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題助你直通亞馬遜

企業購數百萬優質企

業客戶

亞馬遜企業購|亞馬遜的商業採購新站點
gs.amazon.cn/amazon-business.htm



問題 1

亞馬遜企業購與亞馬遜網站

有何區別？

亞馬遜企業購(Amazon Business)是亞馬遜的商業採購新站

點。它為喜愛亞馬遜網站的企業及機構客戶提供更豐富的選

品、便利的採購體驗，和為各規模企業設計了多樣的功能。

它也為賣家提供聯通全球數百萬優質企業及機構買家的高效

管道。

專為企業需求設計

亞馬遜企業購為企業提供適用於各種產品的一站式採購解決方

案。它有助於各規模組織對採購進行整合，最大限度減少用於

企業採購的支出，並更深入地洞察採購情況。

企業可以創建多用戶帳戶，以便從亞馬遜上的數億個產品中進

行選擇，其中包括企業專用商品。全球各類企業及機構客戶均

可享受亞馬遜推出的企業專屬定價，簡單價格比較，批量折扣

以及 Business Prime 會員配送服務。

無縫體驗，倍感熟悉

在主頁上，已註冊的亞馬遜企業購企業買家可以在熟悉的亞

馬遜界面中購買一切所需產品。

其可以輸入產品名稱或相關的關鍵字，或瀏覽與其行業相關

的產品類別。內容豐富的產品詳情頁面展示他們需要了解的

一切訊息。（點擊此處了解企業買家前台購買界面）

Amazon 亞馬遜企業購(Amazon Business)

買家類型 個人客戶 具有稅號的企業、組織，及個人客戶

買家帳戶類型 單用戶 多用戶

定價模式 零售 企業定價、零售、協議定價

付款方式 信用卡、亞馬遜網站商店專用信用卡 企業信用卡、亞馬遜網站企業信用卡

產品類型 所有產品 所有產品，包括企業專用產品

批量折扣 無 數量階梯折扣

配送服務 Prime、賣家自配送Prime 計劃 Business Prime、賣家自配送Prime 計劃

採購洞察 訂單歷史 審批工作流、採購分析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的十問十答



問題 2

什麼是亞馬遜企業購賣家計

劃？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計劃幫助希望邁入電商市場的您提供所需的銷

售工具和功能，從而幫助您拓展面向企業買家的銷售業務，以進

一步提高您在亞馬遜上的銷售額。加入亞馬遜企業購的企業賣家

向全球數百萬企業客戶提供產品，包括大型醫院系統、政府、世

界 500 強企業、大學等。 （點擊此處學習如何開通）

企業商品價格

您可以提供批發價格——只對已註冊的企業客戶可見——以

吸引更大的訂單。此外，還可以限制某些產品，使其只對經

過驗證的企業買家可見。（點擊此處學習如何避免設置誤區）

數量折扣

為方便客户批量購買，您可以為每種產品設置定價層級。企業

客户可以查看某些批量購買的價格折扣，並申请更大宗訂單的

特價。（點擊此處學習如何輕鬆批量更新）

歐洲增值稅計算服務（VCS）

VCS（VAT Calculation Service）免費幫您自動開票，

生成 增值稅計算報告，在您的商品詳情頁面顯示不含稅

價格， 增加您贏得購買按鈕的機率，帶來更高轉化率。

(已開亞馬遜歐洲站的賣家，點擊此處學習如何使用 VCS)

增強商品內容

可通過提供企業客戶所需的詳細內容來優化您的產品頁面，幫

助客戶更加準確地了解和使用您的產品 （點擊此處學習如何上

傳），例如：

• 用戶指南

• 安全信息

• 應用指南

• 規格表

• 對比圖表

• MSDS/SDS (安全技術說明書)

• CAD 文件 (計算機輔助設計圖紙)

