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站可销售品类概览
开放品类
亚马逊对卖家开放的品类达 20 多种，销售这些品类的商品无需获得亚马逊的事先审批。某些品类只允许发布新商品。
某些品类对商品质量有附加指南，需要卖家遵守。
需要批准的分类和商品
我们希望买家能够放心地在亚马逊商城购物。对于某些商品和分类，亚马逊可能会要求卖家在获得批准后方可发布商
品进行销售。审批流程可能包括额外费用、性能检查和其他资质资格证明。
注意： 如果您获准销售此分类的商品，则需要升级至 专业销售计划并支付月服务费。
如何申请审批
即使某些要求未在下方列出，卖家也可能需要满足附加资格要求才能销售某些品牌或在特定分类中发布商品。如果您
尝试发布其中任一商品，则会看到一条通知，指出存在商品发布限制。请按照以下步骤申请批准：
1) 在【库存】菜单中，选择【添加新商品】

2)

搜索您想要销售的商品

3)
4)

在搜索结果中，点击该商品旁边的【存在商品发布限制】链接
点击【请求批准】按钮，开始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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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您的商品可以在 Amazon.com、Amazon.ca 和 Amazon.com.mx 三个站点上出售。三个站点的销售费
用、 支持的商品品类和销售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销售品类概览
一些品类的商品无需审核可直接销售，一些品类的商品需要满足相应要求方可销售，即使销售某个分类的商品不需要
获得亚马逊的批准，但销售其中的某些商品可能需要获得批准。某些类别的商品个人销售计划和专业销售计划的卖家
均可销售，除非另有说明。
商品分类

允许的状况

是否需要批准

亚马逊设备配件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销售指南见附录 1）

亚马逊 Kindle

二手

否

汽车用品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收藏品

是（销售指南见附录 2）

母婴（服装除外）

新品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

美容化妆

新品

否

图书

新品、二手、收藏品

否（收藏类图书状况指南见附录 3）

摄影摄像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

手机和配件

新品、二手、经认证
的翻新；已解锁

否（销售指南见附录 4）

硬币收藏品

收藏品，类似新品

是（销售指南见附录 5）

电视/音响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通常情况下，所有卖家均可在“软件”、“视频游戏”和“电视/音响”分类下
发布商品，但若要销售某些特定商品，可能需要预先获得批准。（销售
指南见附录 6）

娱乐收藏品

收藏品，类似新品

是

艺术品

新品（包括一手交易
和二手交易艺术品）

是，但是限制新卖家的申请。查看亚马逊艺术品的一般要求（附录
7）。

食品

新品

否（销售指南见附录 8）

个护健康

新品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

家居与园艺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收藏品

否

工业与科学用品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销售指南见附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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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类

允许的状况

是否需要批准

Kindle 配件和亚马
逊 Fire TV 配件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

大型电器

新品、二手、经认证
的翻新商品

否

音乐

新品、二手、收藏品

是（销售指南见附录 10）

乐器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收藏品

否

办公用品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收藏品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

户外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

个人电脑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

宠物用品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

软件

新品、二手

否，但特定商品可能需要。

运动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

体育收藏品

收藏品，类似新品

是（销售指南见附录 11）

工具和家居装修

新品、经认证的翻新
商品、二手

否

玩具和游戏

新品、收藏品

否，但某些子分类需要批准。在冬季假日季期间销售商品可能需要获得
批准。请参阅“玩具和游戏”假日销售指南见附录 12 了解详细信息。

视频、DVD 和蓝光
光盘

新品、二手、收藏品

是（销售指南见附录 13）

视频游戏

新品、二手、收藏品

否，但特定商品可能需要。

钟表

新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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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亚马逊设备配件商品
亚马逊设备配件商品的所有信息必须符合亚马逊设备配件的公平使用和兼容性准则。具体而言，卖家应谨记以下要点：

商品名称（商品或其包装上显示的名称）不得含有“Amazon”、“Kindle”、“Fire”、“Kindle Paperwhite”、“Kindle
Voyage”、“Amazon Fire TV”、“Fire TV Stick”、“Amazon Echo”字样或任何亚马逊图形符号、徽标、图标或其他商
标。

对于您在亚马逊网站上的商品详情页面，您只能以引用的方式使用“Amazon”、“Kindle”、“Fire”、“Kindle
Paperwhite”、“Kindle Voyage”、“Amazon Fire TV”、“Fire TV Stick”或“Amazon Echo”，以此表明您的商品可与亚马逊
设备搭配使用或与之兼容。例如，可接受的商品名称包括“可与 Kindle 搭配使用的红色保护套”、“适用于 Kindle 的
红色保护套”或“与 Kindle 兼容的红色保护套”。

如果配件商品的商品名称或商品描述中带有“Amazon”、“Kindle”、“Fire”、“Fire phone”、“Kindle Paperwhite”、
“Kindle Voyage”、“Amazon Fire TV”、“Fire TV Stick”或“Amazon Echo”字样，或者标明可与亚马逊设备搭配使用或与
之兼容，则应将此类商品归入“亚马逊设备配件”分类。

除非依据亚马逊的明确书面许可，否则，您不得在网站、商品、包装、手册、促销或广告上或与其相关的场合，或
出于其他任何目的使用亚马逊徽标，或其他任何亚马逊图形符号、徽标、图标或其他商标。

您有责任确保您的商品信息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此处所用的术语“商品信息”是指在售 ASIN，以及与亚马
逊网站上的商品详情页面相符的商品。
附录 2 ：汽车用品
如果您在亚马逊商城销售商品，则必须遵守适用于这些商品和商品信息的所有联邦、州和地方法律以及亚马逊政策。
亚马逊禁止销售需要登记的机动车。但是，如果您符合适用的法律规定（如《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和加利福尼亚空
气资源委员会的法规等），通常可以销售“汽车用品”分类下的汽车零件和其他商品。

准售商品示例
 经认证符合《清洁空气法案》标准的全新催化剂转化器
 符合下列“轮胎合规性检查表”的新轮胎
 汽车电池
 经美国环境保护局 (EPA) 认证的便携式燃料容器

