧元 11.43 欧元 11.05 欧元 9.49 欧元

≤ 10.9 千克 7.75 英镑 9.25 欧元 9.75 欧元 11.49 欧元 11.05 欧元 9.55 欧元

≤ 11.9 千克 7.80 英镑 9.45 欧元 9.95 欧元 11.72 欧元 11.10 欧元 9.78 欧元

小号大件商品3： 
尺寸：≤	61	X	46	X	46	厘米

≤ 760 克 6.10 英镑 11.40 欧元 11.90 欧元 11.09 欧元 11.50 欧元 13.17 欧元

≤ 1.01 千克 6.20 英镑 11.50 欧元 12.00 欧元 11.20 欧元 11.70 欧元 13.40 欧元

≤ 1.26 千克 6.20 英镑 11.55 欧元 12.05 欧元 11.32 欧元 12.00 欧元 13.74 欧元

≤ 1.51 千克 6.20 英镑 11.60 欧元 12.10 欧元 11.38 欧元 12.05 欧元 13.80 欧元

≤ 1.76 千克 6.60 英镑 11.70 欧元 12.20 欧元 11.95 欧元 12.10 欧元 13.86 欧元

标准大件商品3： 
尺寸：≤	120	X	60	X	60	厘米

≤ 760 克 8.00 英镑 11.80 欧元 12.30 欧元 12.06 欧元 12.00 欧元 13.74 欧元

≤ 1.76 千克 8.25 英镑 12.10 欧元 12.60 欧元 12.40 欧元 12.15 欧元 13.92 欧元

≤ 2.76 千克 8.35 英镑 12.20 欧元 12.70 欧元 12.92 欧元 12.15 欧元 13.92 欧元

≤ 3.76 千克 8.40 英镑 12.25 欧元 12.75 欧元 13.49 欧元 12.75 欧元 14.61 欧元

≤ 4.76 千克 8.50 英镑 12.30 欧元 12.80 欧元 13.55 欧元 12.75 欧元 14.61 欧元

≤ 5.76 千克 9.40 英镑 13.10 欧元 13.60 欧元 14.46 欧元 13.75 欧元 15.76 欧元

≤ 6.76 千克 9.40 英镑 13.15 欧元 13.65 欧元 14.52 欧元 13.75 欧元 15.76 欧元

≤ 7.76 千克 9.50 英镑 13.20 欧元 13.70 欧元 14.58 欧元 13.90 欧元 15.93 欧元

≤ 8.76 千克 9.55 英镑 13.70 欧元 14.20 欧元 15.15 欧元 13.95 欧元 15.99 欧元

≤ 9.76 千克 9.60 英镑 13.75 欧元 14.25 欧元 15.21 欧元 14.00 欧元 16.04 欧元

≤ 14.76 千克 10.00 英镑 13.80 欧元 14.30 欧元 15.49 欧元 15.10 欧元 17.31 欧元

≤ 19.76 千克 10.25 英镑 16.27 欧元 16.77 欧元 15.89 欧元 15.45 欧元 17.71 欧元

≤ 24.76 千克 12.29 英镑 17.42 欧元 17.92 欧元 17.04 欧元 16.20 欧元 18.57 欧元

≤ 29.76 千克 12.34 英镑 17.48 欧元 17.98 欧元 17.09 欧元 16.80 欧元 19.26 欧元

大号大件商品3： 
尺寸：>	120	X	60	X	60	厘米

≤ 4.76 千克 11.42 英镑 15.24 欧元 15.74 欧元 18.29 欧元 14.75 欧元 16.91 欧元

≤ 9.76 千克 13.46 英镑 16.39 欧元 16.89 欧元 22.87 欧元 16.30 欧元 18.69 欧元

≤ 14.76 千克 13.97 英镑 16.96 欧元 17.46 欧元 23.44 欧元 17.60 欧元 20.18 欧元

≤ 19.76 千克 14.48 英镑 17.48 欧元 17.98 欧元 23.95 欧元 18.05 欧元 20.70 欧元

≤ 24.76 千克 15.71 英镑 18.63 欧元 19.13 欧元 25.10 欧元 19.80 欧元 22.71 欧元

≤ 31.50 千克 15.81 英镑 18.69 欧元 19.19 欧元 26.30 欧元 19.90 欧元 22.83 欧元

1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2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

