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EPC服务？

EPC（Export Processing Center），指Wish出口处理中心服务

通过将同一买家跨商铺购买的商品合并发货派送， 改善B端商户的物流执行效率，

同时提升C端买家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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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区
上门揽收*同一买家

EPC服务的处理流程

上海EPC
操作中心合并

合并后选择
e邮宝或专线物流

按时
到达

超时
货物*

中邮平邮
（加收20%运费）

* 目前支持上门揽收的地区包括但不限于：江浙沪、福建、广东，具体揽收地区信息可联系万色速递



为什么要选择EPC服务？

EPC服务优势

对消费者：

■ 提升时效（平邮 20~25天 → 妥投 15-18天）

■ 全程追踪信息，降低退款率

■ 优质的物流包装，提升复购率

对商户：

■ 降低轻小件物流成本（100元/kg，20克起重*，超出250g部分收取65 
元/kg）

■ 提前放款 + 回款***

■ 后程物流免责**（Wish承担合并后包裹物流原因退货风险）

■ 全程追踪，降低退款率，提升复购率

* 该价格适用于96小时内到达上海EPC操作中心的货物，超过96小时的货物将收取额外20%的费用

**Wish承担物流原因退货指订单自产生后96小时内到达EPC中心，并通过检验成功合并的情况

*** 96小时内到达EPC操作中心的货物享受20%物流费放款，并可在合并件妥投后下一个放款周期获得回款，回款周期加快50%以上



（对商户）优势1：降低运费（对轻小件商品尤为明显）

物流资费：

对于96小时内到达上海EPC仓的货物收
取100元/kg（20克起重），超出250g部分
收取65 元/kg

比市面上主流平邮渠道更有优势！



（对商户）优势2：提前放款

示例：以定价为 $2 + $1 的商品为例，假设综合成本为 $2，毛利33%

使用普通平邮发货：
● 政策：90天放款
● 交易周转天数：90
● 90天销售额： $3
● 90天毛利润： $1

采用EPC渠道发货：
● 政策：96小时到达EPC仓放订单款的20% + 妥投后下一放款周期放剩余账款
● 交易周转天数：~30天 (合并操作 3-5天，妥投时效10-13天， 下一放款周期 1-15天)
● 90天销售额： $3 x 90/30 = $9* 
● 90天毛利润： $1 x 90/30 = $3*

相比于使用普通平邮发货，使用EPC服务可在90天内实现最高达3倍的收入和利润

*：假定回笼资金可马上用于采购商品及销售



（对商户）优势3：后程物流免责

对于96小时内到达上海EPC操作中心的货物，我们提供后程物流免责保障。

如果商品丢件或者因物流原因产生退款，该退款不计入店铺退款率的计算；同时，我们购买的
保险将赔付货物价值和物流费用之和的70%*

*货物赔付总价值不会超过100美金



（对商户）优势4：全程追踪，降低退款率，提升复购率

示例：该订单原重
19g，原为常规平邮
订单，采用EPC发货
后后程升级为e邮宝
，TTD缩短至17天

商户发货后在Wish
邮平台上可用EPC原
始单号查询全程物流
信息

妥投节点

计费节点

上网节点

起始节点（Wish平台-订单状态）



EPC合并订单服务的长期意义

➢ 对冲物流运费上涨影响（尤其是轻小件商品）

➢ 防范未来平邮产品加征操作费

➢ 缩短时效、提高购物体验、提升复购率

➢ 鼓励备货，抑制同质化大规模铺货竞争

➢ 帮助防范买家欺诈



EPC操作流程演示



1、注册开通WishPost账户

Step 1: 如尚无WishPost账户，请登录：wishpost.wish.com，点击“立即注册WishPost”

