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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电商人群特征

用户画像

趣头条用户画像

趣头条用户安装资讯和电商App的比例



二类电商人群特征



趣头条用户画像

41% 59%

性别与年龄 操作系统

90%  安卓

10%  IOS

33%15%

24~40岁23岁以下 40岁以上

52%



区域占比

趣头条用户画像



趣头条用户安装资讯和电商App的比例

手机百度

腾讯新闻

今日头条

UC浏览器 苏宁易购

京  东

拼多多

淘   宝34%

23%

17%

15%

57%

54%

16%

5%

数据统计时间：201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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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资源位

推广解决方案

优化工具 落地页制作



资源位总览
广告类型 点位 创意类型 推荐指数 特点 适合细分类目

海量信息流

列表页

组图
量级大，元素多样化，素材优化空间大，

相对竞争大

服饰、3C、钟表、眼镜、日

用百货、食品等

小图 性价比高，竞争较小 钟表、酒水等

大图 点击率高，量级比组图小 服饰、3C、茶叶、眼镜等

视频广告（横版）
内容原生，沉浸体验，深度互动，转化

效果好；
3C、钟表、服饰等

详情页

大图 点击率对比列表页较低，竞争较小
服饰、3C、钟表、、茶叶、

眼镜等

小图
点击率对比列表页较低，转化好性价比

高
酒水、钟表、酒水等

视频广告（横版）
内容原生，沉浸体验，深度互动，转化

效果好；
3C、钟表、服饰等

不止信息流 小视频 视频广告（横版/竖版）
内容原生，沉浸体验，深度互动，转化

效果好；
3C、钟表、服饰等

趣味互动 互动位
趣味性高，点击率高，奖励性质文案效

果更佳

酒水、3C、钟表、配饰、日

用百货、眼镜、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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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位|列表页广告

大图 组图 小图

p大图   CTR  2%-3% 

p组图   CTR   1.5%-3% 

p小图    CTR 1%-2%

p视频广告 CTR 2%-3%

计费方式：0.15元起竞价

素材规格：

p列表页大图
尺寸690*360像素  大小<100k  
支持 gif/jpg/png格式

p列表页组图
尺寸225*150像素  大小<100k  
支持 gif/jpg/png格式

p列表页小图
尺寸225*150像素  大小<100k  
支持 gif/ jpg/png格式

列表页广告

视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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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位|详情页广告

p大图   CTR  0.8%-1.5% 

p小图    CTR 0.5%-1%

p视频广告 CTR 2%-3%

计费方式：0.15元起竞价

素材规格：

详情页大图
尺寸690*360像素  大小<100k  
支持 gif/jpg/png格式

详情页小图
尺寸225*150像素  大小<100k  
支持 gif/jpg/png格式

详情页广告

大图

小图

视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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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版视频

