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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泰国顶尖品牌线上虚拟展.昆明 

2022年 8月 17-21日 

中国.昆明 

 

公司名称…云南昆泰广大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冰云………………职务 ………经理………… 

微信号……kwangcho……手机号码…13085338065…… 

产品种类: …预包装食品………………… 

 
Ø 请填写参加直播销售的产品明细 
 

1. 产品名称：金啦哩香脆椰子片、金啦哩香蕉片、金啦哩蜂蜜 
2. 产品信息和明细 (100 - 200 字)…金啦哩香脆椰子片 ：片片香脆可口的椰子

片，浓浓的椰子香，仿佛将您带到美丽的热带海边。 
金啦哩芭蕉片 ：精选泰国热带海洋气候特有的新鲜芭蕉，融入浓浓鲜
奶油烤制，美味健康融为一体。 
金啦哩龙眼花蜂蜜 90克：是泰国的一乡一村(OTOP)五星产品，OTOP（one 
tambon one product）是指泰国的政府运动，即泰国的每一个一乡一村选出
一个特产，泰国蜂蜜，原装进口，带你找回小时候天然花香的真蜂蜜
味道。 
 

3. 产品卖点（写 3条） 
@金啦哩香脆椰子片 ：采用泰国热带海洋气候所特有的新鲜椰子，挑
选老嫩适宜的叶肉，经过严格挑选、加味，精密加工烘干而成，不含
其他化学成份，片片香脆可口，浓浓的椰子香，口感特点：香脆可口,
有着浓郁的椰子奶香味。你可以把他当做吃冰的配料，平时大家自己
在家煮好的绿豆冰或者红豆冰就可以放进去。香脆可口、老少皆宜。
符合卫生标准，是泰国特产，礼选佳品。 
@金啦哩芭蕉片 ：精选泰国热带海洋气候特有的新鲜芭蕉，融入浓浓鲜奶油烤
制，美味健康融为一体。色泽金黄 口感香脆!统一的切割 每一片都成差不多厚度的
薄片，每一片均匀釉着一层糖渍 但是一点也不粘牙齿，也不嫌甜腻，是休闲很好
的茶点哦！ 

 
参加直播活动报名表 

提交时间：2022年 7月 19日 

邮件: kunming@levelupthai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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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啦哩龙眼花蜂蜜：是泰国的一乡一村(OTOP)五星产品，原装进口，天然花香的
真蜂蜜味道。天然无添加，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既有普通蜂蜜的功效，还有龙眼
特有的营养价值。蜜色呈琥珀色 ，食味甘甜，不易结晶，具有天然的龙眼香味。 

4. 发货国家 （泰国还是国内）国内发货……..国内发货……..………… 

5. 物流公司（如果从泰国发货请填顺丰/ 如果国内发货请填天猫或公司自己发货）…..………… 

………..………公司自己发货……………………………………………………………………. 

6. 库存量…..金啦哩椰子片 200袋，金啦哩香蕉片 500袋，龙眼蜂蜜 500支…… 

7. 生产日期…椰子片 2022.02.04  香蕉片 2021.10.02  蜂蜜 2020.12.15 

8.如果贵公司在自己天猫店上销售请填写在直播中活动价……无………………... 

 

请认真填写表格并于 2022年 7月 19日前发送至邮箱：kunming@levelupthailand.com 

 

 

备注： 

1. 泰王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商务处邀请主播在活动期间对参展商的产品和品牌进行直播宣

传。                                                                                                                                                                                                                                                                                                                                                                                                                                                                                                                                

2. KOL将在 2022年 8月 17-31日内进行直播，（直播日期和时间另行通知） 
3. 直播过程中会有附上淘宝店铺链接，以便观众可以立即订购产品， Level Up 公司将发送

链接给企业商家进行观看。 

4. 参展商可以填写直播活动报名表，每位参展商的报名产品仅限 1种（SPU）。 
5. 意向参与直播活动的企业商家也需要报名将产品放到淘宝店进行销售。 

6. Level Up 公司将总结产品清单以安排日常直播活动，并通知企业商家寄样品将产品详细

信息送到指定地点。 

如果从泰国发货，企业商家必须在 2022年 7月 18日前发产品样品到 Level Up 公司*， 

9个样品/1种产品（SPU）。 

如果国内发货，企业商家必须在 2022年 7月 26日前提交产品样品到昆明仓库**， 

9个样品/1种产品（SPU）。 

7. 活动详情将在 2022年 7月 21日的 Zoom会议上通知， 15:00-17:00 （中国时间），（如有变

更，将随后通知） 
 
*/**备注 : 请仔细阅读并填写下面参加活动的信息，了解产品邮寄的步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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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请填写参加淘宝店铺销售的产品信息 