家，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支付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2.50	kr/1.15	z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3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我们将按照您提交订单的亚马逊卖家平台账户所
用货币（英镑或欧元）向您收取费用。表格中显
示了两种货币的费用。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配送目的地：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典

0.89	英镑 不适
用 2.06	欧元 	2.00	欧元 2.00	欧元 20		

克朗

3	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大
件商品附加费
通过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计划配送大件商品
时，需要在本地配送费率的基础上加收下表所
示的附加费。

1.配送费用
每件商品的固定费用，基于
•	尺寸
•	商品重量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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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	
–	标准配送、跨境货件	(EFN)

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标准配送、跨境货件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
跨境货件1,3 (EFN)	运往：

英国 德国 法国2 意大利 西班牙 其他欧洲国家/地区

小信封： 
尺寸	≤	20	X	15	X	1	厘米

≤ 80 克 4.59 英镑 4.98 欧元 5.72 欧元 4.95 欧元 5.52 欧元 6.90 欧元

标准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2.5	厘米

≤ 60 克 4.69 英镑 5.09 欧元 5.83 欧元 5.00 欧元 5.64 欧元 7.02 欧元

≤ 210 克 4.74 英镑 5.14 欧元 5.89 欧元 5.10 欧元 5.69 欧元 7.07 欧元

≤ 460 克 4.79 英镑 5.19 欧元 5.95 欧元 5.15 欧元 5.75 欧元 7.13 欧元

大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5	厘米

≤ 960 克 5.10 英镑 5.51 欧元 6.29 欧元 5.45 欧元 6.10 欧元 7.48 欧元

标准包裹： 
尺寸	≤	45	X	34	X	26	厘米

≤ 150 克 5.61 英镑 6.04 欧元 6.86 欧元 5.90 欧元 6.67 欧元 8.05 欧元

≤ 400 克 5.92 英镑 6.50 欧元 7.20 欧元 6.20 欧元 7.02 欧元 8.40 欧元

≤ 900 克 6.43 英镑 7.48 欧元 8.05 欧元 6.70 欧元 7.59 欧元 8.97 欧元

≤ 1.4 千克 7.75 英镑 8.42 欧元 9.26 欧元 7.80 欧元 9.09 欧元 10.47 欧元

≤ 1.9 千克 8.16 英镑 9.43 欧元 10.07 欧元 8.20 欧元 9.55 欧元 10.93 欧元

≤ 2.9 千克 9.69 英镑 10.73 欧元 11.43 欧元 9.70 欧元 11.27 欧元 12.65 欧元

≤ 3.9 千克 10.81 英镑 12.42 欧元 13.15 欧元 10.80 欧元 12.54 欧元 13.92 欧元

≤ 4.9 千克 11.53 英镑 13.23 欧元 13.98 欧元 11.50 欧元 13.34 欧元 14.72 欧元

≤ 5.9 千克 11.63 英镑 13.34 欧元 14.10 欧元 11.80 欧元 13.46 欧元 14.84 欧元

≤ 6.9 千克 11.73 英镑 13.46 欧元 14.21 欧元 11.90 欧元 13.57 欧元 14.95 欧元

≤ 7.9 千克 11.93 英镑 13.69 欧元 14.45 欧元 12.10 欧元 13.80 欧元 15.18 欧元

≤ 8.9 千克 12.24 英镑 14.03 欧元 14.81 欧元 12.40 欧元 14.15 欧元 15.53 欧元

≤ 9.9 千克 12.65 英镑 14.49 欧元 15.28 欧元 12.80 欧元 14.61 欧元 15.99 欧元

≤ 10.9 千克 12.70 英镑 14.55 欧元 15.34 欧元 12.85 欧元 14.66 欧元 16.04 欧元

≤ 11.9 千克 12.75 英镑 14.61 欧元 15.40 欧元 12.90 欧元 14.72 欧元 16.10 欧元

小件商品： 