資格認證和質量證書

可申請質量、多元化和所有權認證，這些認證將幫助您在希望

了解更多供應商信息、實現高質量採購目標或實現社會責任支

出目標的企業客戶面前脫穎而出。（點擊此處學習如何展示認證）

除了以上一系列免費功能，我們的在線詢價、在線招投標和亞馬遜批發商城等項目，可以幫助您獲取更多批量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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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我主營品類是否合適

亞馬遜企業購？

答案很簡單：是的。

從獨資企業到擁有數千名員工的大型企業，越來越多的

企業依賴於亞馬遜企業購提供的便利、選品和質量。為

這些企業買家提供的選品適用於來自不同行業的賣家。

（點擊此處學習如何通過後台數據獲取定制化高需產品清單）

適用於各個品類

亞馬遜企業購客戶包括世界500 強企業、醫院、大學、政府、餐廳、酒店、製造商、科技企業和其他行業機構。如果你的品類符

合以下熱門的商業使用場景，那你的產品就具備“商業採購熱門需求屬性”，你也可以依賴亞馬遜企業購一系列電子商務工具和 功

能增強你的品類拓展（點擊此處獲得企業熱購選品趨勢）：

對在售產品、購買者和價格的穩定可見性。

專業級產品的企業專供產品。

對醫療和製造等受監管類別產品的訪問限制。

辦公&茶水間 電子科技用品 工業品 餐廚用品

醫療科研用品 學校用品 商用家具 酒店用品

（點擊上方細分品類名稱獲得熱門選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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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亞馬遜企業購有哪些物流配送

服務？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可從多種不同的配送和執行選項中進行選擇，

以充分滿足客戶的需求。賣家既可以自發貨，也可以使用成熟的

亞馬遜物流網絡配送訂單。此外，企業賣家可以提供快速便捷的

Business Prime 會員配送服務。

賣家自發貨物流

在此模式中，您可以在自己的工廠執行訂單，並負責執行流程

的各個方面。必須遵循亞馬遜企業購包裝要求，並滿足客戶對

亞馬遜企業購的高性能標準期望。（點擊此處學習自發貨模式）

賣家負責：

許多企業賣家採取綜合方式配送訂單。他們發現一些產品更適

合從自家工廠存儲和配送，而其他產品更適合使用亞馬遜物流。

Business Prime 會員

• 定價 • 客戶服務
如今，許多采購專業人士在私底下都是 Prime 會員，他們越來

越希望在工作採購時也能獲得同樣的便利。這些企業客戶認可

並信任 Prime 會員標誌，該標誌代表著快捷的配送和優質的客

戶服務。

• 配送

• 包裝

• 儲存

亞馬遜物流（FBA）

各規模賣家利用先進的全球亞馬遜物流網絡擴展業務並覆蓋更

多的客戶。產品存儲在亞馬遜物流中心，訂單由亞馬遜執行。

（點擊此處學習如何使用 FBA）

賣家負責：

註冊 Business Prime 會員的企業可以針對其數千萬種產品為其

帳戶上的所有用戶提供無限快捷的免費配送服務。

提供 Business Prime 會員的兩種方式：

FBA Business Prime 配送計劃

通過FBA 配送的產品符合Business Prime 會員的資格，因為其

由亞馬遜直接執行。

• 定價

亞馬遜負責： 賣家自配送 Prime 計劃

• 配送

• 包裝

• 客戶服務

• 儲存

如果您具有先進的訂單處理和物流能力，並持續提供優質的客

戶服務，則可以參入賣家自配送 Prime 計劃並直接從您的工廠
發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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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

