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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高的销量――如何管理我的店铺 
2009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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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本设置  

1. 店铺名  

注意事项  

店铺名不同于公司名或营业执照上的名字，主要是为了让买家更能快速的找到你，并且能在各大搜索网站里

面迅速提高自己的网站页数名次。我们的店铺名一般不能超过 30 个字。这样我们就要合理利用这 30 个字的有限

资源。 

1. 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响当当的适合突出自己的店铺名字。能让客户眼前一亮、朗朗上口，购买后还能记得你。

如果你的实体店铺名在线下交易中已经为客户所熟知，也可以使用实体店铺的名字。 

2. 我们要明确自己主营的产品是什么。 

3. 我们要找出自己主营产品相关的关键字。 

4. 我们要合理对关键字的排序：主要销售的产品放前面，产品的品牌名称放在产品类型前面，关键字放在店铺

主名的前面。 

5. 巧用数字，方便顾客记忆。 

总的来说，就是采用关键字+店铺主名相结合的形式，既便于记忆，又能提高搜索的成功率，这样一个好看

实用又简洁的店铺名字取好了。 

例子  

诺基亚 索爱 三星 夏普 手机 港行 欧版 日版 易讯电讯 

金士顿代理 内存 数码存储卡 U 盘 永超电脑（注意：如果是出现代理、授权字样必须上传授权认证文件） 

Acer 宏碁代理 笔记本 上网本 瀚达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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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违反的基本规则  

1、未经购物平台许可，店标、店名、店铺公告及"个人介绍"页面禁止使用含有“太平洋特许”、“太平洋授权”

等含义的字词；  

2、店标、店名、店铺公告及"个人介绍"页面禁止使用太平洋电脑网或其它网站信用评价的文字和图标； 

3、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太平洋电脑网"专用文字和图形作为店铺宣传的文字和图形； 

4、店标、店名、店铺公告及"个人介绍"页面中禁止使用带有种族歧视、仇恨、性和淫秽信息的语言； 

5、店标、店名、店铺公告及"个人介绍"页面禁止使用不良言辞。例如，令人反感的词汇的多数字母或字（即 f**

或 s**）； 

6、店名、店标不得使用下列文字、图形： 

 （1）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勋章相同或者近似的； 

 （2）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相同或者近似的； 

 （3）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旗帜、徽记、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 

 （4）同"红十字"、"红新月"的标志、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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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同第三方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如：中国邮政、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

等； 

 （6）如用户或店铺不具有相关资质或未参加购物平台相关活动，不允许使用与特定资质或活动相关的特定含

义的词汇，例如：台湾馆，香港街，购物平台商城、消费者保障计划、先行赔付等  

 （7）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8）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 

 （9）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10）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店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店标继续有效； 

7、店铺公告及店铺"个人介绍"页面禁止使用下列文字、图形： 

 （1）店铺公告及店铺"个人介绍"页面可以用于介绍卖家的业务，但不可以包含卖家个人网站的路径或链接。

店铺公告及"个人介绍"中不能宣传购物平台上禁止销售的物品或具体宣传购物平台以外销售的物品，也不能包含

将多个卖家的物品由共同的搜索引擎集合在一起的商业网站的链接； 

 （2）含有不真实内容或者误导消费者的内容； 

 （3）其他涉嫌违反法律的内容。 

8、未经许可的授权商、代理商，如果经过授权，请上传相关的“授权资产认证”图片。 

2. 店铺公告  

出现在店铺页面首屏页头的主要位置，建议经常更新相关的店铺信息，让客户可以获知店铺主要优势，优惠、

促销等活动动向。也可以写上各种联系方式、实体店地址或在线工作时段，便于客户一入网店首页就能找到联系

方法，而无须慢慢查找店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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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店铺广告  

店铺广告是出现在所有的页面页头，可以代表店铺形象的图片，请尽量用 photoshop 之类的软件，做得精明

一点，并确保图片在浏览器中可以正常打开。图片容量限定 200kB 以内，jpg 或 gif 格式，建议尺寸为 960×120

象素。此外，店铺广告支持 gif 动画图片，定期更换可以让店面更添生气。 

 

