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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使用PC电脑端登录使用，此说明不含手机默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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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www.sinopro.ae 网站首页，首次登陆请点击Register，

填写注册相关信息；

02

2、邮箱注册后不可更改，每个邮箱只能注册一个账号，

您的邮箱进行验证后，方可登陆使用；

1-1

注册与
登陆

www.sinopro.ae

注册页面首页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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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可以勾选注册供应商  “Supplier” 或买方用户 “Buyer”

4、请选择您所在的国家以及国家区号；

5、供应商公司名称请填写全称，以便于后期的实名认证；

6、非供应商用户也可使用第三方账号登陆 Facebook、Twitter；

1-1 注册与登陆

登陆页面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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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您的供应商账户即可进入，供应

商用户中心现有11项内容，您可在对

应的版块中添加您的产品、询盘、金

融申请等信息；以下为从上至下对应

的释义；

1-2 供应商用户中心面板

01  个人基本资料，请完善您真实的基本资料，以便于我们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02  线上展厅， 可自定义包括店头、benner、简介、联系方式、产品、FAQS等；

03  大厅询价记录，用户在首页询盘大厅发布的询价记录；

04  询价记录，用户在产品详情页直接向网站发送的询价记录；

05  报价记录，用户发送的产品报价记录；

06  询价回复，来自网站的产品报价；

07  产品专区，可发布您经营的工业类相关产品；

08  二手专区，可发布您的二手设备以及二手材料；

09  我的收藏，您可以将感兴趣的产品进行收藏，在这里会集中显示；

10  赊销额度申请，有资金需求的请填写《赊销额度申请》表单；

11  付款申请，为供应商申请付款开通的电子窗口；

12  修改密码，密码设置，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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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户导航中心

1、中心导航面板，对应11项内容；

2、站内推广、站外推广方案；

3、输入兑换码即可开通VIP等服务，

该服务将于2020.12.31日前发售；

4、点击此处可进入用户线上展厅；

5、此处的八项统计信息依次为：

您上传的图片数量；

您发布的产品数量；

您发布的二手设备数量；

您收到的咨询留言；

您发布的询盘数量；

您发布的报价数量；

您收藏的产品数量；

您的平台信用额度；

1



06www.sinopro.ae

1-4-1  供应商线上展厅 开通条件

满足以下前五种条件，即可免费开通：

1、用户需添加5个产品以上；

2、上传完整的公司基本信息、工厂实景图与联系方式；

3、上传公司LOGO、店招;

4、上传您的广告banner，最多可以上传三张，1920x530px.

5、根据您的产品生产、销售与服务性质，编辑FAQS问答；

6、预览店铺与产品，可随时进行优化调整；

1

3

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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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线上展厅开通后的功能

1、您所发布的所有产品详情页，出现线上展厅图标；点击后可

进入您的线上展厅页面；

2、拥有一个中东地区的线上展厅，可以完整的展示供应商信息；

3、用户可实时在线向您留言或询价！

4、引流推荐：对于线上展厅装修精致、且产品多的，平台将会

优选推荐到网站首页，为您带来更多的流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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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供应商付款申请页面

1、界面共有三项内容：创建付款申请单号、查询历史与留言；

2、申请环节共计四步，第一步与第二步为供应商操作输入；

3、第一步：创建付款申请，输入订单号、金额、单位；

4、第二步：见下一页

5、点击此处可展开，查看申请历史的状态；



09www.sinopro.ae

1-4-4  供应商付款申请页面

6、第二步：点击此处图标可上传相应的付款申请依据PDF文件；

上传文件内容如有错误，可点击“X”删除，修改后重新上传；

7、第三步：审核中，完成第一步与第二步即可进入审核状态；

8、第四步：审核通过后将显示二维码信息，打印后与付款文件

原件一起提交财务部门；

注：此页面留言互动功能仍在开发中，敬请期待，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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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个人基本资料，请完善您真实的基本资料，以便于我们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02  大厅询价记录，用户在首页询盘大厅发布的询价记录；