亞馬遜企業購的銷售成本

和費用是多少？

如果您已經擁有亞馬遜專業銷售帳戶，可以通過賣家平台幫助

頁面搜索“亞馬遜企業購”直接免費開通亞馬遜企業購賣家計 劃，

並且使用企業端專屬賣家功能。如果您在亞馬遜還沒有開店，

需要先註冊一個亞馬遜專業銷售帳戶，支付月度服務費39.99

美元/月。

銷售佣金

開通亞馬遜企業購，不需要支付額外的銷售佣金，統一遵

循亞馬遜銷售佣金標準，每售出一件商品需支付佣金，

根據產品類別的不同，佣金費用從8%到15%不等，並且

針對部分產品類別具有佣金折扣。亞馬遜根據總銷售價

格扣除對應的佣金百分比。如需了解佣金費詳情，請參見

“在亞馬遜企業購上銷售產品費用表”。

銷售佣金比例視品類而定。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的十問十答



問題 6

如何通過亞馬遜企業購提升我

的業務發展？

亞馬遜企業購已成為企業在線採購的首選站點。根據

B 2 B e c N e w s 調查顯示大約每 1 0 個美國企業客戶

中，有 8 個在通過亞馬遜搜索和購買產品。您可以

利用在亞馬遜上銷售帶來 的曝光度來擴展全球業務，

並將客戶群擴展至在亞馬遜企業購 上的數百萬企業

及機構買家。

覆蓋面廣，發展迅速

自 2 0 1 5 年運營以來，亞馬遜企業購發展迅速。運營

的第一年，我們的銷售收入達到 1 0 億美元。如今，我

們的年度全球銷售收 入超過 1 0 0 億美元，其中 5 0％

的銷售額來自像您這樣的第三方賣家。

2019 年， 亞馬遜企業購在全球市場已經擴展到九個國家：

• 美國

• 加拿大

• 英國

• 意大利

• 印度

• 日本

• 德國

• 法國

• 西班牙

企業買家已入駐亞馬遜

Forrester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92%的B2B 買家使用亞馬遜來

研究工作採購，82%的買家在亞馬遜網站上進行工作採購。 *這

些專業企業客戶已經習慣了從亞馬遜採購。作為一個企業賣家，

您可以為他們提供亞馬遜體驗的選品、便利和安全，還可以根據

企業需求定制功能和定價。

切記——通過亞馬遜企業購，您既可以將產品售賣給亞馬遜的個

人消費者，也可售賣給亞馬遜企業購的企業買家。

利用專業的電子商務知識

如今，超過 150,000 家企業賣家在亞馬遜企業購上销售。

包括 55 家美國財富 100 強企業，近 80 家全美 100 大教育

機構，以及 40 多個人口排名前 100 的地方政府。在日本，

60%的國立大學已註冊成為企業買家，必受到 IT 服務、地產、

運輸 等12 類细分行業的標竿企業的青睞。在歐洲，超過一半

的英國富時 100 指数企業，德國 17 家最大的醫院都在使用亞

馬遜企業購。例如優步、俄克拉荷馬州政府、華盛頓大學、西

門子、日本航空、大和運輸株式會社、星野集團等。

通過利用亞馬遜在電子商務領域的專長，您可以避免親自建立在線

B2B 電子商務網站帶來的成本和開銷問題，並推動站點的知名度

和交易量。亞馬遜開發的先進云安全功能有助於更經濟有效地保護

您 的企業數據和客戶訊息。

*Andy Hoar，Forrester，2017 年 Magento Imagine 大會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的十問十答



