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店代销合作细则
康莉饰品-Canlyn.com

申明：诚招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微信、微店、萌店、QQ 空间等分销商。全程支
持网店分销代理，支持一件代发，提供数据包，图片包！专业下单系统，自助
下单。康莉饰品将为亲提供最专业的饰品代理代发货服务！

分销商加盟条件：
1. 拥有淘宝等平台店铺。(建议缴纳消保，有利于产品排名)
2. 熟悉淘宝助理以及微店等移动端各大平台的操作，熟悉基本电脑操作。
3. 对经营网店有热情，认真负责，善于沟通，有钻研精神，想借力康莉饰品快
速出单开始 SOHO 事业。
4. 对时尚饰品，流行时尚有兴趣，有耐心和毅力。（包括认真读完合作细则）

加盟的优势
1. 低成本，厂家直接发货，碾压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2. 选款，紧贴时尚潮流，产品大部分都具有成为爆款的潜质。
3. 下单系统由 SAP 资深工程师负责开发，行业领先。24 小时自助下单、查单。
4. 和圆通、百世汇通、中通快递、优速快递、邮政速递及顺丰合作，日益增长的发货量使
我们能拿到最好的价格。
（百世汇通享受全国首重统价 4.5 元，部分偏远地区除外；中
通快递和圆通速递享受 500g 以内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统价 4.5 元）下单系统根据亲自己
的需求，自主选择发货渠道。
（仅针对注册了下单系统的分销商）
5. 几乎零成本起步创业，非常适合有能力，有毅力的人。
6. 厂家代发货，没有采购质检，库存管理，订单处理，打包发货等繁琐事宜，专注于产品
的销售和客户沟通。
7. 自由，对于“不自由，毋宁死”的文艺青年，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由的呢？带着你的电脑
去旅行，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下单，每天定个时间上上产品，看看留言即可。凭脑力过
活，过精致生活，让体力劳动交给专业的体力劳动者吧。

费用


符合条件者，免费加盟！为了保证我们的合作质量，以及亲的热情投入，我们收取
保证金 100 元，满 30 笔订单返还。(针对要注册下单系统，享受更多会员专享优惠
的分销商）



每一笔订单处理费 1 元（6 件产品及 6 件以内），处理费包括包装材料（纸盒、汽
泡纸），打印订单和快递面单操作的人工和纸张成本，配货、打包的人工成本，下
单系统的维护成本等-（如果亲自己打包发货，亲忽略掉的各种成本绝对超过 1 元）。

超过 6 件的，每件加收处理费 0.2 元。如果是同款产品超过 6 件，超过六件的部分
每增加一件的处理费为 0.1 元。单价 0.5 元以内的产品，不占用 6 件额度，超过 10
件的，每增加一件，加收 0.05 元处理费。（所谓免费代发的，其实已经将这些成
本计入运费或者产品成本中）



动态 30 天满 1000 单，处理费将优惠至 0.7 元每单。
运费标准见附录。

加盟流程
1． 点击这里申请加盟，成为分销商。
2． 用阿里账号收藏阿里店铺，第一时间了解店铺上新。
3． 点击注册下单系统。自助充值开通服务。
4． 有订单了，亲就直接去下单系统自助下单吧！
（系统有很多经验分享，亲可以多学习）
5． 亲下好单之后，我们会将亲的订单打包发货（当天 4 点之前的订单当天发货，绝对行业
领先）。亲根据订单里反馈的运单号在自己的平台进行发货操作。
注意事项：
1. 产品上下架下单系统会有系统邮件发至亲注册的邮箱进行通知，我们也会通过 QQ
群通知，有任何问题联系公司 QQ: 1652791995 或者旺旺客服。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切忌获取产品数据就以为万事大吉，请认真修改，调整，完善，
打造自己的爆款。如果不做好调整，想在产品排名上靠前是非常困难的，没有排名
就没有曝光，也就没有点击，最后不可能有订单。希望亲认真学习钻研。

愿景
我们的愿景就是做最专业的饰品供应商，无论在产品价格，物流价格，下单效率，库存
管理，售后服务，都能做到行业领先，通过最有效的供应链管理、生产管理和库存管理，
以提升效率的方式，避免和控制不必要的成本，从而为分销商创造最大的效益，有效提
升分销商的竞争力。分销商的成功，是我们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分销商，使分销商使用我们服务的成本远优于自己进货发货
的成本，特推出会员体系，对分销商进行有效的奖励。
会员体系分为三部分：

1. 爆款折扣 ( 爆款价 )

为了更好的帮助客户推出自己的爆款，我们将会对单品进行 30 天销量统计，以动态 30 天
为统计周期，30 天内的销量给以分层价格。例如：BC010，

备注

分销商能享受的第三层价格从 60 件开始，而不是阿里上的 120 或 240 件。如果 30 天

内的销量在 12 件-59 件区间，我们会给予第二层的价格，如果是 60 件以上，我们会给予
第三层的价格。这样，亲就不用考虑，如果自己做出了爆款，是不是自己进货发货更合算的
问题。

2. 年度累积折扣（会员价）
为了对销量更好的分销商进行奖励，我们会以动态 365 天为周期，进行累积销量统计，在
产品价格和处理费上进行折扣优惠。

铜牌会员 300 元-1000 元 9.9 折
银牌会员 1001 元-5000 元 9.7 折
金牌会员 5001 元-30000 元 9.5 折
钻石会员 30000 元以上 9.3 折
例如：CX153，

