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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ee 越南跨境运营政策

侵犯版权的产品或品牌

【注意】每次收到起诉会通过团队通知卖家，卖家一般有1-2天内处理（提供授权证件或

删除产品）；若不处理平台会删除reason code为Hàng vi phạm quyền sở hữu trí

tuệ", "reason_id": 233（版权侵犯）

【重要】版权侵犯的被平台删除2个SKU将会计1分

越南Health & Beauty 品类无需证书即可上传
从11月29日开始，越南市场放松了售卖美妆品类的政策，卖家不需要提交任何证书，可

直接上新产品。越南可以售卖并且运输美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隐形眼镜，牙齿护理（牙

膏，牙齿增白，口腔卫生），香水，个人护理 ，美妆类化学制品（凝胶，胶水，卸甲油）。还

有家居清洁，婴儿用品（奶瓶和配件，奶嘴，尿布等）

重点子品类包括眼部彩妆(Eyes makeup)，脸部彩妆(Facial makeup)，唇部护理

(Lipstick & Lips care)，皮肤护理(Skincare)。皮肤护理(Skincare) 的卖家可以重点提交

面膜(Skincare) ，防晒(Sunscreen)和面部清洁(Cleansing)。

越南站点FSS (Free Shipping Program)免运项目费用调整

从2022年7月1日起，越南市场的佣金费、服务费和交易费做出以下两项调整：

● 佣金费用和交易费用：为与当地物价相匹配，将收取10%的增值税。

○ 佣金费自7月1日起：6.6%

○ 交易费自7月1日起：2.2%

*注：VND指越南盾

FSS（免运项目）/ CCB（虾币返现项目）服务费取消上限金额



项目 2022年7月1日前 2022年7月1日后 备注

仅限FSS 5% 上限 每件商品 10K

VNĐ（含增值税）

每件商品5%无上限（含增

值税）

所有FSS / CCB折扣计划

都向战略项目提供（优先计

划,...）， 也将移除上限
仅限CCB 3% 上限 每件商品 10K

VNĐ（含增值税）

每件商品3%无上限（含增

值税）

FSS +

CCB

7% 上限 每件商品 20K

VNĐ（含增值税）

每件商品7%无上限（含增

值税）

注： VNĐ指越南盾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越南7月活动日历

2022年7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1 7.2 7.3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7.4 7.5 7.6 7.7 7.8 7.9 7.10

免运日
Spike Day

大促日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免运日
CB Brand Day

跨境品牌日

Mid Month

Sale Mini

Spike

月中促销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CB Special Day

跨境周日大促

Freeshipping Day

免运日

CB Brand Day

跨境品牌日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PayDay Mini Spike

发薪日大促

Freeshipping Day

免运日

CB Brand Day

跨境品牌日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热门搜索关键词分享

2022-06-27

条形音箱 Soundbar loudspeaker

蓝牙麦克风 Bluetooth Microphone

收音麦克风 Recording microphone

耳机 headphone

游戏耳机 tai nghe gaming

儿童服装 kids Clothes

眼镜 Glasses

运动裤 Sport pants

泳衣 Swimsuit

男士阔腿牛仔裤 wide leg jeans

塑料杯 Plastic cup

鞋柜 shoe cabinet

浴室镜子 Bathroom mirror

吸管 straw

纤维笔 fiber pen

防晒霜 Sunscreen

粉底 cushion

口红 lipstick

精华液 serum

脱毛膏 hair removal cream

卖家可投放关键词使产品排在前列，为店铺引流，推动单量增长

以上清单为表示排名提升量大于50名之商品，排名不分先后。



条形音箱

口红

眼镜

吸管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soundbar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son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k%C3%ADnh%20m%C3%A1t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E1%BB%91ng%20h%C3%BAt


CFS热销品分享 – 品质生活

跨境卖家

○ 家居生活

■ 房屋整理：挂钩（最低价格为 1k VNĐ），珠宝袋（1k VNĐ），货架

■ 浴室：牙刷架（最低价格为 9k VNĐ），去角质手套（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家居装饰：墙纸画、窗帘布艺为热销单品

○ 书籍

■ 纪念品：泰迪钥匙扣（25k VNĐ）

■ 写作与修改用品：荧光笔，铅笔（1k VNĐ），钢笔和墨水（9k VNĐ）

■ 学校和办公用品：裁纸刀（低价），笔盒（20-50k VNĐ）

○ 玩具

■ 婴幼儿玩具：积木拼图（<50k VNĐ），沐浴玩具（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游戏区：软糖 (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益智玩具：装扮玩具

○ 汽车

■ 汽车零件 & 备件：LED灯 (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配件LED轮装灯(低价)

○ 注：VNĐ指越南币

当地卖家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56580/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56579/


● 家居生活

○ 家居用品：水槽吊篮（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浴室：干洁面巾浴巾

○ 餐具：水瓶（<100k VNĐ），保温瓶

● 书籍

○ 外国书籍英语语法书（CB不能提供书本）

○ 写作与批改：荧光笔、钢笔和墨水(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笔记本和纸制品：贴纸 (1k VNĐ), 笔记本 (A5) (50k VNĐ)

● 玩具

○ 游戏区：饮酒游戏，弹出式游戏 (最低价格为 9k VNĐ)

○ 益智玩具：跳舞仙人掌，木制玩具 (最低价格为 1k VNĐ)

○ 婴幼儿玩具: 塑料球组合

● 汽车

○ 头盔：半头盔

注：VNĐ指越南币

秒杀及活动提报请咨询客户经理！



上周热卖商品分享:

电子-手机及配饰

电子-家用电子产品

时尚-时尚配饰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876/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877/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880/


时尚-女装

时尚-儿童时装

时尚-男装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35928/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897/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899/


快消品-健康与美容

品质生活-家居生活

跨境Feeds动态小贴士

大促来袭，鼓励卖家多多使用Feeds动态来提高流量。卖家可以参考以下 Feeds动态 模

板以及 Hashtags.