問題 7

如何在亞馬遜企業購上吸

引新客戶？

Prime會員標誌

通過對符合資格的訂單提供 Prime 會員配送服務，可以覆蓋更

廣泛的客戶群。目前 Prime 會員客戶已超過 1 億。

作為亞馬遜物流的參與者，您可以利用亞馬遜優質的物流來滿

足 Prime 會員企業客戶的需求。作為賣家自配送 Prime 會員，

您可以通過維護一系 列易於監控的客戶服務指標自行提供

Prime 會員服務。

無論您選擇哪種途徑，Prime 會員標誌會讓您更具吸引力，更

容易被企業客戶發現。

優化的賣家資料

企業客戶希望了解產品背後的供應商。如果他們要從供應商處

購買 1,000 種產品或建立長期供應關係，他們會希望了解賣家

詳情。強大的賣家資料可幫助您介紹企業的詳細情況，增加貴

企業的曝光度，有助於獲取高質量的複購客戶。

在亞馬遜企業購上註冊專業賣家帳戶後，您可以使用我們的資

料編輯器創建您的企業資料。您的資料可展示企業標誌，介紹

企業詳情，並展示質量和多元化證書。

與個人消費者一樣，亞馬遜企業購企業買家重視便利、選品和

品質，同時也希望了解相關供應商詳情。作為亞馬遜企業購賣

家，您可以使用諸多工具和功能，更好地幫助您的店鋪脫穎而

出，並提高對新客戶的曝光度。這些功能包括企業商品價格、

賣家資料、品質認證以及 Prime 會員配送。

企業商品價格/數量折扣

添加企業商品價格可以幫助產品提高贏得“購買按鈕”的機會，亞

馬遜企業購上的搜索結果會突出顯示提供數量折扣的商品。企業

買家相對於個人買家通常會買更多產品，但更少退貨。因此他們

期望獲得優於個人買家的折扣。根據亞馬遜企業購日本 2019 年

9 月統計數據，設置了企業商品價格/數量折扣的產品購買轉化

率比未設置時高出 27%。

專業的質量認證證書

對於眼光敏銳的企業客戶，上傳質量認證可以展示專業度，

有 助於更好地介紹企業詳情並吸引新客戶。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的十問十答

質量認證

• ISO 13485 - 醫療器械標準

• ISO 14001 - 環境管理體系

• ISO 22000/HAACP - 食品質量標準

• ISO 9001:2008 - 質量管理體系

• ISO 9001:2015 - 質量管理體系

• ISO/TS 16949 - 質量管理體系 - 汽車行業

• AS 9100 - 質量體系 - 航天



問題 8

在亞馬遜企業購上

銷售有哪些要求？

亞馬遜注重客戶體驗。當我們在 1995 年成立時，我們的使命是成為地

球上最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這一目標仍在繼續，如今我們的客戶，

包括全球數百萬家企業，對亞馬遜企業購體驗抱有高期望值。 (點擊此

處學習亞馬遜賣家行為準則)

對客戶的承諾

在亞馬遜企業購上銷售需要具有高標準的可靠性和性能，因

為對企業賣家計劃成員的要求比對在亞馬遜網站上銷售的賣

家的要求更嚴格。發貨前取消率、延遲發貨率或缺陷率較高

的賣家將無法滿足亞馬遜企業購客戶的需求。

如果您當前是亞馬遜網站上的專業賣家，則可根據您的過往

表現，獲得參與企業賣家計劃的資格。如果您當前不具備參

與該計劃的資格，可以申請特殊的參與權限；我們會審核您

的申請，並在大約三天內回复您。

企業賣家要求

作為亞馬遜企業購賣家，必須滿足客戶期望、兌現承諾、提

供優質商品。為了確保始終如一的卓越體驗，我們要求您滿

足包裝和績效相關要求。

企業訂單包裝要求

• 每個包裹擁有跟踪號

• 每個訂單包含裝箱單

• 每個包裹擁有採購訂單號（由客戶提供時）

最低績效要求

• 發貨前取消率低於 1%

• 延遲發貨率低於 2%

• 訂單缺陷率低於 5%（A2Z 索賠、退貨、退款）

大部分已經向零售客戶進行銷售的企業擁有滿足亞馬遜企業購

績效要求的基礎設施和能力。我們在賣家中心為您提供強大的

分析工具，讓您可以實時洞察關鍵性能指標，始終了解自身的

情況。

亞馬遜企業購 賣家的十問十答

https://gs.amazon.cn/policy.html?ref=as_cn_ags_sell_policy&seller_guide


問題 9

如何在亞馬遜企業購上保

護自己的品牌？

對於每個行業的品牌擁有者而言，保護產品商標是取得成功的

關鍵。因此亞馬遜提供強大的工具，幫助您保護貴企業免受未

經授權的經銷商和商標侵權，更準確地代表您的品牌，並查找

和報告知識產權侵犯行為。

品牌註冊(Brand Registry)