资源位|小视频广告

横版视频

pCTR 2%-3%

p计费方式：CPC 0.15元起竞价

注意：

p 目前仅开放安卓，单元须定向安卓

p 横版视频单元定向列表页才可以投放到

小视频位置

p 竖版视频需要额外开权限

素材规格

p 视频封面：横版—宽高比16:9 尺寸640*360

                     竖版—宽高比9:16 尺寸360*640

                     大小<500k 支持 gif/jpg/png格式

p 视       频：横版—宽高比16:9 

                     竖版—宽高比9:16  

                     大小<100M 支持 mp4/mov/3gp

小视频广告



资源位|互动位广告-通过互动形式高效完成转化

互动广告 

将广告内容包装成为用户权益和福利

的方式，用户通过趣味式的互动交互

领取这些权益和福利完成整个广告过

程 （图例仅是其中一种互动广告形式）

CTR： 10%-20% 不同行业差异较大

计费方式：CPC 0.2 元起竞价

播放播放页
右上角小图标 游戏页面 抽奖

出现广告页面

互动位



优化工具-通过定向圈定目标人群

趣头条 联盟头部流量 米读小说 热点段子
2 媒体定向

商业兴趣定向（人群包）3 用户爱好

4 基本信息
年龄 性别 新老用户 网络情况 手机机型 
操作系统

5 地域定向
省 市 区

6
智能出价功能
目标转化出价功能（ocpc）

1 指定场景投放
详情页文章分类



优化工具-目标转化出价功能（ocpc）

p 计费规则

按照点击计费， 但会根据转化目标进行优化

p 产品特性

以转化目标为优化目的，以机器自动出价方式控制转化成
本，达成投放目标。

p 产品优势

1. 控成本、提效率、拿量快

2. 分行业训练转化模型，更准确

p 出价方式

按照单元平均转化成本要求出价。初始阶段会提供建议出
价，根据过去3天的实际转化成本计算得出。 



优化工具-目标转化出价功能（ocpc）

如何使用ocpc？
p 步骤一：单元 层级 ocpc转化目标 选择 表单提交，转化数据来源 选择 

建站 之后点击保存

p 步骤二：灯泡 亮了之后，勾选 ocpc复选框，预期转化成本 按照后台建
议出价设置

注意：

p 亮灯规则：单个单元近3天内

转化超过60个，且3天内单元

成本起伏不是很大

p 目标转化成本建议按照后台

出价设置，若设置太低会出

现跑不出量的情况

p 使用ocpc期间不建议频繁调

整素材，更换落地页和定向



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p 趣头条广告为二类电商广告主搭建了专门的制作落地页工具，优化了交互体验，提高落地

页转化率且增加了可分析数据。

落地页懒加载

根据浏览顺序加载图片，

有效降低加载时长

图片无损压缩

图片无损压缩，提升加

载速度的同时保持图片

画质

尊享独立域名

独立域名，且支持https

域名，防劫持

投放效果突出

转化率比旧系统提升

30%+，重复订单减少

50%

智能数据报表

提供站点、商品、订单

等多维度数据，助力投

放决策

支持图文属性

支持图文属性，为用户

提供更多商品信息，促

进转化

人群精准定向

对接ocpc和扩展人群包，

有利于数据积累及后续

使用

修改机制优化

修改非图文信息不触审，

线上创意正常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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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Ø 如何登录：

• 登录广告主后台→选择工具箱→选择 赤兔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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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一：点击左侧 商品管理 进入商品管理界面→点击右上角 创建商品 按钮进入商品编辑界面

Ø 如何创建商品（创建后不允许修改，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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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Ø 如何创建商品（创建后不允许修改，请谨慎操作）：

• 步骤二：编辑商品的名称、类目，并添加文本属性、图文属性（选填）；

属性

属性值

商品
图片

预 览 效 果

商品
图片

属性

属性

属性值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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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 步骤一：点击左侧 站点管理 进入商品管理界面→点击右上角 创建站点 按钮进入站点编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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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二：选择商品、填写站点名称、商品价格配置等基本信息，之后点击 保存
并下一步；

①点击此处，在下拉菜单中选
择已创建商品；若未创建则需
新建，返回创建商品步骤

②落地页标题会显示在网页窗
口和手机屏幕顶部，建议这个
位置可以利用起来，体现“价
格”、“折扣”、“优惠”

③点击此处批量修改产品价格

④点击此处修改单个产品价格

⑤点击此处进入详情页编辑页
面

①
②

③

④

⑤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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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三：编辑站点的首页信息，起标题、配主图；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预览
窗口

商品标题

落地页顶部图片：仅支持
JPG,PNG,JPEG格式，建议
上传1:1图片，至少
600*600，大小不超过1M

顶部图片轮播开关，
若只有一张图片，建议关闭

顶部图片轮播间隔
时间调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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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四：编辑站点的营销信息；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顶部图片下
部样式模板

商家推荐语

销量顶部呈现
价格为原
价*折扣
后价格

功能启用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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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五：编辑站点的详情信息；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文字输入框