金牌会员(9.5 折)享受的价格是
1-11 件，9.49 元；
12-59 件，9.31 元；
60 件及以上, 8.74 元。

注意

年度折扣和爆款折扣不累加，取两者中的最低价格。例如，假设您当前为金牌会员(9.5

折)，而 CX153 是 60 件以上的爆款，那么此时
您下单买一件 CX153,享受的价格是 9.2 元（爆款价 9.2 元 < 会员价 9.49），
您下单买 60 件 CX153,享受的价格是 8.74 元（爆款价 9.2 元 > 会员价 8.74 元）。

3. 处理费优惠
动态 30 天超过 1000 单，处理费降低至 0.7 元每单（含包装材料，打单打包、配货等），
帮助分销商更好更快的成长。

4. 年度分销商警示淘汰机制
为了更好的支持我们的分销商，我们将严格的控制分销商的质量，对于不合格的分销商，经
过 3 次警告后，予以淘汰。希望在我们的支持下，分销商都能有更好的发展。

警示淘汰实施细则
对于刚注册的分销商，亲有 30 天的时间熟悉系统，上架产品，注册满 30 天后，将正式进
入系统淘汰机制。每 30 天没有出单的分销商，会记警告一次，年度累计 3 次警告，将予以
清退。所有累积的警告于每年 12 月 31 日 24 点清零。所有被淘汰的分销商，如果保证金还
没有满足返还条件，将不予返还，我们只和最认真的分销商合作。

FAQ
1. 你们提供店铺装修和销售指导么？
答：不提供，这个都需要分销商自己钻研，这也是分销商唯一需要做的事情，需要自己
做好！但是我们会在系统分享各类经验贴，有心的亲们能够在短时间有质的提高。
2. 加盟要收取保证金么？
答：是的，我们会收取 100 元的保证金，在分销商订单满 30 笔之后，返还。100 元的保
证金不是目的，我们是希望分销商能够有恒心和毅力打理好自己的店铺，达成双赢。我
们的加盟门槛不高，希望能鼓励新手走上创业的道路，给分销商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支持。
3.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发货速度？
答：这是个伪问题，所有的事情只有试过才知道。当你你踏上淘宝或者微店，成功或者
不成功又有谁会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不尝试，你的成功率一定是 0%。作为一个不断发
展的公司，产品质量和发货速度是我们的立足之本，不然所有的成本铺垫都是无意义的。
4. 进货价怎么看？包装纸盒大概多重？
答：进货价格以阿里巴巴网站价格为准，根据编号在搜索框搜索即可。产品价格一般不
作变动，有变动一般是因为产品规模生产，成本下降而做出的价格下调。包装视产品多
少而定，我们的快递包装盒最常用的是 12 号的特硬纸盒。

5. 分销商太多，会不会竞争太激烈？
答：这是新手常见的问题，店铺引流的关键是爆款，根据经验，一般一个店铺有 3-4 款
爆款，月成交额会有 8000 元左右，解决温饱奔小康。所以即使产品完全雷同，爆款重
合的可能性非常低，拿到数据包的第一时间，先挑选自己想要重点打造的潜力款式。我
们也会不断推出新品，扩大 SKU 基数，使得爆款重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任何一个平台，
为了更好的客户体验，不希望出现完全雷同的产品，为了防止店铺降权，分销商务必对
标题，产品属性，主图顺序，产品描述和价格做出个性化调整，增加个性化的产品信息
模块和店铺以及页面设计。
6. 你们对于分销商有什么支持么？
答：我们下单系统有会员体系，会对有爆款和累积销量好的会员，有更好的价格扶持，
我们致力于降低分销商的成本，使用我们的服务，成本将会远小于自己进货发货的成本，
获取最大的收益。

淘宝数据上传指南
用淘宝店铺账号登录 https://vip.1688.com 使用一键入淘功能
打开 https://canlynjewelry.1688.com/page/merchants.htm 点击上传产品到淘宝，然后在
淘宝后台编辑产品发布即可！So easy ...
其他平台上传指南：
其他平台使用图片包上传，产品信息参考 Canlyn.cn
下单过程：
亲可以直接根据产品编号在我们下单系统加载，收货地址就填入亲的客户的收货信息。
下午 16 点之前拍的产品，我们会在当天发货，16 点后拍的将会次日发货。
关于售后：我们保证发货时产品完好无损、质量同照片还有网络上描述相符，并保证发
货速度。但是我们不能避免碰到专业恶评买家或者因为您的描述不符而造成的退货，所
以我们和您共同承担售后责任。我们支持 7 天无理由退换货，由客户承担退货运费，再
次发货运费由分销商和我们共同承担；无须再次发货的，我们会退还产品费用，运费由
我们和分销商共同承担(即退还一半运费)。如有因质量问题（掉钻，严重变色，破损）
需要退货的，需要提交照片为证，由您先垫付运费，我们收到实物确认质量问题后，会
把运费和货款一起退还。

微店微信空间等通过图片包上传（下载口袋科技的微店 APP，快速上传，立
马便捷分享到微信朋友圈，QQ 空间等社交网络）

康莉饰品

—您最贴心的饰品供应伙伴-Canlyn.com.cn

附件

圆通速递
500g 以内

全国

4

偏远地区

12

新疆、西藏

12

500g-1000g

续重 1KG

6

2.5

14

4

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 6

中通
全国首重统价 4 元，（新疆、西藏除外）

百世汇通
全国首重统价 4 元/KG (海南，内蒙古，宁夏，青海 14；新疆，西
藏等偏远地区除外)

EMS
首重 500g

续重 500g

上海、江苏、浙江

12

1

安徽

14

1

江西、河南、湖北

20

4

20

5

广东、内蒙古

20

6

广西、海南

20

7

吉林、黑龙江、宁夏

20

9

西藏、新疆

24

17

福建、北京、山东、天津、河北、山西

陕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辽宁、甘肃、青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