越南文 中文

Hàng nhập quốc tế - Chất lượng miễn bàn - Giá cả

phải chăng.Nhanh tay nhanh tay, rẻ mua liền tay nào

bạn ơi!

国际进口，质量卓越，性价比高！赶紧下单吧

，朋友们！

Chỉ có tại [@ SELLER NAME] sản phẩm đáng tin cậy,

chất lượng miễn chê, đảm bảo không hối hận khi mua

hàng.Chần chừ gì nữa mà không ghé thăm [@

在[@店铺名字] 你可以找到正品和最新款

式！保证不会后悔，那么还等什么？快点击

[@店铺名字]！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900/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521905/


SELLER NAME] bạn ơi!

Bạn có 1 tin nhắn mới! [@ SELLER NAME] vừa mới

phát hành loạt sản phẩm mới nhất siêu hấp dẫn, mau

mau bỏ tủ liền tay nào các bạn ơi

Hi Shopee朋友，你有一个新的消息！ [@店

铺名字] 刚刚发布了最新产品！来吧，赶紧下

单

Hàng mới sale cực sốc XX% chỉ hôm nay DD/MM/YY

Ghé mua sắm ngay và luôn và đừng quên nhấn

THEO DÕI shop nhé!!

新品惊爆XX％的折扣，只限今天DD / MM /

YY 马上购物，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店铺！

Feeds Tab

(CN)
越南文 中文

时装

#tui deo cheo #ao khoac #aothun, #giay the

thao, #ootd, #thoi trang nu, #thoi trang nam,

#damnu, #tuixachthoitrang, #dongho, #giay,

#giay nu, #giay the thao, #giay cao got,

#fashion, #tui xach, #tat, #vo, #mu, #non,

#váy, #sandals

#斜挎包 #外套 #T恤, #运动鞋, #OOTD,

#女装, #男装, #连衣裙, #时尚手袋, #钟

表, #鞋子, #女鞋, #运动鞋, #高跟鞋, #时

尚, #手袋, #袜子, #袜子, #帽子, #帽子, #

连衣裙, #凉鞋

美妆

#tóc, #thuoc nhuom toc, #nhuom toc,

#daycottoc, #kep toc, #dau goi, #dau duong,

#son, #sonmoi, #son duong, #makeup, #lam

dep, #taydachet, #kem chong nang, #lotion,

#kem duong da, #vitc, #tay trang, #may

raamat, #suckhoa, #collagen

#头发, #染发剂, #染发, #发圈, #发夹, #

洗发水, #护发, #口红, #口红, #护唇, #化

妆, #化妆, #去死皮, #防晒霜, #身体乳, #

身体乳, #维他命C, #卸妆, #洁面仪, #保

健, #胶原

居家

#song that chat, #lifestyle #song that chat

#trang tri #nha bep #bep #bedding #phong

ngu #dochoi #boardgame #masoi #uno

#dochoichobe #giaoduc #sach #smartbook

#xemay #non bao hiem #phukien #noi #sách

#giường #giuong #nệm #ga

#品质生活, #生活方式 #品质生活 #装饰

#厨房 #厨房 #寝具 #卧室 #玩具 #桌游

#masoi 棋盘游戏#UNO 卡牌游戏#儿童

玩具 #教育 #书籍 #smartbook #摩托车 #

安全帽 #配件 #锅 #书籍 #床 #床 #垫子 #

床单



越南Top资讯网站

新闻网站

1. Facebook

2. Youtube主要频道

○ Fashion时尚品类: Phuong Ha, Chau Bui

○ Health & Beauty美妆品类: changmakeup, Trinh Phạm, Quach Anh Makeup

Artist

○ ELHA电子品类: Vật Vờ Studio, AnhEmTV, Tony Phùng Studio

○ Lifestyle品质生活: Thơ Nguyễn, ToyStation, AnAn ToysReview TV (toys)

3. https://news.zing.vn/

4. https://kenh14.vn/

5. www.saostar.vn

6. www.yeah1.com

7. https://vnexpress.net/

8. https://www.24h.com.vn/

9. http://dantri.com.vn/

10. https://www.24h.com.vn/



知名社交应用

目前，越南没有像小红书类似购物网站/应用，用户评论主要来自Facebook，Youtube，

Instagram，Tiktok，Zalo(类似国内微信)等社交媒体。知名的instagram账号有:

1. Fashion时尚品类: mieu.vn, the blues 1994,chizhouse

2. Health & Beauty美妆品类: hufuholic, rosiebeautie, lyncosmeticvn

3. ELHA电子品类: mintcase, paperman_saigon,

4. Lifestyle品质生活: caydauto, chu.bedding, _b.corner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