点击上传图片，
最多可上传9张
图片，图片大小
不能超过1M

拖拽图片可调
整图片顺序

① ② ③

④
①添加满9张图片后，点
击此处加入新的图片组件
②点击此处加入新的文字
组件
③点击此处删除相应组件
④点击此处移动该组件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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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六：编辑站点的表单信息；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收集用户身份证信息

手机验证码功能，有利于
删选部分无效号码，但会
降低转化提高成本

表单样式模板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七：编辑站点的按钮文案；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按钮样式模板

表单提交
按钮文案

底部固定banner
调按钮文案

填写电话
号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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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八：编辑站点的其他页面，提交审核；

Ø 如何创建落地页/落地页：

返回键劫持：用户首次点
击返回键时弹出，提升页
面转化率，支持
JPG,PNG,JPEG,GIF图片，
建议上传1:1的图片，至
少600*600，大小不超过
1M

用户提交表单后跳转落
地页，尚在开发中

① ②

①点击此处保存草稿，编
辑站点过程中可随时点击
保存
②点击此处提交审核，待
审状态下页面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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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一：新建创意时，在 设定目标网址 处点击 选择建站模板；

Ø 创意如何绑定站点：
不可复制预览链接直接填
写在 设定目标网址处，则
赤兔后台数据报表出无消
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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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 步骤二：选择站点，点击确定；

Ø 创意如何绑定站点：

若无站点请建站站点是否
过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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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Ø 如何查看订单：

• 点击左侧 订单管理 进入订单管理界面

点击此处可
根据订单创
建时间筛选
订单

点击此处可
根据订单状
态筛选订单

点击此处可根据 只
看疑似废单、不看
疑似废单，只看疑
似重复单，意思重
复单去重，不看废
单且重复单去重 规
则快速过滤订单

点击此处可根据 
订单ID、姓名、手
机号、商品名称、
商品ID、站点ID、
站点名称、计划ID、
单元ID、创意ID、
收货地址、快递单
号 筛选订单

⑥ ⑦

⑥自定义列：点击此处可
查看想查看的字段
⑦下载订单：点击此处可
下载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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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Ø 如何对接订单系统：

• 点击左侧 系统设置 →选择 订单API → 点击查看《订单数据API接口文档》，根据文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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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页制作-赤兔电商平台

Ø 如何屏蔽IP：

• 点击左侧 系统设置 →选择 黑名单
输入IP，用英文逗号隔开，输入
完毕后点击 拉入黑名单 批量输入IP

移除黑名
单按钮

根据ip查找
创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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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投放计划