03  询价记录，用户在产品详情页直接向网站发送的询价；

04  报价回复，来自网站的产品报价；

05  我的收藏，您可以将感兴趣的产品进行收藏，在这里会集中显示；

06  赊销额度申请，有资金需求的请填写《赊销额度申请》表单；

07  修改密码，密码设置，谨慎操作；

1-5 普通用户中心面板

登陆您的账户即可进入到普通用户中

心，它现有7项内容，您可以在对应的

版块中，获取您的询盘信息、产品信

息、金融申请等；以下为从上至下对

应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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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供应商发布产品

点击“My Products”进入产品发布，在编辑产品中，请注意选择适合的分类（本站

一级分类23个，二级分类390个)，产品信息要求全面真实，图片要求主图一张，

附图2张以上，均不小于800x800px像素，推荐大小1000x1000px；详情编辑器中

可添加表格、图片以及网页源表格；

• 要求供应商用户所上传的产品，产品名称详细（建议使用长尾词），方便客户搜索；

• 要求提供比较明确的参考价格或者价格区间；

• 原产地、库存地点、发货时间、产品型号、产品品牌、产品包装、售后服务、供货

能力、贸易方式、付款条件、最低起订量等按照实际情况完整填写，非*选项不能

提供的，可以填写 N/A；

• Certification 请填写关于产品或者工厂的质量认证资质。例如ISO,DCL等等；

• Brief Introduction 产品简介是描述产品定义，产品功能，产品应用等。

• Technical Para-metre 产品技术参数栏，包括产品的相关参数表格，参考标准，产

品的生产工艺等等，多多益善。

提示：表中 * 号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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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上传产品图片

点击“My Products”进入产品发布，在编辑产品中，请注意选择适合的分类（本站

一级分类23个，二级分类390个)，产品信息要求全面真实，图片要求主图一张，

附图2张以上，均不小于800x800px像素，推荐大小1000x1000px；详情编辑器中

可添加表格、图片以及网页源表格；

• 图片命名：请将图片的名字与产品名保持一致，请使用英文命名，禁止使用中文命

名，本平台为英文版网站，谷歌搜索提取，仅对英文有益；

• 图片尺寸：大于800x800px，小于1500x1500px，图片推荐比例使用1：1，单张图

片请小于300K，方便您的产品打开速度更快；

• 图片压缩：如您的片超出大小，可以使用“https://tinypng.com/”进行在线压缩，或

选择其他方式进行压缩，单张图片清晰且小于200K为佳；

• 白底图片：产品至少上传一张白底产品图；

• 产品上传：一次性可上传5张图片，JPEG图片。

• 主图：第一张图片即为产品的主图，点击“Reorder Imgaes”可拖动图片，调整顺序，

调整好后，点击“Save Reordering ”确认，主图比例必须为1：1。

• 图片水印：产品图片可以附带明显的品牌logo，构图美观即可，拒绝满屏水印；

• 图片删除：将重复或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图片删除，避免页面加载过长，提高页面装

修质量；

提示：表中 * 号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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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产品二次编辑

产品二次编辑

点击“Edit”图标，可再次进入产品编辑界面，方便

用户及时调整产品信息。

点击“垃圾桶图标”可删除该产品。

进入页面预览。

如图所示，点击“Edit”图标，可再次进入产品编辑界面，方便用户及时调整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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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二手产品发布

点击“My Used Products”进入二手产品发布，在编辑产品中，请注意选择适合的

分类（本站一级分类27个，二级分类408个)，产品信息要求全面真实，图片要求

主图一张，附图2张以上，均不小于800x800px像素，推荐大小1000x1000px；

详情编辑器中可添加表格以及网页源表格，功能强大；

• 要求供应商用户所上传的产品，产品名称详细（建议使用长尾词），方便客户搜索；

• 要求提供比较明确的参考价格或者价格区间，发货时间、产品型号、产品品牌、产

品年份、售后服务、付款方式、使用时间、库存地点、原产地等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非*选项不能提供的，可以填写N/A；