禁售商品示例
 需要登记的机动车
 未经美国环境保护局认证的便携式燃料容器
 设计用于妨碍、规避或以其他方式干扰执法、车辆或道路安全功能或其他法律规定的商品，例如：
o 用于遮挡牌照使其无法读取或识别的牌照防拍喷剂或牌照盖板
o 设计用于妨碍、规避或关闭排放控制设备的商品，包括氧模拟器和催化转化器、柴油颗粒过滤器或废气
再循环删除套件
o 设计用于覆盖故障指示灯的商品
o 设计用于影响交通信号的商品
o 设计用于故意妨碍、屏蔽或干扰获得许可或授权的无线电通信的商品，例如：GPS 屏蔽器
o 设计用于更改里程表的商品
 高强度放电 (HID) 转换套件
 二手轮胎
 不符合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FMVSS) 的商品
o 示例： 不符合 FMVSS 218 规定的摩托车头盔
 驾驶证和政府颁发的其他身份证明
 汽车识别号 (VIN) 标牌
 在加利福尼亚：不符合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局规定的发动机、售后零件、高性能零件、附加件以及汽油罐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未经制造商认证，不符合限制此类商品中铜、特定重金属和石棉含量的州级法律法
规的机动车制动垫
 汽车安全气囊、安全气囊盖、安全气囊充气机以及安全气囊组件
 汽车安全带和安全带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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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二醇含量超过 10% 且不含苦味剂的发动机冷却剂或防冻剂
 某些司法管辖区内的含铅车轮平衡块
轮胎合规性检查表
 轮胎必须符合《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轮胎状况必须为全新、未使用且未破损，在销售前不得移除原始制造商标签或贴标
 轮胎未曾安装在任何轮毂上，即未曾安装到胎圈接触的轮辋或轮圈（用于支撑轮胎或内外胎总成的金属支架）
之上
 轮胎必须具有未经修改的有效美国运输部轮胎识别号
 根据轮胎识别号中列出的制造日期，轮胎的销售日期必须在其制造日期三年内
 轮胎的原始制造商保修期（如有）不足两年时不得出售
 要遵守轮胎注册要求，您应：
o 为所有轮胎制造商提供买家的姓名和他们所购买每个轮胎的轮胎识别号，或者为每个购买轮胎的买家提
供纸质轮胎注册表，上面注明出售给该买家的所有轮胎的轮胎识别号、您的姓名和街道地址、电子邮件
地址或网站
o 根据需要提供帮助，确保使亚马逊遵守轮胎识别和记录义务
其他有用信息
 便携式燃料容器的美国环境保护局认证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司法部： 《联邦里程表篡改法规》
 《清洁空气法案》
 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局关于售后零件、高性能零件和附加件的材料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轮胎注册要求》
 轮胎行业协会的“正确进行轮胎存储的最佳管理实践”

附录 3：收藏品书籍商品信息属性
某些特定属性对确定收藏品书籍的状况和价值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可使用商品发布流程的 3 个特殊属性，以帮助收藏品
书籍销售商强调其商品的此类信息。卖家也可以为特定书籍上传最多 5 张图片，以提供关于书籍状况的更多详情。
卖家提供的商品属性和图片将显示在所有卖家报价页上供买家查看。以下示例显示买家将看到的内容：
出现在所有卖家报价页上的所有特殊商品属性都有如下描述性内容。
签名者
收藏品书籍的“签名者”商品属性允许卖家表明他们销售的书籍曾由该书的哪位贡献者签名。换句话说，卖家可以输入签
名者的身份（例如作者、插画家、编辑或摄影师）。
如果此字段填入的有效文本值表明该书籍经过签名，则其展示在收藏品所有卖家报价页时将显示“已签名”标记。而贡献
者特定身份目前暂不显示在所有卖家报价页上，此信息不久以后可能使用。为此，我们鼓励卖家输入他们的书籍签名者
的确切贡献者身份。
收藏品版本
“收藏品版本”商品属性是文本字段，卖家可以在此输入他们上架的收藏品版本的特定类型。下面是亚马逊可以接受和显
示的收藏品版本类型列表。
第一版
美国第一版
英国第一版
精装第一版
平装第一版
贸易第一版
THUS 第一版
试行本
未经改正的校样
在声明为“第一版”时，卖家必须确保仅包括真实的第一版（即该书籍的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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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品书籍”分类中发布商品的卖家还可以出售绝版书籍的“试行本”和“未经改正的校样”。（注意，这种例外仅适用于
“收藏品”状况的商品，不适用于新品和二手商品。）禁止销售正在发行或尚未发行书籍的试行本和校样。
书皮状况
如果书籍最初发布的时候含有书皮，卖家可以输入收藏品书籍的书皮状况。所有卖家报价页接受显示的词条为“类似新
品”、“很好”、“好”、“尚可”和“缺失”。（请注意，如果书籍发行的时候没有书皮，请不要用“缺失”一词。）
商品照片
卖家可以为“收藏品”状况下的每本书籍提供多张商品照片显示：1 张主图片和 5 张附加图片。照片和扫描图片能让收藏
家更仔细地检查书籍以确定其状况和价值。
卖家的商品照片显示出售的特定书籍的详情，不同于商品详情页面上的图片，详情页面上的图片目的是表征商品的一般
特性。商品照片可以用于显示封面艺术、书皮、书名页、版权页、签名页或有独特内容或鉴定材料的其他页面。
商品照片的亚马逊标准和图片文件要求见于“商品照片”帮助部分。卖家应在准备图片之前查看此页内容。请注意，主图
片的内容要求比商品的其他附加图片要求更严格。附加图片可以包括特写镜头、文本和图表展示，或有助于说明大小和
尺寸的其他内容。
卖家必须使用单一商品上架流程或标准书籍加载器文件来上传商品照片。此功能在 UIEE 文件和库存加载工具中不可
用。
附录 4：销售手机和手机配件
亚马逊会限制卖家可以发布的手机和手机配件商品类型，以便确保买家能放心地购买任何亚马逊卖家的商品。
此类商品的销售要求反映了买家对商品质量、商品品牌和消费安全的关注。请务必遵守进出口限制条件，以确保买家可
以买到高品质的正品手机和手机配件。
卖家必须遵守以下要求，才能在“手机和配件”分类下发布商品。
一般要求
新品手机和手机配件必须使用制造商的通用商品编码 (UPC) 进行发布。
商品质量