憑藉強大的文本和圖像搜索功能，品牌註冊可以讓像您一樣的製

造商和商標所有者洞察其品牌在亞馬遜和亞馬遜企業購上的展示

情況。

作為品牌所有者，您可以使用圖像、關鍵字或亞馬遜標準標識號

輕鬆搜索侵權或不准確的內容。通過精簡的指導性工作流程執行

可疑侵權行為的報告。

全天候全球調查小組通過品牌註冊收到可疑侵權通知後，將迅速

採取果斷行動。事實上，亞馬遜可在 8 小時內調查並處理超過

95％ 的可疑侵權行為。

自動保護功能通過有關您品牌的訊息主動刪除可疑內容，還可以

利用機器學習來預測和防止未來的侵權行為。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是一項商品真偽檢查服務，可幫助您保護您的

品 牌和客戶免受假冒商品侵害。這項服務向品牌提供主動的防

偽 保護。品牌商將 Transparency 條碼應用到商品上之後，亞

馬遜會在其運營中心實施 Transparency 檢查，從而確保向消

費者配送的已啟用 Transparency 服務的商品都是正品。

如果您想具體了解如何運作，請訪問Transparency 網站。

哪些企業可以進行亞馬遜品牌註冊？

只有產品或包裝上擁有有效註冊商標的亞馬遜供應商或第三方

賣家可以在品牌註冊表上註冊。註冊者必須能夠證明自己是商

標的權利所有者或授權代理人。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的十問十答

https://brandservices.amazon.com/transparency/zh-cn?ld=SOCNB2BLGN10questions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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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0

如何註冊亞馬遜企業購？

如果您已經擁有亞馬遜專業賣家銷售帳戶，可以直接在賣家

平台自助免費開通亞馬遜企業購，並”解鎖”更多企業端功能。

開通路徑：點擊設置-進入賬戶信息，點擊管理您的服務，勾

選“登記加入 Amazon Business”，完成註冊即可！

如果您需要新註冊亞馬遜專業銷售帳戶，這是一個簡化過程，

只需幾分鐘。立即填寫訊息，讓亞馬遜業務拓展經理幫你開始

註冊。

我們能夠提供幫助

如果您是亞馬遜新手賣家，請點擊此處，您將學習到需要在

亞馬遜企業購上開始銷售所需的入門操作寶典。我們可以幫

助您在海外站點佈局、選品、創建產品頁面，設置配送訊息

和企業資料，促銷資源等多方面提供建議。我們擁有一系列

的資源可以幫助您進行技術整合。

您也可以觀看“亞馬遜成功賣家故事”影片。影片詳細概述了賣家

如何透過利用亞馬遜企業購的功能和福利獲得業務增長的詳情

如果您尚未開店，無論您的電子商務能力如何，我們建議您訪問我

們的官方網站，請點擊此處，了解更多開店前準備的相關指南內

容。

你的企業客戶都在線上了，你呢？

立即使用亞馬遜企業購賣家功能，加速拓展向亞馬遜全球數百萬優質企業及機構客戶的銷售。

如果您已經開通亞馬遜企業購賣家計劃，請在賣家平台-績效-賣家大學-搜索“賣家必修課亞馬遜企業購”, 學習使用並優化 B 端功能！

亞馬遜企業購賣家的十問十答

開始學習

https://gs.amazon.cn/learn.html?ref=as_cn_ags_abforum&ld=SOCNB2BLGNCNABFlyer202009&BUSINESS
https://gs.amazon.cn/sell.html?%20ref=as_cn_ags_abforum&ld=SOCNB2BLGNCNABFlyer202009
https://m.media-amazon.com/images/G/28/AS/AGS/SU/CN_GS_AB_Basics_2.2_Seller_Tools.pdf?ld=SOCNB2BLGNCNABforumFlyer20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