尺寸	≤	61	X	46	X	46	厘米

≤ 760 克 10.97 英镑 12.31 欧元 14.75 欧元 12.95 欧元 16.68 欧元 18.23 欧元

≤ 1.01 千克 11.27 英镑 12.71 欧元 15.26 欧元 13.05 欧元 16.96 欧元 18.40 欧元

≤ 1.26 千克 11.27 英镑 12.77 欧元 15.66 欧元 13.10 欧元 17.08 欧元 18.75 欧元

≤ 1.51 千克 11.37 英镑 12.82 欧元 15.72 欧元 13.10 欧元 17.08 欧元 18.80 欧元

≤ 1.76 千克 11.37 英镑 12.88 欧元 15.83 欧元 13.15 欧元 17.65 欧元 18.86 欧元

标准尺寸商品： 
尺寸	≤	120	X	60	X	60	厘米

≤ 760 克 12.70 英镑 14.55 欧元 15.72 欧元 12.95 欧元 16.73 欧元 18.75 欧元

≤ 1.76 千克 13.01 英镑 14.95 欧元 16.06 欧元 13.15 欧元 17.94 欧元 18.92 欧元

≤ 2.76 千克 13.82 英镑 15.99 欧元 16.76 欧元 14.05 欧元 18.46 欧元 18.92 欧元

≤ 3.76 千克 13.92 英镑 16.10 欧元 16.76 欧元 14.10 欧元 18.86 欧元 19.61 欧元

≤ 4.76 千克 14.03 英镑 16.22 欧元 16.82 欧元 14.10 欧元 18.92 欧元 19.67 欧元

≤ 5.76 千克 15.30 英镑 17.83 欧元 17.95 欧元 14.30 欧元 19.61 欧元 20.76 欧元

≤ 6.76 千克 15.40 英镑 17.94 欧元 18.00 欧元 14.35 欧元 19.72 欧元 20.76 欧元

≤ 7.76 千克 15.40 英镑 17.94 欧元 18.00 欧元 14.40 欧元 19.78 欧元 20.93 欧元

≤ 8.76 千克 15.40 英镑 17.94 欧元 18.00 欧元 14.40 欧元 19.78 欧元 20.99 欧元

≤ 9.76 千克 15.76 英镑 18.40 欧元 18.06 欧元 15.00 欧元 19.84 欧元 21.05 欧元

≤ 14.76 千克 16.63 英镑 19.55 欧元 18.54 欧元 15.55 欧元 20.64 欧元 22.37 欧元

≤ 19.76 千克 18.00 英镑 21.28 欧元 20.73 欧元 17.50 欧元 21.28 欧元 22.77 欧元

≤ 24.76 千克 19.28 英镑 22.83 欧元 21.62 欧元 18.50 欧元 21.28 欧元 23.63 欧元

≤ 29.76 千克 19.53 英镑 23.17 欧元 22.51 欧元 18.50 欧元 22.77 欧元 24.32 欧元

大号大件商品： 
尺寸	>	120	X	60	X	60	厘米

≤ 4.76 千克 19.13 英镑 22.66 欧元 22.62 欧元 18.50 欧元 23.17 欧元 23.12 欧元

≤ 9.76 千克 22.75 英镑 27.26 欧元 26.06 欧元 22.50 欧元 26.34 欧元 26.45 欧元

≤ 14.76 千克 24.12 英镑 28.98 欧元 27.24 欧元 24.00 欧元 27.43 欧元 27.95 欧元

≤ 19.76 千克 26.52 英镑 31.97 欧元 30.80 欧元 26.00 欧元 29.90 欧元 33.35 欧元

≤ 24.76 千克 28.66 英镑 34.79 欧元 33.17 欧元 28.00 欧元 31.80 欧元 36.80 欧元

≤ 31.50 千克 28.66 英镑 34.79 欧元 33.23 欧元 28.00 欧元 32.32 欧元 36.80 欧元

1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2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3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
家，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支付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2.50	kr/1.15	z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我们将按照您提交订单的亚马逊卖家平台账户所
用货币（英镑或欧元）向您收取费用。表格中显
示了两种货币的费用。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1.配送费用
每件商品的固定费用，基于
•	尺寸
•	商品重量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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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	
–	加急配送、跨境货件	(EFN)