投放管理

准备物料 账户搭建 投放测试 运营优化



a)确定营销目标      b)选择产品资源 

c)选定目标人群      d)推广预算调配

投放五个步骤

1

st
ep

1

制定投放计划

2
st
ep

2

准备物料

3

st
ep

3

账户搭建

4

st
ep

4

投放测试

5

st
ep

5

运营优化

a)设计广告素材      b)制作推广页面 

a)定向组合设置      b)广告计划设置 

c)广告创建上线      

a)投放数据监测      b)投放数据分析 

a)自定义人群定向      b)新资源测试 

c)广告素材优化    



推广预算调配

• 调配预算，给各广告位设

置预算，根据投放效果实

时调整

• 充值完成后，支持在线申

请发票

选择投放资源

• 根据要推广的产品，选择

合适的广告资源，如：

• 列表页大图、组图、小图

• 详情页大图、小图

• 视频信息流

• 互动位

确定影响目标

• 广告投放前，确定推广目

标，需要广告主基于自身

推广目的、业绩指标确定，

如：

• a) 推广目的：产品售卖

• b)营销目标：ROI达到1.5

以上

选定目标人群

根据推广产品及消费群

体，设置定向，选定目

标人群，一般采用通用

定向+精准定向的组合方

式，如：

• 推广产品：暖风机

• 定向设置：通用定向

+商业兴趣

STEP 1 制定投放计划



素材文案要点：
• 文案内容及标点文字格式规范

• 突显产品卖点（材质、折扣、服务优势）

• 内容与素材整体风格样式相匹配

落地页设计基本要求：
• 页面内容清晰、简洁，与素材内容相关联

• 页面布局结构合理，确保访问加在顺畅

• 功能操作便捷，购买/表单设计完善，确保用户体验好

STEP 2 准备投放物料



STEP 3 账户计划搭建

定向组合
实际使用中，一般采用以下通用定向：

年龄 性别  地域

部分广告主会根据自身需求做商业兴趣定向，

如上传已购买用户手机号码做自定义人群包

定向、定向汽车人群包等等

根据人群画像做精准定向

注意事项

① 根据产品及消费人群，选择合适的定向

搭配

② 切记定向过窄，以免影响曝光量。可通

投和定向组合做AB测试来测试人群画像



STEP 4 投放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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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表

1

2

1-分小时报表

可查看筛选时间内各时段账户/单元/创意层面
的消耗、展现、点击、acp、ctr、ecpm数据，
该报表有2个小时的延迟

2-数据报表

a.可从账户/单元/创意层面查看当天实时累积
消耗、展现、点击、acp、ctr数据
b.可从账户/单元/创意层面查看筛选时间内累
积消耗、展现、点击、acp、ct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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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表
点击可下载筛
选时间内报表

分天消耗
数据

分计划/分单元/分
创意 筛选时间内累
积消耗数据

账户树：点
击下拉箭头
并点击单元
/创意可查
看相应单元
/创意分天
消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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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表

Ø 如何查看数据：

• 点击左侧 数据管理 进入数据管理界面

1. 商品报表-分商品查看数据，可分天

2. 站点报表-分站点查看数据

3. 订单报表-可分商品、分站点、分时段、

分天查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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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表

Ø 如何查看数据：

• 点击左侧 数据管理 进入数据管理界面

赤兔站点消
耗的广告费
用，有2小
时的延迟

交易
金额/
订单
数

广告消耗
/订单数，
有2小时
的延迟

订单数/pv

商品
订单
总金
额



日常优化

新单元

数据监测 结合数据，控制消费进度、转化和CPA情况 每半小时一次

价格、定向、时段调整 结合数据，调整价格、定向、时段，控制CPA和转化 随时

测试结果归纳总结 结合测试数据，找出适合投放的价格、定向和时段 每测试周期一次

老单元

时段数据 每个时段算成本 每个时段

价格、时段调整 根据数据，调整价格、时段，来控制CPA和转化 每个时段

旧创意换新 结合数据，一段时间换下新创意 不定期

l 使用ocpc功能，提升广告转化效果

l 一个资源位测通后，多尝试其他广告位进行扩量

l 根据28法则分析投放的效果数据引导素材方向

① 挑选出CTR高、转好效果好的素材，参考此类素材风格多出图

② 不断测试、筛选、上新素材，保证账户稳定投放

STEP 5 运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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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