 
加入淘宝店铺产品信息表单  

 

品名 金啦哩香脆椰子片 40克 

包装规格（如 1盒 10

袋） 

1箱 130袋 

重量 40克 

生产地 泰国 

Level Up 净价 (人民币) 是下单时用于计算支付给贵公司的价格。 

（LevelUp公司将此净格添加其他费用，例如运输、税费和真实佣金，以设定

淘宝上的销售价格） 

 

比如：贵公司给的 Level Up 净价是 20元/件，淘宝上的销售价格 30元/件，如果

有 10件的订单 

Level Up 公司支付给贵公司的金额是 20元 * 10件等于 200元 

国内销售价 (人民币)  

最低销售价 (人民币）  

品牌/产品介绍 云南昆泰广大贸易有限公司位于与东南亚相邻的云南省昆明市，公司

注册资金达百万元人民币，主要业务是向中国进口泰国食品。经营的

产品主要有香脆椰子片、香蕉片、椰子榴莲汤、酥卷类、果干类、水

果罐头及果汁类，调味品类等高品质泰国特产。在外贸上，公司得到

了泰国政府和泰国驻昆明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公司的管理层从事过

多年的外贸进出口业务，有着非常丰富的市场运作及品牌推广经验。

公司所创立的“金啦哩”品牌，自 2007 年上市以来已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喜爱和认可。 自创建伊始，公司就秉着诚信为本，互惠互利的

原则，注重品牌的信誉和产品的品质。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公

司雄厚的实力，公司将继续争做合作伙伴所信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并为中国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正宗、美味的泰国食品。 
“金啦哩”是泰国传说中的神鸟， “金啦哩”特有的外观容易给人留下印

象，她卓越的唱歌，跳舞，她优美的形式往往是在传统的雕刻和寺庙

壁画里常可以看到的。“金啦哩”在泰国是一种吉祥象征，像中国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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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麒麟。“金啦哩”还是一种飞得高的神鸟，用它做品牌相信能带来繁

荣兴旺。 

 

产品说明/功效  

产品卖点（填写 3

个） 

采用泰国热带海洋气候所特有的新鲜椰子，挑选老嫩适宜的叶肉，经
过严格挑选、加味，精密加工烘干而成，不含其他化学成份，片片香
脆可口，浓浓的椰子香，口感特点：香脆可口,有着浓郁的椰子奶香
味。你可以把他当做吃冰的配料，平时大家自己在家煮好的绿豆冰或
者红豆冰就可以放进去。香脆可口、老少皆宜。符合卫生标准，是泰
国特产，礼选佳品。 

成分 椰子果肉，白砂糖，食用盐 

其他规格，如：口

味，大小，颜色等 

 

使用说明 打开即食 

储藏方法 置于阴凉干燥处，开封后密封保存 

注意事项  

生产日期 2022.02.04 

有效期 2023.05.04 

保质期 15个月 

注册编号  

淘宝店名（如有） 爱上金啦哩 

天猫店名（如有）  

Q&A (常见问题)  

负责人 卢冰云 

手机号 13085338065 

邮箱  

微信号  

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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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金啦哩香蕉片 

包装规格（如 1盒 10

袋） 

1箱 100袋 

重量 100克 

生产地 泰国 

Level Up 净价 (人民币) 是下单时用于计算支付给贵公司的价格。 

（LevelUp公司将此净格添加其他费用，例如运输、税费和真实佣金，以设定

淘宝上的销售价格） 

 

比如：贵公司给的 Level Up 净价是 20元/件，淘宝上的销售价格 30元/件，如果

有 10件的订单 

Level Up 公司支付给贵公司的金额是 20元 * 10件等于 200元 

国内销售价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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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销售价 (人民币）  

品牌/产品介绍 云南昆泰广大贸易有限公司位于与东南亚相邻的云南省昆明市，公司

注册资金达百万元人民币，主要业务是向中国进口泰国食品。经营的

产品主要有香脆椰子片、香蕉片、椰子榴莲汤、酥卷类、果干类、水

果罐头及果汁类，调味品类等高品质泰国特产。在外贸上，公司得到

了泰国政府和泰国驻昆明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公司的管理层从事过

多年的外贸进出口业务，有着非常丰富的市场运作及品牌推广经验。

公司所创立的“金啦哩”品牌，自 2007 年上市以来已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喜爱和认可。 自创建伊始，公司就秉着诚信为本，互惠互利的