点击进行注册



1、注册开通WishPost账户

Step 2：填写注册信息后提交

填写注册信息后
点击“提交”按钮



1、注册开通WishPost账户

Step 3：根据提示输入验证码，确认邮箱地址 & 手机号



1、注册开通WishPost账户

Step 4：根据提示提供相应信息，进行实名验证

提交后会出现提示信息，我们会在24小时内反馈
审核结果



2、签署EPC服务协议 + 预充值运费

Step 1: 注册完成后，登录WishPost账户，点击左侧导航栏“EPC管理后台” → “EPC条款签署”签署EPC服务条款



2、签署EPC服务协议 + 预充值运费

Step 2: 由于EPC订单必须线上结算，且目前线上结算采用预充值模式，因此在签署协议后，需要点击左侧导航栏
“支付控制台”标签，签署支付授权书



2、签署EPC服务协议 + 预充值运费

Step 3: 开通线上支付后，使用微信/支付宝/个人或企业网银进行预充值

注意：必须保证WishPost账户余额为正才可正常下物流订单

点击“充值”标签进行预充值



3、绑定Wish店铺

Step 1: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商户绑定”标签，进入商户绑定界面，点击“商户绑定”按钮，在提示窗口中点击“绑定新商户”；
随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Wish商户后台，点击“确认”按钮以确认店铺绑定