• 产品简介部分主要描述产品定义，产品功能，产品应用等；

• 技术参数包括产品的相关参数表格，参考标准，产品的生产工艺等等。

• 主图附图上传请参照第六页 1-5

提示：表中 * 号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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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赊销额度申请表

资信良好，与平台有过业务合作的客户，可申请赊销额度，获取平

台资金的支持；

• 公司名要求提供英文名和当地国家母语名称，公司地址、所在国家、

电话、传真、网址、公司类型、所属行业等如实填写；

• 公司注册时间，注册资本，股东信息需严格与上传的营业执照信息，

保持一致；员工人数、年销售额等数据按照公司上一年度的实际发生

额填写；

• 申请人邮箱、性别等请务必准确填写，申请的后续环节需要与您直接

联系，例如提供资料的审核与补充，申请状态的通知等等；

• 请按照实际需要申请赊销额度，赊销天数原则上不超过120天。

提示：表中 * 号为必填项。



• 网站首页的推荐专区分为多个二级门类，会将优质供应商产品、装修精良的产品、价

格明确并具有区域优势的产品、长期合作的供应商产品推荐至首页；每个门类会有10

个产品的推荐名额，每月会根据市场需求及价格的变动做出调整；

• 首页推荐专区的产品，以付费广告供应商、VIP供应商的产品优先推荐；

• 推荐产品定期会在中东、非洲等区域的相关平台做推广，以增加品牌识别度与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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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荐专区  Hot Products



• 在首页Tenders & Bidding划过出现对话选项，可选择对现有的询盘进行报价，也可以发布您

想要的产品询盘；

• 点击发布询盘右图可见，填写相关信息，点击“Add to Buy”可添加多个产品，表格中可上传

多个附件；如遇到多产品询盘，请填写一个产品信息，再上传您的打包附件即可，附件支持

“JPG、PDF、DOCX、XLSX”；

• 提交审核通过后，在首页询盘大厅显示部分信息，其他用户即可快速报价；

17www.sinopro.ae

3   招投标询盘  Tenders & 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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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投标询盘  Tenders & Bidding



• 二手专区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专区，用户可以免费发布自己想要出售的二手产品；注明它的所在地区、购买年限、使用时长、

价格等信息；也可以在详情中直接留下联系方式，以便购买者直接联系。请保证产品图片及信息真实有效，如已出售，请

及时下架产品；

• 首页点击 Used Equipment 进入二手专区，点击右图所示位置，进入发布二手产品界面（供应商用户中心可直接进入）；

• 委托发布的二手产品，请您提交给本站相关资料即可；

• 发布二手产品详情请参照 第07页 “1-5 二手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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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手专区  Used equipment



• 站内点击个人中心的Logistics 或首页仓储物流版块，进入该页面，再点击右图所示“在线申请”可

进入申请表单；

• 可在线申请本海外仓的 “仓储服务、物流服务、寄售服务、产品展示、线上推广”服务，提交资料后，

我们将在24小时内给你回复；

20www.sinopro.ae

5   仓储物流  Logistics



• Sinopro金融服务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的实际市场行情而设置的版块，目的主要是为了更

好的服务我们的优质客户，满足他们在运营中的资金融通需求，促进彼此共赢；

• 在首页点击 Financial Service 版块进入金融服务页面，点击右图所示位置进入申请页面；

• 申请表单详情详见 第08页 《赊销额度申请表》

21www.sinopro.ae

6   金融服务  Financial Service



• 点击网站右下角“Message us”,  会弹出对话框，首次对话需要输入你的姓名和邮箱；随后

即可在线业务咨询、问题解答、网站注册申请指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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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线咨询  “Message us”



感谢您的阅读与使用

www.sinopro.ae 

* 由于系统在不断更新，本说明文件也会相应作出调整与更新，请用户以最新版本为准。

邮箱：info@sinopro.ae     电话：+971 4 880 6686

2020年10月修订版

中国建材国际阿联酋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