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商品）加急配送、跨境货件

1.每件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
跨境货件1,3 (EFN)	运往：

英国 德国 法国2 意大利 西班牙 其他欧洲国家/地区

小信封： 
尺寸	≤	20	X	15	X	1	厘米

≤ 80 克 5.61 英镑 6.04 欧元 6.86 欧元 5.95 欧元 6.67 欧元

标准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2.5	厘米

≤ 60 克 5.71 英镑 6.15 欧元 6.97 欧元 6.00 欧元 6.79 欧元

≤ 210 克 5.76 英镑 6.20 欧元 7.03 欧元 6.10 欧元 6.84 欧元

≤ 460 克 5.81 英镑 6.25 欧元 7.09 欧元 6.15 欧元 6.90 欧元

大信封： 
尺寸	≤	33	X	23	X	5	厘米

≤ 960 克 6.12 英镑 6.57 欧元 7.43 欧元 6.45 欧元 7.25 欧元

标准包裹： 
尺寸	≤	45	X	34	X	26	厘米

≤ 150 克 6.63 英镑 7.10 欧元 8.00 欧元 6.90 欧元 7.82 欧元

≤ 400 克 6.94 英镑 7.42 欧元 8.35 欧元 7.20 欧元 8.17 欧元

≤ 900 克 7.45 英镑 7.95 欧元 8.92 欧元 7.70 欧元 8.74 欧元

≤ 1.4 千克 8.77 英镑 9.33 欧元  10.40 欧元 8.80 欧元 10.24 欧元

≤ 1.9 千克 9.18 英镑 9.75 欧元 10.86 欧元 9.20 欧元 10.70 欧元

≤ 2.9 千克 10.71 英镑 11.34 欧元 12.58 欧元 10.70 欧元 12.42 欧元

≤ 3.9 千克 11.83 英镑 13.57 欧元 13.83 欧元 11.80 欧元 13.69 欧元

≤ 4.9 千克 12.55 英镑 14.38 欧元 14.63 欧元 12.50 欧元 14.49 欧元

≤ 5.9 千克 12.65 英镑 14.49 欧元 14.75 欧元 12.80 欧元 14.61 欧元

≤ 6.9 千克 12.75 英镑 14.61 欧元 14.86 欧元 12.90 欧元 14.72 欧元

≤ 7.9 千克 12.95 英镑 14.84 欧元 15.09 欧元 13.10 欧元 14.95 欧元

≤ 8.9 千克 13.26 英镑 15.18 欧元 15.43 欧元 13.40 欧元 15.30 欧元

≤ 9.9 千克 13.67 英镑 15.64 欧元 15.89 欧元 13.80 欧元 15.76 欧元

≤ 10.9 千克 13.72 英镑 15.70 欧元 15.95 欧元 13.85 欧元 15.81 欧元

≤ 11.9 千克 13.77 英镑 15.76 欧元 16.01 欧元 13.90 欧元 15.87 欧元

小件商品： 
尺寸	≤	61	X	46	X	46	厘米

≤ 760 克 14.03 英镑 18.06 欧元 20.47 欧元 14.95 欧元 18.98 欧元

≤ 1.01 千克 14.33 英镑 18.46 欧元 20.98 欧元 15.05 欧元 19.26 欧元

≤ 1.26 千克 14.33 英镑 18.52 欧元 21.38 欧元 15.10 欧元 19.38 欧元

≤ 1.51 千克 14.43 英镑 18.57 欧元 21.44 欧元 15.10 欧元 19.38 欧元

≤ 1.76 千克 14.43 英镑 18.63 欧元 21.55 欧元 15.15 欧元 19.95 欧元

标准尺寸商品： 
尺寸	≤	120	X	60	X	60	厘米

≤ 760 克 15.76 英镑 20.30 欧元 €21.44 欧元 14.95 欧元 19.03 欧元

≤ 1.76 千克 16.07 英镑 20.70 欧元 21.78 欧元 15.15 欧元 20.24 欧元

≤ 2.76 千克 16.88 英镑 21.74 欧元 21.89 欧元 16.05 欧元 20.76 欧元

≤ 3.76 千克 16.98 英镑 21.85 欧元 21.89 欧元 16.10 欧元 21.16 欧元

≤ 4.76 千克 17.09 英镑 21.97 欧元 21.95 欧元 16.10 欧元 21.22 欧元

≤ 5.76 千克 18.36 英镑 23.58 欧元 23.04 欧元 16.30 欧元 21.91 欧元

≤ 6.76 千克 18.46 英镑 23.69 欧元 23.09 欧元 16.35 欧元 22.02 欧元