所有购自美国的新品手机必须由制造商提供保修。国际版应在商品名称中明确表明“无保修”，因为所有制造商都不
会为非美国版提供保修。

翻新手机必须由制造商和再制造商提供保修。

卖家必须披露其发布的每款手机的保修类型，表明保修由制造商还是他们自己提供。

无锁手机不得在任何手机元件上标注运营商品牌。

所有零件必须为原件，卖家不得为了移除徽标而改装或重装手机。

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制造商无锁手机必须配备美国充电器。

国际版手机应包含如何有关更改语言设置的分步式说明；如果需要，还应包含有关如何设置与兼容美国运营商的语
音和数据连接的说明。

所有商品必须符合北美商品安全标准。

所有商品信息数据和图片必须适合所有年龄段，并且适用于我们的全球社区。商品信息数据和图片不得描绘或包含
裸体或黄色、淫秽或攻击性内容。

卖家在亚马逊上销售任何商品都必须遵守亚马逊商品信息标准：
o 卖家必须同意以适当的方式对他们的商品进行准确分类。
o 卖家必须提交商品名称、要点及清楚书写、有助于买家了解商品的商品描述。
 所有商品信息数据均必须达到特定于手机和配件的标准：
o 所发布的商品信息必须符合我们的手机和手机配件发布政策。
o 采用原制造商包装（工厂密封包装）的商品在详情页面上不应指定包装。
 采用非零售包装的所有商品（单独包装的散装商品、普通或运营商包装）要求具有单独的详情页且必须指定非零售
包装。
 所有商品信息都必须符合亚马逊整个网站的图片标准：
o 卖家必须证明他们已查看在 www.amazon.com/images 上发布的图片指南，并且其上传的所有图片均符
合这些指南。
o 即使卖家从外部来源获得图片，也有责任保证其上传的所有图片的质量。
 所有商品必须按照发布的信息出售：
o 买家必须仅使用亚马逊平台就能完成订购和购买商品的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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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们不允许要求买家在购买商品之前或之后联系卖家以接收所需商品的自定义商品信息。
无锁手机
获得批准的无锁手机类型
 购自美国的制造商无锁 OEM 手机（如 Nokia、Motorola 和 Sony Ericsson）：
o 必须采用未开封的原零售包装进行出厂密封。

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制造商无锁手机（如 Samsung、LG 和 HTC）：
o 必须配备美国充电器。最佳实践是将商品放入工厂密封的原包装盒内，将美国适配器放入较大的装运箱
内。
o 如果默认语言不是英语，请提供有关如何更改语言设置的分步说明，不要在装配商品之前撕开工厂密封
和手动更改语言。
o 如果默认设置不支持所有兼容的美国运营商，请提供有关如何为每个兼容的美国运营商更改语音和数据
设置的分步说明。
限制

无锁手机（美国或国际版）不得：
o 在手机的任何部位包含运营商徽标。
o 在软件中包含运营商徽标。
o 在文档（说明手册、设置指南和 CD-ROM）中包含运营商徽标。
o 在包装盒中包含运营商徽标

改装或重装手机：
o 手机的所有零件都必须为原装。卖家不得为了移除运营商品牌而打开电池盖、键盘或封盖。
运营商贴牌手机
获得批准的运营商贴牌手机类型

运营商贴牌手机（仅限美国，包括 Verizon、AT&T、T-Mobile 和 Sprint）必须包含一个美国充电器，且可能：
o 在手机上包含相应的运营商徽标。
o 在软件中包含相应的运营商徽标。
o 在文档（说明指南、设置指南、CD-ROM）中包含相应的运营商徽标。
o 在包装盒上包含相应的运营商徽标。

向买家配送二手或翻新手机之前，您必须完成以下操作：
o 取消与手机关联的现有账户。
o 从手机中取出 SIM 卡（如果有）。
o 清除手机内存并恢复默认设置。
改装或重装手机
手机的所有零件都必须为原装。卖家不得为了移除运营商品牌标识而打开电池盖、按键或外壳。
预付费手机
获得批准的预付费手机类型
购自美国的预付费手机（例如 Boost Mobile、Tracfone 和 Virgin Mobile）：

必须采用未开封的原零售包装进行出厂密封。
零售包装
零售包装意味着商品采用原装（没有运营商贴牌）制造商包装，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必须采用工厂密封，保持未开封状态。

必须在包装盒上带有制造商拥有的 UPC。

必须遵守亚马逊商品详情页面要求：
o 所有零售包装商品均要求具有单独的独立详情页面。
o 采用零售包装的商品必须在商品名称中列出包装类型（例如，“Motorola H12 蓝牙耳机 [零售包装]”）。
非零售包装
非零售包装意味着商品没有采用制造商的原装零售包装。此类商品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对于单独包装的散装商品：
o
必须具有由制造商拥有的 UPC，才可在亚马逊上发布。
o
必须包含操作所需的配件，如充电器和 USB 连接线。

对于通常采用运营商零售包装的运营商包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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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联合运营商/制造商贴牌的包装（例如 Jawbone/Verizon）：
o
不包含由制造商拥有的 UPC，但必须包含 UPC。
o
包含操作所需的配件，如充电器和 USB 连接线。
亚马逊商品详情页面要求：
o
所有非零售包装均要求具有单独的详情页面。
o
所有非零售包装均要求在商品名称中列出 ［ [非零售包装] ］ 或 ［ [运营商包装] ］ 。例如：
o
Motorola H12 蓝牙耳机 [非零售包装]
o
Motorola H12 蓝牙耳机 [运营商包装]
o
如果商品名称中没有显示包装类型，则认定商品采用的是零售包装。

附录 5：硬币收藏品
亚马逊限制新卖家加入硬币收藏品店铺，以确保买家能够放心地向亚马逊上的所有卖家购买商品。硬币收藏品店铺的销
售要求反映了买家对商品质量和买家信任的关注。
一般要求
您必须符合下列要求，才有资格申请在硬币收藏品店铺中销售商品。符合这些要求并不能保证亚马逊一定会批准您在
“硬币收藏品”分类下销售商品。亚马逊保留对每个卖家的商品进行审核的权利，包括检查商品是否符合商品和商品信息
数据要求。亚马逊可能会因您未达到这些要求而撤销您的销售权限。
硬币收藏品店铺的卖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
除非
a.
卖家的商品完全出自合法的政府铸币厂并且符合其他商品要求；或者
b.
卖家的商品完全由经认可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并且符合其他商品要求。
如果不符合上述要求，则卖家必须是以下任一机构的成员：