原则，注重品牌的信誉和产品的品质。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公

司雄厚的实力，公司将继续争做合作伙伴所信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并为中国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正宗、美味的泰国食品。 
“金啦哩”是泰国传说中的神鸟， “金啦哩”特有的外观容易给人留下印

象，她卓越的唱歌，跳舞，她优美的形式往往是在传统的雕刻和寺庙

壁画里常可以看到的。“金啦哩”在泰国是一种吉祥象征，像中国的龙

和麒麟。“金啦哩”还是一种飞得高的神鸟，用它做品牌相信能带来繁

荣兴旺。 

 

产品说明/功效  

产品卖点（填写 3

个） 

精选泰国热带海洋气候特有的新鲜芭蕉，融入浓浓鲜奶油烤制，美味
健康融为一体。泰国金啦哩芭蕉干,色泽金黄 口感香脆!统一的切割 每
一片都成差不多厚度的薄片，每一片均匀釉着一层糖渍 但是一点也
不粘牙齿，也不嫌甜腻，是休闲很好的茶点哦！ 

成分 香蕉片，植物油，奶油，白砂糖，食用盐 

其他规格，如：口

味，大小，颜色等 

 

使用说明 打开即食 

储藏方法 置于阴凉干燥处，开封后密封保存 

注意事项  

生产日期 2021.10.02 

有效期 2022.10.02 

保质期 12个月 

注册编号  

淘宝店名（如有） 爱上金啦哩 

天猫店名（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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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常见问题)  

负责人 卢冰云 

手机号 13085338065 

邮箱  

微信号  

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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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金啦哩牌龙眼花蜂蜜 

包装规格（如 1盒 10

袋） 

1箱 80支 

重量 90克 

生产地 泰国 

Level Up 净价 (人民币) 是下单时用于计算支付给贵公司的价格。 

（LevelUp公司将此净格添加其他费用，例如运输、税费和真实佣金，以设定

淘宝上的销售价格） 

 

比如：贵公司给的 Level Up 净价是 20元/件，淘宝上的销售价格 30元/件，如果

有 10件的订单 

Level Up 公司支付给贵公司的金额是 20元 * 10件等于 200元 

国内销售价 (人民币)  

最低销售价 (人民币）  

品牌/产品介绍 云南昆泰广大贸易有限公司位于与东南亚相邻的云南省昆明市，公司

注册资金达百万元人民币，主要业务是向中国进口泰国食品。经营的

产品主要有香脆椰子片、香蕉片、椰子榴莲汤、酥卷类、果干类、水

果罐头及果汁类，调味品类等高品质泰国特产。在外贸上，公司得到

了泰国政府和泰国驻昆明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公司的管理层从事过

多年的外贸进出口业务，有着非常丰富的市场运作及品牌推广经验。

公司所创立的“金啦哩”品牌，自 2007 年上市以来已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喜爱和认可。 自创建伊始，公司就秉着诚信为本，互惠互利的

原则，注重品牌的信誉和产品的品质。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公

司雄厚的实力，公司将继续争做合作伙伴所信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并为中国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正宗、美味的泰国食品。 
“金啦哩”是泰国传说中的神鸟， “金啦哩”特有的外观容易给人留下印

象，她卓越的唱歌，跳舞，她优美的形式往往是在传统的雕刻和寺庙

壁画里常可以看到的。“金啦哩”在泰国是一种吉祥象征，像中国的龙

和麒麟。“金啦哩”还是一种飞得高的神鸟，用它做品牌相信能带来繁

荣兴旺。 

产品说明/功效  

产品卖点（填写 3

个） 

是泰国的一乡一村(OTOP)五星产品，OTOP（one tambon one 

product）是指泰国的政府运动，即泰国的每一个一乡一村选出一个
特产，泰国蜂蜜，原装进口，带你找回小时候天然花香的真蜂蜜味
道。龙眼蜂蜜，天然无添加，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既有普通蜂蜜的功
效，还有龙眼特有的营养价值。蜜色呈琥珀色 ，食味甘甜，不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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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具有天然的龙眼香味。 

成分 蜂蜜 

其他规格，如：口

味，大小，颜色等 

 

