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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站 注册渠道已在 官网上线

新加坡站 官 网

一键直达

https://gs.amazon.cn/sg.html?ref=as_cn_ags_sg_guidance&ld=CNGSSGREG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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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① 库存

② 全球销售

③ 亚太

④ 创建新加坡卖家账户

新加坡站注册渠道

步骤1. 点击官网注册：

gs.amazon.cn

步骤2. 卖家后台注

册：

https://gs.amazon.cn/middle-east.htm/ref=as_cn_ags_hnav1_me


注册及身份验证所需材料

1) 法人身份证/护照

a) 证件上的姓名必须与营业执照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一致

b) 必须由持有人本国家/地区政府出具

c) 身份证须上传正反两面

d) 只接受彩色照片/扫描件，不接受黑白复印件，图片必须完整清
晰可读

e) 证件应在有效期内

2) 营业执照

a. 必须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台湾出具

• 中国大陆：营业执照

• 中国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 （两件文档必须合并提供）

• 中国台湾：有限公司设立登记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表/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表/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登记表

b. 请提供彩色照片/扫描件，不接受黑白复印件，图片必须完整清晰可读

c. 中国大陆营业执照和香港商业登记条例距离过期日期均应超过45天

<公司卖家所需材料>

<个人卖家所需材料>

1) 身份证/护照

a) 证件上的姓名必须与营业执照上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一致

b) 必须由持有人本国家/地区政府出具

c) 身份证须上传正反两面

d) 只接受彩色照片/扫描件，不接受黑白复印件，图片必须完整清
晰可读

e) 证件应在有效期内

2) 信用卡对账单、银行对账单或费用账单

a) 账单上的姓名必须和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一致

b) 信用卡对账单或银行对账单必须为银行出具，账单必须是在过去180天内发出的

c) 费用账单必须是公共事业单位出具的水费、电费或燃气账单, 账单必须是在过去90天内发出的

d) 图片必须清晰可读

e) 您可以隐藏货币金额，但文档必须保持完整并且其他信息清晰可见

f) 我们不接受屏幕截图

g) 如果您有多个副本，请将它们合并到一个文件中进行上传



点击创建亚马逊账户

姓名

注册邮箱

密码

确认密码

确认创建
亚马逊账号

提示：

1. 请使用全新邮箱注册新加坡站

2. 请在填写邮箱时确认其正确性。一旦填错，无法修改。

1. 填写姓名、邮箱地址、密码，创建新用户



OTP(One Time Password)
验证码已发往第一步填写的注册邮箱，请输入后点击进入下一步。

2. 邮箱获取验证码



选择中文

选择企业/个人卖家

同意并继续

每一步都可以点

获取支持

进入支持界面

每一步都可以点

政策和协议 进入相关页面

3. 选择企业/ 个人卖家



如何获取支持页面

输入问题类型

输入问题描述

输入可联系到您的电子邮件

输入可联系到您的电话



选择中国、中国香港
或中国台湾

填写公司实际运营地
址

填写展示消费者界面
的-店铺名称

填写手机号

保存并继续

提示：

1. “注册地址”填写公司实际运营地

址/个人实际居住地址（审核时

可能需要提供带有该地址的公

共事业账单）

2. “公司显示名称” 填写店铺名

（例: Amazon ）

3. 所有文字符号必须是英文输入

状态，标点符号需是英文的半

角格式，否则系统可能无法识

别。

4. 填写地址、卖家名称、联系方式，进行电话/短信认证验证码



点 击

5. 出货方式直接保存继续，不影响卖家平台使用FBA或自发货



输入卡号、到期日

持卡人姓名
（需与信用卡上信息一致）

信用卡账单地址

点击

点击

提示：

1. 请使用可以支付美元的中国境内银行

双币信用卡 (Visa, MasterCard 卡均可)

2. 确认默认地址信息是否与信用卡账单

地址相同。如不同，请“添加其他账单地

址”新增。请使用英文或者拼音填写地址。

3. 信用卡持卡人与账户注册人无需为同

一人；公司账户亦可使用个人信用卡。

4. 若填写信息正确，系统会尝试对该信

用卡进行预授权以验证该信用卡尚有信

用额度，持卡人可能会收到发卡行的预

授权提醒。

6.  设置付款方式



点击

亚马逊会列举一些问题请您回答，借此了解

您的产品性质和开始销售时计划的数量。基

于这些信息，亚马逊会推荐适合您账户的相

关工具和信息。（此步骤可跳过，待账户注

册成功后可在卖家平台继续完善）

7. 选择商品信息



勾选商品分类后，

进入

身份验证界面

点 击



8. 进入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是卖家在亚马逊开店前必须进行的一个步骤。为提供更好的卖家体验，亚马逊新加坡站将对