行业案例分享

3C 日百 服饰 酒水



列表页组图
A C P ： 0 . 3 - 0 . 4  

C T R ： 1 % - 1 . 5 %

亮 点 分 析 ： 动 态 字 符 、 动 态 图 片                  

视频信息流
A C P ： 0 . 3 - 0 . 4  

C T R ： 2 . 5 % - 3 %

亮 点 分 析 ： 给 用 户 构 想 使 用 场 景

列表页大图
AC P ： 0 . 2 - 0 . 3  

        C T R ： 0 . 6 % - 1 %

亮 点 分 析 ： 包 邮 试 戴 、 不 满 意
包 退

钟表行业参考案例



钟表行业参考案例

亮点解析：

p 图片的设计、文案的搭配及页面背景

都围绕产品的特点和细节，凸显出产

品的品质。

p 限时抢购引导用户关注、立即购买

p 文案营造现实场景，增强用户对产品

的形象联想，对提升转化有推动作用

p 视频广告全方位展现产品特点，并且

进行各种测试，增强用户对产品质量

的信赖

p 落地页采用返回键劫持功能对用户进

行二次挽留

推广目标：

产品：机械手表

人群：青年/中老年男性

推广策略：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视频信息流、

列表页大图

主要定向：

性别：男性

年龄：24+

效果数据：

日均消耗：1-3w

平均ctr：1.5%-2%

平均客单价：198-268



3C行业参考案例

亮点解析：

u 图片的设计、文案的搭配及页面背景都围绕产品的

特点和细节，凸显出产品的品质。

u 强调产品特性：超长待机、双卡双待、屏幕大小等

u 文案强调限时抢购，引导用户立即购买

推广目标：
产品：手机
人群：中老年男性

推广策略：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视频广告
主要定向：男   24+

效果数据：
平均日耗：2-5w 
平均ctr：1.5%-2.5%
平均客单价：599-699
成本：70-150

视频广告

ACP：0.4-0.5    
CTR：5%-8%
 

列表页组图
ACP：0.4-0.5     
CTR：1.5%-3.5%
 



日百行业参考案例

列表大图
ACP：0.2-0.3 
CTR：0.6%-1%

列表页组图
ACP：0.2-0.35 
CTR：1.5%-2%

推广目标：

产品：剃须刀

人群：青年/中老年男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列表页大图、视频信息流，

详情页
主要定向：
Ø 性别：男性   
Ø 年龄：24+ 
效果数据：
客单价：99-198  日耗：2-5w
平均ctr:1%-2%    表单成本：30-70

亮点解析：
① 图片上加上醒目文案强调产品特点
② 组图利用拼图的形式增加用户兴趣
③ 文案利用动态字符提高转化率



日百行业参考案例

列表大图
ACP：0.2-0.3 
CTR：0.6%-1%

列表页组图
ACP：0.2-0.35 
CTR：1.5%-2%

推广目标：

产品：男士手拿包

人群：青年/中老年男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列表页大图、视频信息流
主要定向：
Ø 性别：男性   
Ø 年龄：24+ 
效果数据：
客单价：99-198  日耗：2-5w
平均ctr:1%-2%    表单成本：40-70

亮点解析：
① 图片上加上醒目文案强调产品特点
② 组图利用动态图片提高素材点击率
③ 文案利用动态字符提高转化率



日百行业参考案例
推广目标：

产品：划痕修复液

人群：汽车用户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列表页大图、列表页下图

主要定向：
Ø 性别：男性   
Ø 年龄：24+ 
Ø 人群包：汽车用户
效果数据：
客单价：99-138  日耗：2-5w
平均ctr:1%-2%    表单成本：30-70

亮点解析：
① 图片上加上醒目文案强调产品特点
② 组图利用拼图的形式增加用户兴趣
③ 文案利用动态字符提高转化率

列表页大图列表页小图

ACP：0.2-0.325

CTR：0.6%-1%

列表页组图

ACP：0.3-0.4 

CTR：1.5%-2%

ACP：0.3-0.4

CTR：0.6%-1.5%



服饰行业参考案例

列表页大图
ACP：0.2-0.3
CTR：0.6%-1%

列表页组图
ACP：0.2-0.3 
CTR：1%-1.5%

推广目标：
产品：运动鞋
人群：中老年男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列表页大图、
视频广告、详情页大图/小图
主要定向：
性别：男性
年龄：24+
效果数据：
日耗：1-2w 客单价：99-198

亮点解析：

p 利用动态字符提高素材点击率

p 强调价格优惠：买一送一

p 图片上增加醒目文字刺激用户下单



服饰行业参考案例
推广目标：
产品：情侣对戒
人群：年轻情侣

主推资源：列表页小图、互动位 
主要定向： 
年龄：18-24
机型：中低端、低端

列表页小图        互动位
ACP：0.2-0.3 
CTR：1%-1.5%

ACP：0.3-0.4 
CTR：5%-6%

亮点解析：

p 免费领取做亮点，吸引用户点击
p 图片素材用动图提高点击率
p 文案中采用动态字符提高增加素材点击率

效果数据：

平均客单价：69-99

日耗：1-2w



服饰行业参考案例

推广目标：
产品：女士内裤
人群：青年/中老年女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小图、互动位 
主要定向： 
年龄：18-24
性别：女性