PNG - 专业钱币收藏协会

ICTA - 有形资产行业协会

PCGS - 专业钱币评级服务公司

NGC/PMG - 钱币评级公司/纸币担保公司
2.
卖家库存中 70% 或以上的商品必须由 NGC 或 PCGS 进行评级，或来自合法的政府铸币厂（例如美国铸币厂、加
拿大皇家铸币厂）。由合法的政府铸币厂直接提供的商品必须带有政府原始包装。
3.
如果卖家是符合 31 C.F.R. 第 1027 部分规定的贵重金属、宝石或珠宝首饰经销商，则卖家必须已按照联邦法规
31 C.F.R. § 1027.210 执行反洗钱计划，并会按照亚马逊的要求向亚马逊提供其反洗钱计划的副本。
4.
钱币担保公司 (NGC) 或专业钱币评级服务公司 (PCGS) 仅接受进行专业评级或已经认证的钱币。
5.
以不低于 $1,500 的价格发布的所有硬币都必须获得 PCGS 或 NGC 的评级，否则不得在店铺中销售。
6.
对于未获得评级的硬币，只有在其采用政府原始包装并按照相应方式发布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布为“由卖家评
级”的商品。
7.
不得销售“搜索不到的”袋装、卷装、管装、罐装或其他任何未知的散装硬币。详情页面必须向买家明确说明他
们正在购买的硬币。
8.
卖家还必须提供指向其公司网站的链接，让我们能够从中查看他们要出售的商品。
卖家评估还基于（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在该领域的经营年限

展会参与情况

卖家绩效历史记录（如果已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
此外，现有的亚马逊卖家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具有专业销售计划账户；并且

订单缺陷率低于 0.75%
只有特定类型的硬币能在硬币收藏品店铺中发布。
商品要求

钱币担保公司 (NGC) 或专业钱币评级服务公司 (PCGS) 仅接受进行专业评级或已经认证的钱币。

以不低于 $1,500 的价格发布的所有硬币都必须获得 PCGS 或 NGC 的评级，否则不得在店铺中销售。

对于未获得 PCGS 或 NGC 评级的硬币，只有其采用美国造币厂原始包装并按照相应方式发布，才能够发布为
“由卖家评级”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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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必须是法定货币或由政府机构发行。允许销售不再流通的硬币或由政府发行不再具有货币价值的硬币。

不得因钱币保护或清洗方法而改变硬币的原始状态。

不得仿造、复制或再生产硬币。允许由政府授权的再铸币。
针对所有硬币的图片要求
正面图片
硬币的正面视图（最长边超过 1001 像素，以便进行缩放）。
反面图片
硬币的反面视图（最长边超过 1001 像素，以便进行缩放）。
细节图片（不要求但是建议提供）
带保护盒硬币的标签详细信息。硬币特有的边角、铸币厂印记或其他任何详细信息。
硬币详细信息
硬币的重要细节必须在图片中清晰可见。
亚马逊图片一般要求

所有商品图片必须符合亚马逊网站的图片标准。

商品数据和图片必须适合所有年龄段，适合我们的全球客户群。商品数据和图片不得描绘或包含裸体或色情、
淫秽或令人反感的内容。

卖家必须证明他们已查看卖家平台上发布的图片上传指南，并确保其所上传的所有图片均符合该指南。

图片必须采用白色背景，且不得包含插图、水印或未经授权的内容。

图片最长边必须至少为 1001 像素。
其他要求

卖家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任何商品都必须遵守亚马逊商品信息标准。

卖家必须提交清楚的商品名称、要点和商品描述，方便买家了解商品。

所有商品必须按发布的信息出售。必须让买家只使用亚马逊网站就能完成下单和购买商品的所有步骤。某些定
制商品需要买家在购买之前或之后与卖家沟通才能获得，我们不允许发布此类商品。
硬币收藏品店铺的相关费用
除了我们费用表中列出的其他费用外，卖家还需要为“硬币收藏品”分类下发布并售出的每件商品支付一笔销售佣金。对
于在“硬币收藏品”分类下发布的商品，亚马逊会从总销售价格（含任何运费或礼品包装费）中扣除比例不一的费用作为
销售佣金，其中不含通过亚马逊税务计算服务征收的任何税费。
销售佣金：

对于总销售价格中不超过 $250 的部分，收取 15% 的销售佣金（最低销售佣金为 $1.00）；

对于总销售价格中 $250 以上、不超过 $1,000 的部分，收取 10% 的销售佣金；

对于总销售价格中超过 $1,000 的部分，收取 6% 的销售佣金。
后续步骤
如果您满足上述所有要求，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ollectibles-application@amazon.com。在您的消息中，请详细说明您在
该分类中的历史销售记录，并提供能够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支持文件。请注意，由于有大量申请，回复可能会延迟。
附录 6：电视/音响
重要： 如果您在亚马逊商城销售商品，则必须遵守适用于这些商品和商品信息的所有联邦、州和地方法律以及亚马逊
政策。
无线电射频装置
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会对可以发射无线电波的电子装置（称为“无线电射频装置”或“RF 装置”）进行监管。这
些装置可能会干扰获得授权的无线电通信，且必须获得适当的 FCC 程序的授权，才能在美国推广、进口或使用。
需要 FCC 授权的装置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Wi-Fi 装置

蓝牙装置

手机

具有蜂窝网络连接的电子平板电脑和其他装置

双向无线电和对讲机

自动识别系统 (AIS) 装置

广播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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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增强器
在亚马逊商城销售的 RF 装置必须获得适当的 FCC 设备授权程序的授权。有关更多信息，请访
问 https://www.fcc.gov/oet/ea/rfdevice 和 https://www.fcc.gov/general/equipment-authorization-procedures。
流媒体播放器
在亚马逊商城销售的商品不得促进、暗示辅助或主动支持对数字媒体或其他受保护内容的侵权行为或未授权使用行为。
禁止在亚马逊商城销售任何违反本政策的流媒体播放器或其他设备。
您有责任确保所采购和销售的商品不会促进、承诺辅助或主动支持对数字媒体或其他受保护内容的侵权行为或未授权使
用行为。如果您销售这些商品，我们可能会立即暂停或终止您的销售权限，并销毁您在亚马逊运营中心的库存而不提供
赔偿。此外，如果确定您的账户用于欺诈或其他非法活动，我们可能会扣留或没收汇款及付款。
准售商品示例