所有卖家进行“身份验证”，并将审核未通过的原因提示发送至您的注册邮箱，请重新提交相关材料。我

们将为您介绍新加坡站点身份验证的详细要求及流程。

◆ 此页信息提交后无法更改，请务必慎选。

◆ 公司所在国家/地区依据营业执照签发国家/地区选择。

◆ 一般情况下，亚马逊将审核未通过原因提示由邮件发送。身份验证期间请务必留意您的注册邮箱，

查收来自亚马逊的邮件。



卖家常犯错误提醒

• 多页文件（例如：中国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请合并到一个文件中进行上传

• 卖家输入的信息（例如：法人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营业执照编号）务必与提交的文件中的信息相符

• 中国大陆公司卖家需要输入营业执照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国香港公司卖家需要完整输入商业登记证的“登记证号码”，中国台湾公司卖家需要输入“统一编号”

• 请中国大陆公司卖家务必注意：营业执照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不会出现字母“O”，请勿将数字“0”误认作字母“O”填写

• 营业执照上的公司名称若是中文，请输入拼音，请勿自行翻译

• 扫描或照片必须保持所有信息清晰可读

• 我们不接受截屏

• 我们不接受黑白复印件

• 卖家验证信息披露：

• 为了验证卖家身份，保护消费者权益，亚马逊可能在您注册账户的过程中，要求您提交涉及您或您公司的信息，包括您的姓名、身份证信息、银行及信用卡信息、

地址、电子邮箱以及手机号码等（“信息”）。我们所收集的您的信息，将由亚马逊、亚马逊关联方以及第三方服务商用于验证、存储及管理，且可能被转移至您所

居住的国家之外（包括位于美国或您注册或使用亚马逊服务所在国家的亚马逊关联公司）。您可以查看亚马逊隐私通知 了解详细的隐私政策。

• 如果您不愿意向亚马逊提供上述信息，请您即刻终止亚马逊卖家注册流程。

卖家验证信息披露



注意：公司卖家务必选 “我是公司卖家/ I am managing this account" 

公司卖家依照营业执照签发
地选择。

企业注册请务必选择
“公司卖家”，

并提交营业执照

8.1 公司身份注册: 选择公司身份



选择身份信息

证件有效期、签发国
（日/月/年）

填写公司名称，与营
业执照上的一致

填写营业执照编号

填写姓名（中文）
出生日期

中国大陆公司请选择“法定代理人”，
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公司请选择“董
事或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到期日若显示“永
久”，请输入31/12/2099

中国大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中国台湾：公司统一编号
中国香港：商业登记证的登记证号码

此处企业名称填拼音，如是香港公
司可填写注册证书上的公司英文名
称

8.1 公司身份注册: 输入公司信息

若实际运营地址与营业执照注册
地址不一致，选择添加其他地址，

并且添加营业执照地址



选择附件

点击提交

文档中的详细信息应该与给定的详细信息相符

以彩色扫描原始文档或使用移动设备拍摄照片。 请勿提交

屏幕截图。

文件必须小于 10MB

接受的格式为 *.png、*.tiff、*.tif、*.jpg、*.jpeg 和 *.pdf 

上传 身份证

证件图片必须为高清, 彩色且一览无余。图片必须展示完整

的证件页面, 或者如果为居民身份证, 则需展示身份证的两

面，并将它们合并到一个文件中进行上传

上传 营业执照

• 中国大陆：营业执照

• 中国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 （两件文档

必须合并提供）

• 中国台湾：有限公司设立登记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登记表/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表/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