3、绑定Wish店铺

Step 2: 在商户后台确认后，回到WishPost“商户绑定”标签，可查看到已绑定的店铺信息

注意：单个WishPost账户默认最多绑定20个店铺id，如果要绑定更多，请发送邮件至：epc_service@wish.com进行申请

绑定前状态

成功绑定后状态



4、在商户后台提交开通EPC申请

Step 1: 点击商户后台右上角“账户”下拉菜单中的“EPC标签”，进入EPC申请入口



4、在商户后台提交EPC开通申请

Step 2: 填写申请信息后点击“现在申请”按钮提交，我们会在1-2个工作日联系确认并审核通过

注意：如果您有超过10个店铺id需要批量申请，可以在完成其中的一个申请后发邮件到：epc_service@wish.com，列出

已完成申请的店铺id和需要同批申请开通EPC的其他店铺id，我们可以帮助进行批量申请



5、使用EPC选品工具选择要参与或屏蔽的商品

Step 1: EPC申请通过后，可在商户后台右上角“账户”菜单下选择“EPC” → “EPC选品工具”，修改需参与商品



5、使用EPC选品工具选择要参与或屏蔽的商品

Step 2: 初始状态下，默认模式为“选品参加”，当期选品和下期选品列表都为空，意味着所有商品都不会参与EPC；可点

击下方“编辑下期选品清单”按钮来修改EPC参与商品和模式



5、使用EPC选品工具选择要参与或屏蔽的商品

Step 3: 在编辑框中填入商品id；如果填写的是要参与EPC的商品，完成后请点击下方“验证需要参与的选品”按钮（白底

蓝字）；如果填写的是要屏蔽EPC的商品，完成后请点击下方“验证需要屏蔽的选品”按钮（蓝底白字）



5、使用EPC选品工具选择要参与或屏蔽的商品

Step 4: 提交后系统会进行商品id的验证，如果商品id输入有误，则不能通过验证，批量导入成功后会出现相应提示

验证选品清单 导入成功提示



5、使用EPC选品工具选择要参与或屏蔽的商品

Step 5: 导入成功后，可点击“下期选品”标签进行查看已添加的商品以及相应的EPC选品状态（“选品屏蔽”意味着清单内

商品将不参与EPC，非清单内商品参加；“选品参加”意味着清单内商品参加EPC，非清单内商品不参加）

注意：每一期商品清单只能是“选品屏蔽”或“选品参加”两种状态其中之一



5、使用EPC选品工具选择要参与或屏蔽的商品

Step 6: 在可编辑时段内，如果要修改已编辑的选品清单，可以在编辑框中再次上传商品清单后提交；如果要清空商品清

单，只需要在清空编辑框中的商品后点击提交并进行确认即可

需要清空清单商品，只需要清
空编辑框后重新提交即可

清空商品清单后确
认时出现的提示



6、EPC订单履行 —— 系统判定逻辑

是否满足EPC标记要求？

➢ 同一买家在一个时段内是否

存在符合数量要求的EPC订
单？

➢ 如果是，则将所有上述订单

打上EPC标记

该订单对应商品是否有库存？

➢ 如果商品库存为0，则用户下

单失败

➢ 当商品库存大于0时才会继

续后续判定

该商品是否在EPC有效清单内？

➢ 目前只有美国路向的订单才

会进行商品EPC有效性的判

定

➢ 如果商品id不在EPC有效清

单内（不在选品参与名单内

or 在选品屏蔽名单内），则生

成普通商品订单

EPC订单的判定逻辑：



6、EPC订单履行 —— 商户后台

Step 1: 在商户后台点击左上方“订单” → “未处理”标签，进入订单查看页面，识别EPC订单 

有上述标记的订单即为EPC订单



6、EPC订单履行 —— 商户后台

Step 2: 登录WishPost，选择“创建订单”，来创建EPC物流订单

注意事项：

1、物流渠道：必须选择WishPost - EPC

2、揽收地址：务必填写真实发货地址

3、收件信息：固定为上海EPC操作中心

4、交易信息：必须正确填写EPC订单对应的

Wish交易ID

5、信息填写完成后会生成EPC单号，格式为

：WI + 12位数字 + EPC



6、EPC订单履行 —— 商户后台

Step 3: 之后可以在“订单明细”页面中查看和打印面单，或者将误操作的物流单无效 



6、EPC订单履行 —— 商户后台

面单样式示例：

二维码中包含了物流追踪号，Wish交易ID和
包裹内物品数量信息。



6、EPC订单履行 —— 商户后台

Step 4: 确认无误后，进入商户后台，点击EPC订单右侧“措施”按钮，在下拉菜单下点击“配送”标签来履行订单，会弹出物

流信息选择窗口；选择WishPost作为配送服务提供商，填入刚才生成的EPC运单号，点击保存，之后EPC订单的“操作”状

态会变为“等待处理”



6、EPC订单履行 —— ERP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不在此具体介绍如何使用ERP创建EPC物流订单

商户可以访问“Wish电商学院”（https://peixun.wish.com/2018/07/13/erp0/），搜索并下载相应的教程

对于自建ERP的商户，可以发送邮件到：epc_service@wish.com，获取EPC相关API文档和开发指引



6、EPC订单履行 —— 发货

● EPC商品发货可以选择：揽收、自送、邮寄三种方式

● 目前EPC的揽收服务商是万色速递，对于华东地区的卖家，包裹到达上海合并中心的承诺时间为1天

● 周末也可上门揽收，但需要提前确认发货时间



7、EPC订单追踪、履行表现及费用查询

● 订单轨迹查询：

系统会自动合并EPC订单合并前和合并后的物流信息，商户可以在WishPost “物流表现”页面下“查询物流单号”编辑

框中输入EPC原始单号（合并前单号）即可查看EPC订单的轨迹和妥投信息



7、EPC订单追踪、履行表现及费用查询

● 订单履行表现：

商户可点击WishPost “EPC管理后台” → “合并订单报告”对已履行的EPC订单表现进行查看



7、EPC订单追踪、履行表现及费用查询

● 订单履行表现：

每一条EPC订单我们都会提供wish交易单号、到EPC合并仓所用时间、包括重量和费用信息



7、EPC订单轨迹与费用查询

● 费用查询：

合并订单相关费用信息可以在WishPost “支付控制台” → “支付记录”标签页下查看



8、EPC订单无法履行时的处理方法

● 货品属性特殊EPC无法承运，临时缺货等情况无法按EPC要求履行的订单：

登陆Wish商户平台，未发货订单管理页面，点击“措施”，选择“取消合并”，可以将EPC合并订单取消。由于EPC合并订

单产生时，以对顾客承诺升级物流为确认妥投服务，因此，解除合并的EPC订单，无论单价多少，都需要以确认妥投物

流服务发货。



EPC常见疑问解答

1、费率问题：合并成功  vs.  合并失败

2、操作问题：选品工具使用、同店合并、下单&跟踪、……

3、支付结算：预充值操作、理赔方式、……

4、激励措施：物流免责、流量支持、……

5、其他问题：店铺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