获得 FCC 认证的无线电射频装置

低功率无线电发射机

覆盖范围广的高频收发器

I 类激光（如 CD 播放器）、IM 类激光（如 DVD 播放机）、II 类激光（如条形码扫描仪 - 不高于 1mW）和非
手持 3R 级激光（如不超过 5mW 的激光投影仪以及枪炮校准和瞄准激光）

改进（而非替换）视频游戏中现有技术的视频游戏控制器
禁售商品示例

需要获得 FCC 认证但尚未获得 FCC 认证的无线电射频装置

用于较大工业或商业空间的信号增强器，如仓库、体育场、机场、办公大楼、医院、隧道和校园

设计用于除海上航行安全通信以外的其他目的的自动识别系统 (AIS) 装置，如追踪渔网

设计用于影响交通信号的商品

序列号遭到移除或修改的商品

与 CB 无线电搭配使用的功率放大器

设计用于故意屏蔽、堵塞或干扰获得许可或授权的无线电通信的商品，例如：
o
手机干扰器
o
GPS 干扰器
o
GPS 中继器
o
激光干扰器
o
PCS 干扰器
o
雷达干扰器
o
Wi-Fi 干扰器
o
雷达移相器

设计用于故意屏蔽、堵塞或干扰警用雷达或激光信号的商品，例如：
o
激光移频器
o
雷达移相器

未经许可解扰或接入有线或卫星电视的商品，例如：
o
拦截器装置
o
硬件或软件 DSS 模拟器
o
介绍或指导“如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解扰有线或卫星电视的商品
o
编程智能卡
o
智能卡程序装置和解锁装置

包含 IIIB 类激光（如可达发射功率大于 5mW 的激光投影仪）和 IV 类激光（如工业激光）的商品

包含 II 类激光或更高类激光的儿童玩具

替换视频游戏中现有技术的视频游戏控制器（包括卡或其他装置）

规避版权保护的 DVD 拷贝机

经过改造、已禁用区域码的蓝光播放器

原来由手机运营商锁定但被手动解锁以便使用其他运营商的任何手机（例如越狱后的 iPhone 和解锁后的
Blackberry 手机）

手机解锁设备

电子序列号 (ESN) 无效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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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尺寸的 SIM 卡改造而成的 Micro SIM 卡
不符合 16 CFR 1120.3(c) 规定的任何节庆灯具和/或灯饰商品
不符合 16 CFR 1120.3(d) 规定的任何延长线商品
某些流媒体播放器、语音助手设备及相关配件
不符合“USB Implementers Forum Inc.”发布的标准规格的任何 USB-C（或 USB Type-C）电缆或适配器商品
由面向盲人与残疾人的国家图书馆服务 (NLS) 生产的有声读物播放器和配件。这些商品盖有声明为“美国政府财
产”的印记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公章。有关将这些材料退还至 NLS 的说明，请访问此处。
圆柱形锂离子电池类型： 14500、16340、18650、20700、21700 和 26650
在 600MHz 频段（617-652MHz 和 663-698MHz）或 700MHz 频段 (698-806MHz) 操作的无线麦克风

附录 7：艺术品
一般要求
此分类需要获得批准才能在亚马逊上销售。亚马逊限制该分类的卖家数量，以确保买家能放心地在亚马逊的所有卖家处
购买商品。
目前，亚马逊艺术品不接受卖家的新申请。
如果将来开放在“亚马逊艺术品”中销售商品的申请流程，该分类将具有如下资格要求。在“艺术品”中销售的资格要求反
应了买家对商品质量和消费者信任方面的考虑。
要在“艺术品”中销售，您必须达到以下至少两个要求：

在该行业至少有 3 年的从业经验
st

通过专有或第三方网站进行大量在线展示（例如： 1 Dibs、Artsy 和艺术网站）

通过年度展会计划、发布的论文或展会目录为画廊作品集应用策展元素
卖家评估还基于（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参加过经过审核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例如： Frieze、Affordable Art Fair、Pulse 和 Scope）

知名艺术机构的会员资格（例如： 美国艺术经销商协会、新艺术经销商协会和私人艺术经销商协会）

艺术家及艺术品甄选审核流程的水准

艺术家的多元性
此外，现有的亚马逊卖家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专业销售计划。

订单缺陷率低于 0.75%。
我们不接受以下卖家：

代表自己作品的艺术家；或直接向公众销售作品的美术馆或艺术家协会（未经策划管理）

提供批量生产艺术作品的画廊或企业

限量版的印刷超过 400 册

销售房产或个人库存的个人
销售佣金
除了我们费用表中列出的其他费用外，卖家还需要为艺术品分类中列出的每件所售商品支付一笔销售佣金。亚马逊会从
销售收益（含所有运费或礼品包装费）中扣除比例不一的费用作为销售佣金，其中不含通过亚马逊税务计算服务收取的
任何税费。

销售所得在 $100 以内的部分，收取 20% 销售佣金（最低 $1.00）；

销售收益 $100 至 $1,000 的部分，收取 15%；

销售收益 $1,000 至 $5,000 的部分，收取 10%；以及

销售收益 $5,000 以上部分，收取 5%
附录 8：食品
“食品”类商品的销售要求反映了买家在商品质量、商品品牌和消费安全方面关注的问题。作为卖家，您必须符合下列要
求方可销售“食品”类商品。请花时间阅读这些要求。
卖家要求

您必须满足以下卖家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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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订单缺陷率：< 1%
o
配送前取消率：< 2.5%
o
迟发率：< 4%
商品要求

食品必须经过妥善准备、密封、包装（全封闭）和贴标。

对于您计划销售的商品，您必须获得相应的许可、允许、完成相关注册或获得相应政府机构的批准。

即使我们的政策里没有明确说明，您也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商品和业务运营符合所有适用的中央联邦和地方法律。