≤ 7.76 千克 18.46 英镑 23.69 欧元 23.09 欧元 16.40 欧元 22.08 欧元

≤ 8.76 千克 18.46 英镑 23.69 欧元 23.09 欧元 16.40 欧元 22.08 欧元

≤ 9.76 千克 18.82 英镑 24.15 欧元 23.15 欧元 17.00 欧元 22.14 欧元

≤ 14.76 千克 19.69 英镑 25.30 欧元 23.61 欧元 17.55 欧元 22.94 欧元

≤ 19.76 千克 21.06 英镑 27.03 欧元 25.72 欧元 19.50 欧元 23.58 欧元

≤ 24.76 千克 22.34 英镑 28.58 欧元 26.58 欧元 20.50 欧元  23.58 欧元

≤ 29.76 千克 22.59 英镑 28.92 欧元 27.44 欧元 20.50 欧元 25.07 欧元

大号大件商品： 
尺寸	>	120	X	60	X	60	厘米

≤ 4.76 千克 22.19 英镑 28.41 欧元 27.55 欧元 20.50 欧元 25.47 欧元

≤ 9.76 千克 25.81 英镑 33.01 欧元 30.87 欧元 24.50 欧元 28.64 欧元

≤ 14.76 千克 27.18 英镑 34.73 欧元 32.01 欧元 26.00 欧元 29.73 欧元

≤ 19.76 千克 29.58 英镑 37.72 欧元 35.44 欧元 28.00 欧元 32.20 欧元

≤ 24.76 千克 31.72 英镑 40.54 欧元 37.73 欧元 30.00 欧元 34.10 欧元

≤ 31.50 千克 31.72 英镑 40.54 欧元 37.79 欧元 30.00 欧元 34.62 欧元

1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英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2%	的额外费用，即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英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2	此费用包含在亚马逊法国销售商品时需要支付的	3%	的额外费用，即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法国生效的数字服务税。
3	此费用反映了对于加入配送网络扩展（中欧计划）的卖家，配送的每件商品可享受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税）的折扣价。而对于仅在德国存放库存且未参与中欧计划的卖家，
每配送一件商品需额外支付	0.25	英镑/0.25	欧元/0.26	欧元（仅限法国，含数字服务测试费）/2.50	kr/1.15	z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常见问题。

不
适
用

所有费用均不包括增值税和卖家应缴的其他税款

计算您的费用	
要计算亚马逊物流总费用，您只需要将这几项费
用相加即可：配送费用、仓储费用以及您需要的
任何可选服务费用。	

我们将按照您提交订单的亚马逊卖家平台账户所
用货币（英镑或欧元）向您收取费用。表格中显
示了两种货币的费用。

1.配送费用
每件商品的固定费用，基于
•	商品重量	

2.仓储费用（见第	4	页）
每月按立方米收费或每月按立
方英尺收费

3.可选服务费 
（见第	4	页）
包含：
•	退货
•	弃置
•	 贴标
•	 装袋
•	 气泡膜包装
•	封装
•	不透明袋包装

有疑问？
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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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物流常见问题	FAQ

亚马逊物流费用	

问题 1：如果我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除了配送
费用、仓储费用和可选服务费用外，我还要支付
其他费用吗？
是的，根据您当前的销售计划，您将支付订阅费
用或根据每件产品支付费用。您还需要按分类支
付销售佣金，并为售出的每个媒介类商品支付交
易手续费。对于在亚马逊出售的买家退回的商
品，我们将收取退货处理费（请参阅常见问题	5
）。要查看对您适用的费用和销售计划，请访问“
我要开店”收费价目表和卖家定价和计划。		