二 . 买家须知  

买家须知主要是一些让所有买家遵守的原则，可以节省咨询的时间。在购物平台已经有买家须知规则的基础

上，也可以加入售前售中售后的说明事项，以免日后的纠纷。各类交易事宜务必写得详细，以下是一些非常实用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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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说明，如：本店遵循"质量第一，诚实守信，真心服务"的经营原则；本着多赚心少赚银的目的去结交朋

友快乐自己；不管您是无意路过或仅是咨询问题，客服人员都会以人性化服务和休闲轻松的环境让您感到满意和

愉快，当然更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换来您的肯定和支持， 让本店成为您的朋友，祝您在这里购物愉快。为了彼此

有个愉快的交易，也为了保证您合法的权益，我司在此恳请您一定仔细阅读以下购买需知，达成共识方可购买，

以避免给彼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任何争议，将按照此公告严格执行，谢谢，一旦购买就表示您已经阅读并认

同以下条款！ 

诚信宣言，如：本店所有产品均为正品行货，厂商正牌授权经销商，品牌形象店。太平洋电脑城实体店铺，

发现假货，本店提供无条件退货，包括来回运费。 

售前说明，如：由于本店在线咨询量大，客服有时候响应速度可能会较慢，建议买家直接买下后，在备注里

加上说明，比如需要什么配件、怎样的颜色尺寸。如果需要购买多件产品打折及修改快递费用的，请买下后不要

先付款。客服 MM 修改好价格后会主动联系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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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如：因各品牌会有几家总代理，各家代理标贴各不相像，店内图片为一家代理之样品。因各个厂

家或者代理会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产品、标贴或者包装、产地或者一些附件，本司不能确保客户收

到的货物与物品描述中的图片、产地、附件说明完全一致。只能确保为全新正品行货！并且保证与当时市场上同

样主流新品一致。如有疑问，请与厂家或产品代理商联系确认。本店多渠道经营，产品销售迅速，网上所标识货

物数量不表示实物数量，拍下没付款者本店不予保留货物，先款先货。若本店铺没有及时更新，请谅解。 

价格说明，如：本店是薄利经营，价格已为批发价，利润微薄，为节省大家的时间，本店产品均明码实价销

售（相信您的眼睛，请勿看着价格标识还询问售价），谢绝任何形式的还价，所有商品概不包邮。 

提货方式，如：本店是以批发为主，为保证跟我们拿货的批发商/及其它同行商家的利益，非支付宝付款上

门现金交易的视产品不同加多 5 到 30 块不等。实在要上门拿货的，可以先在 IT 商城上拍下来。我会把运费去掉。

付款后再凭身份证上门拿货。因主要为批发业务，能及时掌握最新价格信息，网上价格更新迅速，上门自提客户

请留意当天报价，所有产品以当天网上发布价格销售，请勿旧价格讨价还价。 

收货方式，如：请买家朋友们拍时留下正确的收货资料,填上详细的名字、联系电话、地址(具体到什么区什

么路)，并且选择最便于您收货的快递公司，请不要在太平洋商城通上发送地址，很有可能因为太平洋商城通订

单繁重忘记修改导致投递错误并耽误收货时间，因收货地址或联系电话不详造成快件延误或退回所造成的损失由

客户承担,对此我们不承担责任，请各位事先注意这个细节，避免误会。最好留两个手机号码！由于电话关机或者

不接，地址不详等原因造成退件，延误，损失自负！ 

发票说明，如：本店所有产品都是不含税的价格，需要发票是要加收票面金额的 6%税点，税点低于 5 元的

按照 5 元收取。 

快递内容，如：买家拍下商品后请留下详细的信息以便我们将商品寄出，由于买家所留信息错误而造成的损

失，本店概不负责，买家如有特殊要求请事先说明。重要提醒：请先查询您的收货地址是否在派送范围内，具体

哪位朋友住在哪个区、是城内还是市郊只有顾客自己最清楚，查起来比我们清晰的多，所以为了避免因不熟悉地

形造成派送范围上的误会，查询工作劳烦买家自己确认，并对自己选择的发货方式负责。 

邮费标准，如：购买多件物品（未超重），只需支付一个邮费，分别拍下后，通知在线客服修改运费后再付

款；如客服不在线时购买多件可直接付款，多付的邮费，收到货后联系我们直接给您支付宝打款过去，一分也不

会多收，请放心购买吧! 