所有在售的“食品”类商品必须处于新品状况。不允许销售二手商品。

食品被视为有日期要求的商品，所以它必须具有有效期，该有效期须清晰地标记在每件可配送/可售商品上和单个/
零售展示商品上，但获得豁免时除外。

为所有“食品”类更新 FC（运营中心）保质期属性。为此，请在库存模板中将新的和现有 ASIN
的 is_expiration_dated_product 字段值设为“true”。FC 保质期属性是商品保持可售状态或可供使用的时间长度。

所有“食品”类商品必须依据适用的联邦、州和当地法律，贴上英语商品标签。有关联邦贴标要求，请参阅 FDA 食品
贴标和营养、FDA 宠物食品和 USDA 贴标/标签审批。

必须使用适合运输的包装材料完全包装和密封食品。采用的配送方式必须能够确保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例如，避
免污染、变质、融化和残损）。

食品必须在可接受的剩余保质期内配送给买家；卖家不得移除或篡改有效期标记。

如果以合装包的形式销售商品，则包装外部标注的有效期必须为合装包中单个商品的最早失过期日期。

必须使用制造商的 UPC 编码发布所有“食品”类商品。
冷藏食品、冷冻食品、温控食品（为保证质量或性能）和未加工农产品要求

必须使用适合运输的包装材料完全包装和密封冷藏食品、冷冻食品和未加工农产品。包装的设计必须能确保在向买
家配送途中维持安全的商品温度。温度阈值如下表所示。

温控食品（为保证质量和性能）必须遵循适用的温度要求，以满足质量和性能标准。

对于没有有效期的未加工农产品，其可接受剩余保质期必须依据成熟度和无霉/虫/污染的商品质量标准而制定。
冷链的确认与验证
让冷藏食品、冷冻食品和未加工农产品维持适当的温度对于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至关重要。温度超出规定范围可能会导
致商品被禁止显示以及卖家账户被暂停。
确认：我们希望卖家确认冷链。要确认冷链，卖家需证明如何在“最差条件”下维持商品温度，最差条件包括：外部环境
温度达到历史最高或最低值时、配送时间达到承诺的最长时间时，或配送的食品热质量较低或体积较大时。如果某个外
部独立实验室可以多次模拟“最差情景”并证明商品在最长时间（即最长配送时间）结束时的内部和表面温度均低于目标
温度，即认为确认成功。不限制买家订单中填写的州或邮政编码的卖家，应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和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视为温度最高的配送目的地（具体取决于商品的发货地址）。
验证：虽然验证适用于在启动新的业务、路线或包装之前证明理论上的符合性，但我们仍建议您通过验证程序来定期确
认商品在实际条件下送达时，其温度处于或低于目标温度。与确认流程一样，验证程序应该关注最差情景。如果验证结
果不理想，请采取纠正性措施。
您应保留确认与验证程序以及记录的活动，并按要求将其提供给亚马逊和监管部门。这些信息不仅是食品安全性的必要
组成部分，而且也对确保买家所购商品的健康性和纯粹性至关重要。
下面列出了一些一般温度要求供您参考，但您必须根据商品的性质确定商品的安全和质量要求。
食品类型

符合要求的温度

冷藏肉

28-41° F

冷藏家禽肉

28-41° F

冷藏鱼和甲壳类动物（蟹、虾、龙虾）

32-41° F

经过冷藏处理的乳制品或液蛋

32-41° F

经过冷藏处理的食品

32-41° F
12

食品类型

符合要求的温度

所有冷藏鲜切水果、蔬菜及即食水果和蔬菜

1

32-41° F

冷藏贝类（蛤、贻贝、扇贝、牡蛎）

32-45° F

冷藏的带壳蛋或液态奶

32-45° F

冷冻食品

< 10° F

完整、未经切割、不可即食的商品
立方米

香蕉

2

32-65° F
56-64° F

1

所有鲜切水果、蔬菜及即食水果和蔬菜都需冷藏，以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该组的目标温度仅作为一项指南而提供，用于确保商品质量。确认您的冷链，以确保其合规。

如果将对低温敏感的商品与需要较低温度的商品一同运输，应使用隔热材料（例如使用毛毯）保护前者以防止
霜冻。

供应商应采取措施，通过在储存场所和运输给买家的途中使用最合适的温度（具体取决于商品类型）来确保商
品质量。
立方米
温度范围取决于香蕉果肉的温度。
商品定义
有效期
亚马逊认为“销售截止日期”、“使用截止日期”、“最佳使用日期”、“此日期前最佳”和“此日期前使用最佳”等同于有效期。
尽管从技术角度来讲，商品可能在上述日期之后仍适合使用，但买家体验很可能会降级，因为质量/预期交付优势会降
低。
食品（有时称作“食品和饮料”）
指专供人类或宠物使用的食品、饮料、营养品及膳食补充剂和非处方 (OTC) 药。
散装
由供应商定制包装数量（而由非原食品制造商/加工商提供数量）且采用无品牌包装形式的食品。
对于裸露的食品（例如坚果）和包装的食品（例如某些糖果），如果不采用原始制造商数量而进行重新包装，则这些商
品可视为“散装商品”。多件装商品和供应商提供的混合装商品不属于“散装”范畴。
未加工农产品
以自然生长形式呈现的食品，
包括水果、蔬菜、谷物、坚果和类似的农产品，不包括加工食品（例如，烹饪、冷冻、脱水或碾磨食品）。但是，洗
涤、剥落外叶、打蜡等田间和其他农业作业不会被视为“加工”。
温控食品（为保证质量或性能）
温度控制不当会导致质量或性能降低（例如，融化的巧克力或维生素 D 补充剂的效力会减弱）。
商品发布要求

对于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任何商品，您必须遵守亚马逊的发布标准，同时还应遵守“食品”分类的特殊标准。

任何膳食或不含过敏原声明（例如有机、犹太认证、不含谷蛋白和不含奶制品）均须标示在实际商品标签上，且任
何特殊声明均须获得相关法规的批准。

必须为所有新品商品提供准确的单品价格 (PPU) 数据。

以下商品类型应遵守食品分类特有的附加商品信息数据标准：
o 对于卖家针对单件商品创建的多件装商品，卖家必须遵循相关食品指南。
o 对于卖家创建且不属于多样化定制包装的单杯式热饮商品政策范围的所有混合装商品：
o 如果混合装商品所包含的商品不属于同一品牌，您必须使用已经获得批准的品牌名称，即“定制混合装”，而不
能使用其中任何一件商品的品牌名称，也不能使用其他定制品牌名称。
o 您必须在详情页面上完整地指出商品信息页面上的混合装商品内包含的商品，且不能有任何偏差。
o 您必须在商品要点内说明，混合装商品并非由制造商提供，且不会以原始制造商的包装进行配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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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o
o
o
o
o