使用说明 打开即食 

储藏方法 置于阴凉干燥处，开封后密封保存 

注意事项  

生产日期 2021.10.02 

有效期 2022.10.02 

保质期 36个月 

注册编号  

淘宝店名（如有） 爱上金啦哩 

天猫店名（如有）  

Q&A (常见问题)  

负责人 卢冰云 

手机号 13085338065 

邮箱  

微信号  

银行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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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1. 2022泰国顶尖品牌线上虚拟展的淘宝店铺名称为 Taiwanle 泰玩乐 

2. 申请人必须向 本公司提交以下图片文件，连同此表一起提交 
   - 产品图片 4-5个角度如正面、侧面、背面、logo、产品标签、包装信息等等 

   - 白色背景 

   - JPEG或 png文件 
   - 不小于 1MB 但不超过 3MB 
   - 以产品名称和序号命名文档如 xxxx1, xxxx2, xxxx3, xxxx4, - - - - - - - 
3. 申请人必须提交证明各种产品质量的文件，包括相关的英文或中文。 

4. Level Up 公司将创建包含重要信息的详情页，含产品图片、品名、3个卖点、重量、规格

（如包装数量、口味、气味、颜色、尺寸）、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如果本表格没有

完整填写信息，提交后，将不会在详情页中添加其他信息。 

5. 企业商家已经拥有自身淘宝或天猫店铺可以发送店铺链接给到 Level Up，以便进一步宣

传传播。 

6. 本公司保留根据淘宝平台的在线促销和活动考虑调整售价的权利。 

7. 参与淘宝店铺销售产品不收取任何费用。 
8. 淘宝店铺商品自 2022年 8月 17日起开始销售，逐步在淘宝店铺销售。 
9. 参与的企业商家的产品将在淘宝店铺销售，截止日期直到 2022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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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2年 7月 19日之后提交的表格，Level Up公司保留不将本表中的信息翻译

成中文的权利。 

 

送货程序 : 

1. 通过顺丰速运的空运形式，称作为 “包裹”(PARCEL) 派送，仅适用于在淘宝平台购买的商

品。 

2. 通过淘宝店收到订单时将会采取送货。 

 

3. 需要从泰国发货的企业商家将在 Level Up 公司的协调下通过顺丰速运处理发货。 

4. 从泰国到目的地收件人的交货时间为 14-21天（可能因疫情而延迟），收件人无需支付

任何费用。 

 
***送货条款： 

1. 每位企业商家参与活动的产品仅限 1 种类型（SPU）和不超过 3 种规格（SKU），例如泰国

甜品公司，只可以销售椰子蛋券（SPU），最多 3种口味（SKU）。 

2. 根据中国进口规则，参与产品不得是违禁品或盗版商品，如大麻、猪肉制品、冬虫夏

草、人参、各种酒精、大米、糖、珠宝首饰等。 

3. 产品必须具有泰国的标准和有效许可证书，如 FDA和优良制造规范。 

4. 企业商家必须将至少 9 件样品/1种类型（SPU）： 

*如果从泰国发货，请送到泰国的采集点： 

地址：Suanplern Market 3 fl., 3654 Rama 4 road, Klongton, Klongtoey, Bangkok, Thailand 10110 

仓库联系人 Mui 电话：+66-65984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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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内发货，请送到昆明的采集点：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浦发路顺通五金机电建材城 5栋

118号 

仓库联系人：徐师 电话：15198809800 

活动联系人 雷伊帆 电话：15887883318 

5. 如果从泰国发货，企业商家必须仅在 2022年 7月 18日内将样品发送至采集点。 

如果国内发货，企业商家必须仅在 2022年 7月 26日内将样品发送至昆明的采集点。 

6. 每件样品重量不超过 2公斤。每件尺寸不超过 60x60x60厘米。1个盒子产品不得超过 10

件。 

7. 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产品，仍然可以参与淘宝上的销售活动，但将无法参与中国的直播活

动。在这种情况下，请将产品样品发送到泰国采集点，以参与泰国的直播活动。 

 

加入淘宝店铺样式 : 

 

 

 

 

 

 

 

 

活动联系人：雷伊帆 电话：15887883318 

协调员: 郑芷若 +66-654592935 , WeChat ID : nidnoiuk , email : Benya.v@levelupthailand.com 
请填写表格并于 2022年 7月 19日内发送至邮箱 : kunming@levelupthai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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