亮点解析：
p 免费领取做亮点，吸引用户点击

效果数据：

平均客单价：99-198

日耗：1-2w
成本：30-50

互动位

ACP:0.3-0.4

CTR:5%-6%

列表页组图

ACP：0.3-0.4 

CTR：1.5%-2%

列表页大图  

ACP：0.2-0.3 

CTR：1%-1.5%



爱好收藏行业参考案例

推广目标：
产品：纪念币
人群：中老年男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详情页大图
/小图
主要定向：
性别：男性 年龄：24+
效果数据：
日耗：1-2w 客单价：998-1980
成本：100-200左右

亮点解析：

p 利用动态字符提高素材点击率

p 图片上增加醒目文字刺激用户下单

详情页大图详情页小图

ACP：0.2-0.3

CTR：1%-1.5%

列表页组图

ACP：0.3-0.4 

CTR：1.5%-2.5%
ACP：0.2-0.3 

CTR：1%-1.5%



酒水行业参考案例
推广目标：
产品：手机
人群：中老年男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互动位 
主要定向：
地域：排除贵州、甘肃（排除酒的产地） 
性别：男 
年龄：24+

列表页组图     列表页小图   互动位

ACP：0.3-0.4 
CTR：1%-1.5%

ACP：0.3左右 
CTR：1%-1.5%

ACP：0.5-0.6 
CTR：5%-6%

亮点解析：

p 10元一箱酒，引发用户好奇，在优惠驱动下刺激用
户点击广告

p 提供产品检验报告，增加产品可信度
p 互动位中奖的形式，满足用户参与游戏和获取利益

的心理

效果数据：

平均客单价：99-199

日耗：2-4w



成人用品行业参考案例
推广目标：
产品：英国卫裤
人群：中老年男性

主推资源：列表页组图、列表页小图

主要定向： 
性别：男   年龄：24+

亮点解析：

p 利用免费领取做两点，引发用户好奇，在优
惠驱动下刺激用户点击广告

p 多角度展示商品特点

效果数据：

日耗：1-2w
成本：10块以内

列表页组图
ACP：0.2-0.3 
CTR：1.5%-2%

列表页小图
ACP：0.2-0.3
CTR：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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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FAQ

帮助中心



常见问题解答

Q1: 为什么操作账户的时候提示 当前登录多个广告主 ，无法操
作广告主账户？
A1: 操作广告主时只能登录一个广告主账户，防止误操作

Q2:启用ocpc以后可以修改定向么？

A2: 不建议做太大幅度的修改，可以根据修改后的日活覆盖/修改前

的日活覆盖来对比

A7:

Q7: 趣头条的开户和创意审核时间？

Q3: 启用ocpc之后可以更换素材么？

A3: 最好不要频繁更换素材和落地页

Q4: ocpc后台建议出价距离客户预期差距很大，可以直接按照客
户预期设置么？
A4：目标转化值设置过低会导致单元没量，建议先从运营角度降低

该单元成本，稳定后启用ocpc

Q6: 重复订单较多怎么办？

A6: 同一个ip点击超过一定次数不计费，如果使用赤兔的话，可以

启用ip黑名单，或者让客户在导出订单时选择疑似重复单去重后导

出

Q5: 为什么赤兔后台没有消耗数据？

A5: 请检查下绑定赤兔站点的创意是否从 选择建站模板 入口处绑定



常见问题解答—帮助中心

Q1:开户行业有什么限制？哪些行业禁投？

Q2:充值开票流程？退款怎么走流程？

Q3: 后台数据有延迟？

……………

查看后台-帮助中心

更多问题找运营同学&销售同学



了解更多 趣头条商业产品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