问题 2：消除包装重量会对配送费用产生什么
影响？
此更改简化了计算配送商品的配送费用的方式。
您的费用不会因为包装重量的消除而发生变化。
在	2021	年	6	月	8	日之前，将包装重量计入商品
重量，用于确定最终收费的商品配送重量。从	
2021	年	6	月	8	日开始，不再将包装重量计入商
品重量，并且仅按商品自身重量和尺寸收费。例
如：过去，第一个重量等级的标准包裹总重量上
限为	250	克，其中包含	100	克的包装重量，因
此，商品重量上限就是剩余的	150	克。在新的费
用视图中，该重量等级的商品重量上限保持不变
（150	克），但不含包装重量，并且我们已对重
量等级进行调整来反映这种变化。

问题 3：如何计算仓储费？
根据日历月以及每立方米（在英国以平方英尺计
算）的日均体积，对存储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所
有商品收取仓储费。任何商品的体积都是根据亚
马逊物流计划政策妥善包装且准备好向买家发货
的商品的尺寸测量得出。亚马逊有权对任何包
装单位或其代表性样品的体积和重量自己进行测
量，如果我们的测量结果与卖家提供的信息存在
任何冲突，则以亚马逊的测量结果为准。

问题 4：什么是长期仓储费 (LTSF)？
长期仓储费	(LTSF)	是对常规库存仓储费的补充，
仅适用于存放超过	331	天或	365	天的库存。对
于存放	331-365	天之间的库存，除服装、鞋靴
和箱包、珠宝首饰和钟表外，所有分类的月服务
费为每立方英尺	0.9	英镑、每立方米	37	欧元、
每立方米	38.10	欧元（仅限法国）、每立方米	
371	克朗。对于存放超过	365	天的库存，将按您
的	LTSF	收取以下项中较大者的费用：(1)	所有分
类每月	LTSF	为每立方英尺	4.30	英镑、每立方
米	170	欧元、每立方米	175.10	欧元（仅限法国）
、每立方米	1785	克朗，或	(2)	媒介类商品最低	
LTSF	为每件商品	0.10	英镑、0.10	欧元、1	克朗。	
如果在收费之前向我们提出移除或处置商品的请
求，则我们不会收取	LTSF。有关如何计算	LTSF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亚马逊物流长期仓储费。	

问题 5：退货处理费是多少？
退货处理费等于服装、鞋靴箱包分类中指定商品
的总配送费用的	50%。这些费用适用于通过欧
洲配送网络	(EFN)	计划从本地库存以及整个欧洲
范围内配送的商品。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退货
处理费页面。

常见问题 FAQ

问题 6：是否对在亚马逊上出售的媒介类和非媒
介类商品收取不同的配送费用？
我们对在亚马逊上出售的媒介类和非媒介类商品
收取相同的配送费用。

亚马逊物流政策	

问题 7：可通过亚马逊物流配送的商品类型是否
受到限制？
是的。请查阅亚马逊物流商品限制，获取有关产
品限制的详细信息。
	

问题 8：如何处理买家退货？
亚马逊根据亚马逊的买家退货政策处理您的买家
退货。会发给您退款和销售佣金，用于抵免全部
或部分退款金额。可能会收取亚马逊物流费用、
补货费用和退货处理费，具体取决于商品。有关
如何将这些费用或款项应用到您的账户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亚马逊物流买家退货政策。

问题 9：如果我的商品在亚马逊物流的处理过程
中损坏或丢失，该怎么办？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赔偿。有关资格标准和该政策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亚马逊物流丢失或残损库
存赔偿政策。			

问题 10：我的买家可以享受亚马逊客户服务
吗？
对于在亚马逊上出售的商品，亚马逊将负责处理
其订单的配送和客户服务。此客户服务包括管理
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的亚马逊物流商品的买家查
询、退款和退货。多渠道配送（不在亚马逊销售
商品）订单不符合客户服务的要求。了解有关多
渠道配送订单的客户服务的更多信息。

问题 11：对于预处理库存并配送到运营中心，
亚马逊有哪些政策和要求？
亚马逊对标签、包装、预处理和库存存放限制有
一些要求。有关库存要求的详细信息，请访问亚
马逊库存要求。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亚马逊政策和要求。