如果以合装包的形式销售商品，则包装外部标注的有效期必须为合装包中单个商品的最早失过期日期。
卖家创建的所有其他捆绑商品必须符合通用的商品捆绑销售政策。
亚马逊只允许销售符合以下条件的植物商品：
允许在所有美国管辖区内销售并运输至所有美国管辖区。
采用双重包装和密封，防止引来害虫。
符合限制销售特定商品的亚马逊内部标准。
禁售植物商品示例：
美国农业部 (USDA) 认定为“有害”或其他相关州或地方政府机构将其归入类似分类，且须接受 USDA 或其他相关
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检疫（例如 USDA 的柑橘溃疡检疫或华盛顿州葡萄病毒检疫）的植物、植物商品或种子以及
非法植物、植物商品或种子。
o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USDA 植物保护和检疫计划、联邦和各州的毒草名录和国家植物委员会，了解有关各州
植物法规的信息。
亚马逊强制措施
如果卖家未能达到性能目标及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亚马逊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

如果您多次未达到要求，亚马逊将禁止您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

您必须填写一份根本原因调查申请，并采取纠正措施来避免重蹈覆辙。

亚马逊会定期执行审查，以确保冷链充分合规。

亚马逊可能会撤销您的销售权限。
附录 9：销售“工业与科学”类商品
亚马逊对新卖家加入“工业与科学”分类设有限制，以确保买家能放心在亚马逊所有卖家处购买商品。
此处列示的销售指南适用于“工业与科学”分类下的销售活动，反映了买家对商品质量、商品品牌和消费安全的关注。此
外，请务必遵循进出口限制，以确保买家能够买到工业与科学用品的高品质正品。
分类要求

卖家必须拥有现行的专业销售计划。

卖家必须展开合理调查，以确保其“工业与科学”类商品的详情符合适用的当地、国家、联邦和国际法律和法
规。

所有商品都必须符合北美商品安全标准。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加拿大消费品安全卫
生资源。

在“工业与科学”分类下，卖家应仅发布工业与科学用品。发布非工业或科学用品将导致卖家在此分类下发布商
品的批准被撤销。
商品详情

所有商品数据和图片必须适合所有年龄段，并且适用于我们的全球社区。商品数据和图片不得描绘或包含裸体
或色情、淫秽或攻击性内容。

在亚马逊上销售任何商品时，卖家都必须遵循亚马逊发布标准，并同意以恰当、准确的方式对其商品进行分
类。

卖家提交的商品名称、要点和商品描述必须清楚无误，并有助于买家了解商品。

即使卖家从外部来源获得图片，也应保证其上传的所有图片的质量。

卖家必须查看“工业与科学”分类风格指南和分类树指南中的商品发布指南，并使用正确的商品类型关键字 (ITK)
对商品进行准确分类。

卖家必须使用特定于工业与科学分类的正确库存文件模板，以便在商品信息中应用正确的 ITK。
附录 10：音乐和 DVD
为了持续提供一流的购物体验，我们针对音乐和 DVD 分类中可能存在较高正品问题风险的部分商品实施销售资格。音
乐和 DVD 分类中的部分商品会受限，而其他商品需要申请方可销售。
注意： DVD 分类包括蓝光和 4K 格式。
要确定您是否有资格在音乐或 DVD 分类中销售某件商品，您可以通过您的卖家平台账户检查单个商品信息，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1.
在卖家平台中，点击库存下拉菜单并选择【添加新商品】。
2.
搜索您希望销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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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在搜索结果中，点击商品右侧的【有商品发布限制】。
如果出现【请求批准】按钮，您可以点击该按钮以开始申请流程。如果未出现“请求批准”按钮，则表示我们目
前不接受销售此商品的申请。
申请要求
“请求批准”链接将包含申请要求以及有关如何提供所需信息的说明。
常规申请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1.
您的主要库存供应商
2.
您计划销售的预计商品数量
3.
至少 1 张由您的最大库存供应商出具的发票，能够代表您计划销售的商品类型
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评估您的申请。提交的发票将接受验证。请注意，我们不接受形式发票（购买或交付货件前发
出的发票）。
重要： 如果您提供伪造票据，则我们将取消您在亚马逊的销售权限。
附录 11：体育收藏品
亚马逊限制新卖家加入体育收藏品店铺，以确保买家能够放心地向亚马逊上的所有卖家购买商品。体育收藏品店铺的销
售要求反映了买家对商品质量和买家信任的关注。
您必须符合下列要求才能在体育收藏品店铺中销售商品。
卖家要求

保持订单缺陷率低于 0.75%。

继续参加专业销售计划。

发布的大多数商品获得下列一家或多家机构的鉴定或评级：
第三方鉴定机构：

Ace Authentic

Beckett Grading Services

Fanatics Authentic

Frameworth

Grey Flannel

Highland Mint

Icon Sports Memorabilia

James Spence Authentication (JSA)

Major League Baseball（MLB 鉴定）

MeiGray Group

Mounted Memories

NFL Players Inc.

