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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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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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站点广告金充值税费说明

依据越南政府的相关规定，平台将于2022年11月7日针对Shopee广告充值服务

（自动广告充值、站内付费广告充值、展示广告购买等）向卖家收取10% 的增值

税（VAT），卖家充值金额将发生变化：

更多站点平台政策通知，您可点击查看详情。

https://shopee.cn/edu/category?sub_cat_id=1066


越南站点免运项目 (Free Shipping Program)费用调整

从2022年10月1日起，越南市场的佣金费、服务费和交易费做出以下调整：

项目 2022年10月1日前 2022年10月1日后

仅限FSS 每件商品5% 无上限（含增值税） 每件商品6% 无上限（含增值税）

仅限CCB 每件商品3% 无上限（含增值税）

FSS+CCB 每件商品7% 无上限（含增值税） 每件商品8% 无上限（含增值税）

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越南站点11月活动日历

2022年11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1月1日 11月2日 11月3日 11月4日 11月5日 11月6日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11月7日 11月8日 11月9日 11月10日 11月11日 11月12日 11月13日

Freeshipping Day

免运日

CB Brand Day

跨境品牌日

Spike Day

大促日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11月14日 11月15日 11月16日 11月17日 11月18日 11月19日 11月20日

Mid Month  Mini

Spike

月中促销

Freeshipping Day

免运日

CB Brand Day

跨境品牌日

CB Super Day

CB 超级日

CB Sunday

跨境周日大促

11月21日 11月22日 11月23日 11月24日 11月25日 11月26日 11月27日

Freeshipping Day

免运日

CB Brand Day

跨境品牌日

PayDay Mini

Spike

发薪日促销

CB Super Day

CB 超级日

11月28日 11月29日 11月30日

Freeshipping Day

免运日



热门搜索关键词分享

2022/11/28

袜子 socks

男士腰带 men belt

电动打蛋器 electric egg beater

男士缩口裤 men jogger pants

毛线帽 wool hat

女袜 women socks

男装毛衣 men sweater

床垫 mattress

保湿霜 moisturizing cream

唇膏 lip balm

电动牙刷 electric toothbrush

辅助灯 fill light

帽子 hat

女士棉衣 women down jacket

方向盘皮套 leather steering wheel cover

男士棉衣 men down jacket

棉衣 down jacket

摩托车led灯 motorcycle led headlight

鼠标垫 mouse pad

男士保暖衣 men thermal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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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袜子

男士腰带

唇膏

辅助灯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n%E1%BB%8Bt%20nam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son%20d%C6%B0%E1%BB%A1ng%20m%C3%B4i
https://shopee.vn/search?keyword=fill%20light


限时特卖热销品分享 – 数码产品

跨境卖家

○ 手机平板与配件类

■ 电池 - 充电宝：倍思 PPCXW10型号 10000m毫安 - 689K VNĐ; 倍思

YM276S型号 20000毫安 - 179K VNĐ; 百仕奇-PT52D型号 20000毫安

22.5W - 419K VNĐ

■ 充电线 & 充电器：TOPK品牌 B110P/B210P Mini 20W + 189K VNĐ; 倍

思type C插口 转3.5mm 音频线 - 79K VNĐ;

■ 手机壳，手机套 & 保护膜：iPhone低价销售配件：基础设计，IMD印刷

（模内装饰注塑技术），三星Series A系列低价销售配件

○ 音频类：

■ 耳机：倍思 WM01 249K VNĐ; 联想 L40 Pro 249K VNĐ; U19 3.5mm

9K VN；新品牌需保持最低价格

○ 电脑配件：

■ 外部设备及配件：GOOJODOQ 鼠标 85K VNĐ; 威讯Hub；绿联Hub + 数

据线

○ 家用电器

■ 空调 & 风扇世净 CW02 PM2.5 负离子空气净化器 - 839K VNĐ; 迷你吸

尘器 AmazeFan XCQ-103 - 198K VNĐ

注：VNĐ指越南币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646524/


当地卖家

● 手机平板与配件类：充电宝 ROBOT牌 - 479K VNĐ；GENSHAI牌 Type C快充 -75K

VNĐ

● 音频类：Linkeetech牌 迷你5.0蓝牙播放器 - 79K VNĐ，品胜无线耳机 - 1380K VNĐ；罗

技 RGB 游戏耳机套组 - 2259K VNĐ

● 家用电器: 开普吹风机 - 1799K VNĐ；盖博吹风机 - 1099K VNĐ

注：VNĐ指越南币

https://shopee.vn/collections/64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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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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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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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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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更多选品干货：

1子类目选品攻略（不定时更新）
2其他所有选品内容
3选品指南分享平台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4487
https://shopee.cn/edu/tag/162?tab=all&page=1
https://solutions.shopee.cn/sellers/category-sharing-portal/#/market?m=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