  发货时间，如：本店都是当天 5 点前买下付款的当天发出， 5 点后付款隔天发出。周六因收件员休息，不

发货！所有订单将延迟到周日发货，如遇到非常情况或者法定假期，货物将有所延误，特殊时期可以留意店铺公

告或者给本公司来电咨询，本公司保留进一步解释的权利。 

收货检查，如：物流公司或中国邮政的地域广，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服务质量并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收到货

物时客户请要求快递员协同验货！当着送货人员的面开启验好货确认无误后再签名签收！若快递人员不允许先签

后验，可签收后马上当面开启验货，发现快递包装有被拆开过或发现货物配送错误或者货物有严重损坏，请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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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收！如果您在收货时有什么问题，请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力协助您解决问题。收货人签收后，即表

示默认并接受 IT 商城规则中的表面一致规则，之后再联系反映此类问题本司有权拒绝处理。 

售后服务，如：本店所售产品，售后三个月内发现质量问题（非人为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可寄来本店修理

和调换，本店负责邮费（运输方式由本店决定）。 

支付问题，如：使用支付宝，交易更安全更轻松！推荐使用支付宝。如果需要使用银行汇款转账的买家请事

先说明，我们会在您买下商品后将汇款银行帐号发送到您的邮箱或站内信件，核实汇款到帐后立即发货给您。  

付款确认，如：本店小本经营，资金周转有限，希望大家在收到货后，于 48 小时内确认付款且给予评价，

店主在此先谢谢了；收到货后不及时确认付款和给予评价的买家等同自动放弃质保，毕竟交易最原始规则是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而由于是网络交易所以才有买家先收货测试，再确认付款的流程；店主相信 48 小时足够买家测

试了，这并不是什么霸王条款，也并不是拿质保来作为一种要挟，哪怕没有质保之说，店主也觉得交易中的诚信

是需要卖家和买家共同相对相互履行的，卖家要做到诚信，买家也要做到诚信，最后祝愿大家买得放心，用的舒

心。 

评价确认，如：每次网上交易后，你都有一个对我们的商品和服务评价的机会，我们非常重视你们的评价，

力求做到 100%好评。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在做出评价前向我们反映，使我们有机会

给予你一个满意的回复和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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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个性化店铺  

1. 风格模版  

风格模版对于虚拟店铺的作用，就如同店面装修对于实体店铺的作用。现代社会，再也不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时代了，只有完美的包装，才能吸引与挽留更多消费者的心。选择一个与众不同的店铺风格，可以让商品

描述变得漂亮，让你的店铺更容易被客户记住，更容易在千百家店铺中突颖而出。购物平台自带了多套模版可供

选择，如果升级为 VIP 客户，不仅可以使用的模版数量增加，也能进行自定义的模版，使用专业的网页制作软件

（如：dreamweaver）自行设计出更漂亮的网页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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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性化定制  

 

可以修改网店四个主要模块的名字：店铺首页、买家须知、全部商品、店铺介绍，也可以把这几个模块隐藏

起来，让自己的店铺风格更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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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店铺介绍  

详细介绍店铺成立历史，代理品牌，实体店地址和交通路线，联系方式等。不仅要详细，还要分门别类地写，

让买家购物前对店铺有充分了解，增加购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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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历史，如：广州蟹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6 月 15 号，是北京大闸控股有限公司的广州分公司，

专业经营代理 Kingston 全系列产品。本着专业专注的经营理念，现已是在广州 Kingston 授权专业代理及形象店，

这些都离不开我们的领导加各位员工的不懈努力，还有广大客户对我们的支持。本公司 IT 商城店专为一些不知如

何购买 Kingston 行货的朋友而开，而且本 IT 商城网店将以批发的价格来销售所有的商品。真真正正做到又平又

靓又放心。 

实体店地址，如：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两大实体店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太平洋电脑城 C 场三楼 C119-120;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百脑汇 F 座 1201 室（写字楼） 

接待时间，如：上午 10 点——下午 18 点 

交通路线，如：乘 18、22、33、50、296、298、307、515、547、549、561、657、138、177、178、194、

197、210、215、224、234、235、240、242、248、269、272、及大学城 5 线或地铁三号线，在岗顶站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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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如：吴生 联系电话:020-62240286/13833484889，QQ:350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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