Panini Authentic

Professional Sports Authenticator (PSA)

PSA/DNA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Steiner Sports

Topps Collectibles

TRISTAR Authentic

Upper Deck Authenticated (UDA)
第三方评级公司：

Beckett Collectors Club Grading (BCCG)

Becket Grading Services (BGS)

Professional Sports Authenticator (PSA)

Sportscard Guaranty (SGC)
一般要求

商品图片必须来自独立网站或图片托管网站，或作为附件显示。

商品必须是正品收藏品。我们不允许销售任何假冒、复制或仿制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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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数据和图片必须适合所有年龄段，适合我们的全球客户群。商品数据和图片不得描述或包含裸体或色情、
淫秽或低俗内容。

卖家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任何商品都必须遵循亚马逊商品信息标准。
o
卖家必须已查看运动纪念品和/或集换式卡片商品信息模板，并同意以恰当而准确的方式对其商品进行
分类。
o
卖家必须提交清楚的商品名称、要点和商品描述，以便买家了解商品。

所有商品图片必须符合亚马逊网站的图片标准。
o
卖家必须保证自己查看过卖家平台上发布的图片上传指南，并确保上传的所有图片均符合这些指南。
o
图片必须采用白色背景，且不得包含插图、水印或未经授权的内容。
o
图片最长边必须至少为 500 像素，最好是 1000 像素。
体育收藏品店铺的相关费用
除了我们费用表中列出的其他费用外，卖家还需要为发布在“体育收藏品”分类下的每件所售商品支付一笔销售佣金。对
于发布在“体育收藏品”分类下的商品，亚马逊会从总销售价格（含任何运费或礼品包装费）中扣除比例不一的费用作为
销售佣金，其中不含亚马逊税务计算服务征收的任何税费。

对于总销售价格中不超过 $100 的部分，收取 20% 的销售佣金

对于总销售价格中 $100 以上、不超过 $1,000 的部分，收取 10% 的销售佣金；

对于总销售价格中超过 $1,000 的部分，收取 6% 的销售佣金。
例如，如果总销售价格为 $500，则销售佣金的计算方式如下：$20（总销售价格的前 $100 部分）+ $40（总销售价格的
剩余 $400 部分）= 总销售佣金 $60。
下一步
如果您满足以上所有要求，请向 collectibles-application@amazon.com 发送电子邮件。在您的消息中，请详细说明您在
该分类中的历史销售记录，并提供能够帮助我们做决定的支持文件。请注意，由于有大量申请，回复可能会延迟。
附录 12：“玩具和游戏”假日销售要求
我们会针对“玩具和游戏”分类设置假日销售要求，以便在亚马逊上保持良好的买家体验。销售合作伙伴必须符合以下绩
效标准，才能够在假日期间销售卖家自配送“玩具和游戏”类商品。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您就无法在假日季直接配送
订单商品。
在确定您的绩效标准时，我们会考虑所有卖家自配送订单。使用亚马逊物流 (FBA) 的订单无需遵守假日销售要求。
基于卖家自配送订单（非亚马逊配送订单）的绩效标准

在亚马逊上的首次达成销售的时间应早于假日季开始前的 2 个月，并且所销售的商品不仅限于“玩具和游戏”。

至少处理和配送 25 笔卖家自配送订单。

配送前取消率不得超过 1.75%。

迟发率不得超过 4%。

订单缺陷率不得超过 1%。
如果您的绩效没有达到上述标准，我们建议您立即采取纠正措施，以便可以在本假日季销售卖家自配送“玩具和游戏”类
商品。为了使让符合要求或提高您的绩效，我们提供了以下建议。

监控您的买家指标并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经常您账户的【管理订单】部分查看您的订单

尽可能减少取消的订单；仅上架有货的库存

在您无法配送订单（例如在度假）时更新您的账户状态

及时配送订单并确认发货

确保您的卖家政策保持最新

如果与外部承运批发商合作，您需要落实其对及时提供配送确认的 SLA 承诺

提高绩效的其他方式
常见问题：
符合一个国家/地区的标准，是否意味着我在自己销售商品的所有国家/地区都获得了批准？
在假日季销售“玩具和游戏”类商品的资格针对各个国家/地区分别确定。如果您在多个国家/地区进行销售，您的绩效指
标将针对每个国家/地区分别进行评估。
这会影响我的亚马逊物流订单吗？
不会，使用亚马逊物流 (FBA) 的订单无需遵守假日销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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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亚马逊物流订单没有计入我的绩效标准？
假日销售要求的目的是确保在需求量高的时段内，即使不通过亚马逊配送订单，买家也能获得良好的亚马逊购物体验。
该标准用于确认销售合作伙伴拥有相关经验和绩效，能够通过卖家自配送履行对亚马逊买家的承诺。
非“玩具和游戏”分类的卖家自配送订单会计入我的绩效标准吗？
会，亚马逊上指定日期内的所有卖家自配送订单都将计入您的绩效标准。
如果我在 2018 年获准销售卖家自配送“玩具和游戏”类商品，那么我是否仍需要满足绩效标准才能在 2019 年假日期间
销售卖家自配送“玩具和游戏”类商品？
是的，亚马逊每年会重新评估销售合作伙伴的资格。
如果我不符合要求，我在“玩具和游戏”中的现有商品会怎样？
对于没有资格在假日期间销售的销售合作伙伴，现有玩具和游戏商品将处于“非在售”状态。相关要求撤销后，您需要重
新发布非在售 ASIN。
附录 13：视频、DVD 和蓝光光盘
亚马逊对卖家加入“视频、DVD 和蓝光光盘”分类设有相关限制，旨在确保买家能放心地在任何亚马逊卖家处购买商品。
注意： 您的视频和其他内容（如封面图片和商品描述）必须符合这些内容政策指南中的要求，这些指南可能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我们保留判定内容是否恰当的权利。为了提供最佳的买家体验，我们可能会选择不提供您的内容或
以其他方式限制其可用性。如果您不遵守这些内容政策指南，我们还可能会酌情采取纠正措施，例如取消您发布的商
品、暂停或没收付款以及撤销销售权限。
申请流程概览
请参阅下方的申请要求。查看分类要求后，可点击页面底部的【请求批准】按钮开始申请。
卖家最低要求
只有符合以下要求的卖家才有资格申请：
如果您没有专业卖家账户，您必须同意在申请获得批准后 30 天内升级到专业销售计划。
订单缺陷率 (ODR) 为 1% 或更低
取消率为 2.5% 或更低
迟发率为 4% 或更低
卖家账户的“绩效”部分提供您当前的指标。
如果您的账户不符合最低要求，您的申请将被拒绝。请先采取纠正措施，确保绩效指标达到最低要求，然后再申请。
卖家在申请流程中必须提供的信息
在申请过程中，您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您的主要库存供应商
您计划销售的预计商品数量
至少 3 张由您的最大库存供应商出具的发票或订货单，能够代表您计划销售的商品类型
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信息评估您的申请。
注意： 我们将验证您提交的任何发票或订货单。如果您提供伪造的文件，您将失去亚马逊销售权限。
下一步
如果您想要申请，并且您的账户符合上述最低标准，请点击请求批准。

关注“全球开店”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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