表

点击“编辑信息”回到上页

8.1 公司身份注册: 上传附件



8.1 公司身份注册: 注册完成, 等待认证结果

提交之后一般会需要 2个 工作日对您的资料进行验证，

请留意您的注册邮箱。

若未收到邮件通知，请尝试登录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

查看是否注册完成。



个人卖家在此步骤选择

不，我是个人

点 击

输入您身份证件上的姓名

8.2 个人身份注册: 选择个人身份



个人卖家选择
我是个人卖家

点击

8.2 个人身份注册: 选择个人身份



选择身份证或护照
输入证件信息

【中文】输入证件上
的姓名及出生日期

身份证到期日若显示“永久”，
请输入31/12/2099

点 击

8.2 个人身份注册: 输入个人信息

祺浩 段



点击“编辑信息”回到上页

可选择银行账户对账单

或信用卡对账单。

文档中的详细信息应该与给定的详细信息相符

以彩色扫描原始文档或使用移动设备拍摄照片。 请勿提交屏幕

截图。

文件必须小于 10MB

接受的格式为 *.png、*.tiff、*.tif、*.jpg、*.jpeg 和 *.pdf 

上传 身份证

证件图片必须为高清, 彩色且一览无余。图片必须展示完整的证

件页面, 或者如果为居民身份证, 则需展示身份证的两面，并将

它们合并到一个文件中进行上传

上传其他文件（信用卡对账单、银行对账单）

a. 账单上的姓名必须和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一致

b. 信用卡对账单或银行对账单必须为银行出具，账单必须

是在过去180天内发出的

c. 费用账单必须是公共事业单位出具的水费、电费或燃气

账单, 账单必须是在过去90天内发出的

d. 图片必须清晰可读

e. 您可以隐藏货币金额，但文档必须保持完整并且其他信

息清晰可见

点 击

8.2 个人身份注册: 上传附件



8.2 个人身份注册: 注册完成，等待认证结果

提交之后一般会需要2个工作日对您的资料进行验证，请留意您的注册邮箱。

提交之后一般会需要 2个 工作日对您的资料进行验证，

请留意您的注册邮箱。

若未收到邮件通知，请尝试登录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

查看是否注册完成。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


9. 恭喜您注册成功，开启新加坡掘金

身份验证通过后，您的注册邮箱将收到一封“Welcome to Selling on Amazon”的通知邮件，即为注册成功。您可以通过Seller Central的

链接进入卖家卖家平台，开始上架销售。 或登录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



10. 启用两步验证

点击“启用两步验证”



第1步：

1. 选择区号

2. 输入您的手机号

3. 点击发送验证码

第2步：

1. 选择区号

2. 输入您的手机号

3. 点击发送验证码

4. 也可以选择跳过

10. 启用两步验证



10. 启用两步验证

点击：

“了解。启用两步验证”

进入卖家平台



11. 其他一些常见问题

• 我还有问题，去哪里寻求解答？

您可以点击卖家平台右上角的帮助和搜索按钮，查找您想了解的所有关于亚马逊新加坡站点卖家运营的信息。我们同时为您准备了帮助您账户销售

成功的各种培训材料信息指南，我们鼓励您花时间了解学习。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卖家平台的“帮助”按钮，联系亚马逊卖家支持团队，解答您的问题。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help/hub/

• 目前亚马逊全球开店计划可以开通在哪些国家市场的销售？

目前“全球开店”可以开通的站点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澳洲、印度和阿联酋。其中美国，加

拿大和墨西哥为北美联合帐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为欧洲联合帐号，联合帐号是指卖家其中任意一个站点，就可以不需要再提供其他资

料联带开通联合帐号内的其他站点。

• 是否可以使用中文填写注册信息？

无论您选择中文还是英文来显示相关界面，所有相关信息请使用拼音或者英文填写。

• 什么是卖家显示名称？

您的亚马逊商品以及卖家信息中显示给买家的名称。

• 我可以稍后更改我的显示名称吗？

是的，您可以在卖家平台开case，由seller support修改。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help/hub/


• 在亚马逊新加坡市场注册时，我为什么需要提供我的法定企业名称？

需要提供此信息，以便遵守新加坡的商业惯例和客户保护标准。

• 为什么我需要提供我的商品类别？

如果某个类别需要预先批准，亚马逊将会接着带您完成该步骤。

• “公司法人代表”是什么意思？

法人代表是经您的企业授权可代表其开展业务（例如接受条款和条件、开设付款账户等）的人。法人代表可能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被授予特定权力的人。

• 首要联系人是如何定义的？

首要联系人是有权限访问“我要开店”付款账户、代表账户持有者（注册卖家）提供注册信息并发起支付和退款等交易的人。首要联系人的行为被视作

代表账户持有者本人的意愿。

• 为什么需要提供我打算上架的商品数量？

根据您的商品数量，亚马逊将提供多种商品上架方式，给您带来更简便的上架体验。

• 我能否在以后添加或删除服务？

是的，您可以在完成注册之前的任何时间查看和更改您的选择。



• 我是否需要提供其他信息才能更改我的选项？

如果所选的新服务需要提供其他信息，则必须提供。此外，需要提供其他信息时，设置摘要页面上的相关部分的状态将显示“未完成”。

• 我输入的信息会丢失吗？

不会。您在注册过程中提供的所有数据都不会丢失。但是，您只能看到当前所选服务相关的信息。

• 我为何要提供信用卡信息？

如果在清算期快结束时，您的卖家账户结余为负，我们会从您的信用卡中扣除每月订阅费或其他销售费用。

• 立即就从我的信用卡中扣除费用吗？

否，在您设置账户时，我们不会向您收取费用。

• 我在开户后是否可以提供其他信用卡？

是的，您可以在卖家账户卖家平台开case，由seller support修改。

• 我不小心注册了一个账户或者不再需要我的账户了，如何关闭账户？

请联系卖家支持关闭账户。



12. 附录

• 价目表：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gp/help/200336920

• 需要批准的商品&受限商品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gp/help/help.html?itemID=G200333160&

• 税费政策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gp/help/G20040582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gp/help/20033692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gp/help/help.html?itemID=G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g/gp/help/G200405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