附加服务和计划

问题 12：什么是中欧计划 (CEP)？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并提高效率，亚马逊在	
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几个运营配送中心扩展了自	
己的德国配送网络。有德国库存的卖家可以选择	
将库存存储在包括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在内的亚马	
逊配送网络中，也可以继续将其库存仅存储在	
德国。对于仅在德国存储库存的卖家，需要为每	
件亚马逊物流商品另外支付	0.27	英镑/0.26	欧	
元/2.50	克朗/1.15	兹罗提的配送费，并为从德	
国运营中心运出的每件轻小商品支付	0.26	欧元	
的配送费。某些商品分类可能不符合	CEP	的要	
求。参加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划的卖家无需	
支付此费用。亚马逊不向参加	CEP	的商品收取	
额外费用。请注意：卖家应当知道在波兰和捷克	
共和国储存库存会触发增值税义务和其他申报要	
求，这是他们的责任。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中	
欧计划页面

问题 13：有哪些跨境配送选项？ 
亚马逊物流提供三种跨境配送解决方案：亚马逊
物流欧洲整合服务、欧洲配送网络	(EFN)	和多
国/地区库存	(MCI)。

问题 14：什么是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 
借助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销售伙伴可以选
择商品的存储地点，以便亚马逊可以根据预计的
买家需求进行分销，而您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在
启用了放置的国家/地区，销售伙伴可以享受本
地亚马逊物流配送费用和快速配送服务¹。		通过
将商品存储在本国以外的国家/地区，可能会产
生其他增值税申报要求。亚马逊可以提供资源和
解决方案来帮助销售伙伴处理增值税合规事务，
为他们提供支持。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是一种
解决方案，可通过卖家平台管理您的欧洲增值税
注册及申报义务。
要了解有关增值税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增值税培训页面，首先了解亚马逊增值税整合
服务。在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上查找更多
信息。

问题 15：什么是欧洲配送网络 (EFN)？
借助欧洲配送网络	(EFN)，您可以通过本地商品
发布吸引所有	7	个欧盟商城的买家。卖家将库存
发送到一个本地运营中心，支付跨境费用即可将
商品配送到其他欧盟商城，支付本地配送费用即
可在国内配送。例如，一个在	Amazon.it	上购
物的意大利买家可以看到德国卖家出售的商品，
其中商品信息已翻译成意大利语，然后该买家下
单，配送目的地为意大利。如果库存位于德国运
营中心，则将由德国卖家支付跨境配送费用。注
意：由于英国脱欧，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亚
马逊无法配送跨越英国和欧盟边界的亚马逊物流
订单。要使用亚马逊物流同时在英国和欧盟开展
销售，您需要将库存发送到英国和欧盟的运营中
心。单击此处了解详情。	

问题 16：什么是多国/地区库存 (MCI)？
多国/地区库存	(MCI)	计划允许您将商品直接发
送到国际亚马逊运营中心，将商品存储在本地
商城以外的商城中。本地亚马逊物流费用适用
于在您存储库存的商城中进行的销售活动，而
跨境费用适用于在您未存储库存的商城中进行的
销售活动；但是，您需要自己管理库存和需求预
测。Amazon.nl	不参与	MCI。

问题 17：对国际销售有哪些税收影响？
如果您在欧盟国家销售商品，则您可能需要注册
增值税	(VAT)，并遵守您有销售业务的国家的增
值税申报要求。在任何欧盟国家存储商品可能还
会要求您遵守该国家的增值税义务。访问亚马逊
的增值税知识中心了解详情。注册亚马逊增值税
整合服务可以帮助您管理增值税合规事务。请注
意：每一位亚马逊卖家都有责任确保其增值税
的合规性，如对所需履行的义务不确定，应寻
求专业建议。

问题 18： 如何收取燃油及通货膨胀附加费？ 
在当前每件商品的亚马逊物流配送费之上，收
取	4.3%	的燃油及通货膨胀附加费。亚马逊物流
配送费是在货件离开亚马逊运营中心时计算和收
取的。例如，如果商品是在	5	月	12	日之前订购
的，但在该日期或之后配送，则将收取附加费。
附加费仅适用于配送费用。其他亚马逊物流费用
（例如退货处理费）不受此更改的影响。

1本地配送费用不适用于大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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