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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

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

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

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

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

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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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规范通知

平台通知

《腾讯云千帆云市场服务商接入协议》更新通

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0:09:53

为了提供更加稳定及优质的平台服务，规范合作伙伴与腾讯云千帆云市场双方的合作权益与义务，腾讯云官方已于

2022年11月对《腾讯云千帆云市场服务商接入协议》（新版接入协议2）内容细则进行优化调整。

鉴于现有协议即将到期，请您在仔细阅读，明确知晓并接受新版接入协议后，在2022年12月31日23:59前完成线

上协议确认及签署 卖家中心 > 协议信息 ，以保证后续合作正常推进。若您末在上述时间内完成新版接入协议签署，

平台有权视为您考虑主动放弃腾讯云千帆云市场的商户身份，届时您与腾讯云千帆云市场的现行合同及合作关系也

将一并终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erviceprovider/enter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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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缴纳保证金档位及金额》调整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0:10:00

为了更好地保障腾讯云用户的权益，提升云市场服务商的服务水平和商品质量。腾讯云官方已于2022年12月对保证

金规则进行优化调整。

服务商需缴纳的保证金由原3个档位（人民币1000元、2000元、5000元） 调整为1档位，金额为5000元；

如果服务商未缴纳保证金，或您之前缴纳的保证金金额不足5000元，将影响收益提现。如果您的保证金额度不足

5000元，请您及时进入 卖家中心 > 保证金管理  补缴纳至5000元。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serviceprovider/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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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审核新增《主机安全审核报告》流程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0:10:06

尊敬的千帆云市场服务商，为了进一步规范云市场管理，提升平台售卖产品的安全服务性能，即日起镜像商品上架

云市场前需要通过 主机安全（专业版）检测 ，并于商品编辑页面提供无告警版的 《主机安全检测报告》（示

例） ，方可完成云市场镜像商品的上架，详细上架流程可参考 镜像服务 。

已上架存量镜像商品也请尽快通过上述检测，并于商品编辑页面补齐《主机安全检测报告》。云市场于2022年9月

10日起系统巡检已上架的镜像商品，未提供《主机安全检测报告》的镜像商品将被下架，如有任何疑问，也请随时

通过 提交工单  与我们联系，感谢您对千帆云市场的支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96/68755
https://main.qcloudimg.com/raw/777e2cdde986d7340f712da7a862eabe.pd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6/301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1&level2_id=847&source=14&data_title=%E4%BA%91%E5%B8%82%E5%9C%BA%EF%BC%88%E5%8D%96%E5%AE%B6%EF%BC%89&level3_id=851&radio_title=%E5%85%B6%E4%BB%96%E9%97%AE%E9%A2%98&queue=3024&scene_code=12134&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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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在云市场上的集市产品的平台服务费结

算比例调整通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10:55:28

为了提供更加稳定及优质的平台服务，规范合作伙伴与腾讯云千帆云市场双方的合作权益与义务，腾讯云官方将于

2023年1月1号对服务商在云市场上的集市产品的平台服务费结算比例进行调整，取消原按阶梯分成结算的方式，统

一成按服务商在云市场的集市产品所产生实际订单交易金额的10%收取的方式执行。 

以下是详细信息： 

如对上述结算方式有疑问可咨询 在线客服  来寻求帮助。

分类 调整前的结算方式 调整后的结算方式

集市产品

（除 API 类

目外)

2022年12月31号之前的产生订单

对服务商，在云市场上的集市产品的平台服

务费是根据服务商年销售额阶梯式收取，在

自然年内：                

例：平台抽佣按服务商年销售额累计计算

（多款集市产品），如本自然年内服务商订

单总额60万元，则收取的佣金为 ：200000 

* 10% + (500000 - 200000) * 5% + 

(600000 - 500000) * 3% = 38000元

服务商年总销售额小于等于20万元，平台

抽佣订单总额10%（第一阶段）。

服务商年总销售额大于20万元，小于等于

50万元，平台抽佣订单总额5%（第二阶

段）。

服务商年总销售额大于50万元，平台抽佣

订单总额3%（第三阶段)。

从2023年1月1日起的产生订单：按服务

商在云市场的集市产品（除 API 类目

外）所产生实际订单交易金额的10%收

取。

例：平台抽佣按服务商年销售额累计计

算（多款集市产品），如本自然年内服

务商订单总额60万元，则收取的佣金为 

：600000 * 10% = 60000元

API 类目的

集市产品
免平台抽佣

按服务商在云市场的 API 类目的集市产

品所产生实际订单交易金额的10%收

取。当前是千帆云市场生态升级优惠

期，优惠期内按服务商在云市场的 API 

类目下的集市产品所产生实际订单交易

金额的3%收取。优惠活动结束时间另行

通知。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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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公告

违规处罚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8:09:48

服务商：深圳市微搜科技有限公司

处罚原因：

1、服务商通过冒用名义、欺骗混淆的方式，利用腾讯千帆云市场的名义宣传其自家产品，使客户误以为是腾讯云产

品或合作项目，收取客户的城市加盟费用，严重影响腾讯的品牌，违反了《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的“冒用名义，欺

骗混淆”条款。

2、服务商引导客户线下交易，违反了《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的“线下交易“条款。

处罚结果：扣除全部保证金，清退服务商，下架其全部产品并永久查封账户。

请腾讯千帆云市场服务商共同维护云市场秩序，遵守《云市场管理规范》，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个客户。

腾讯千帆云市场

2023 年 04 月 13 日

服务商：深圳市数实融合科技有限公司

处罚原因：

1、服务商通过冒用名义、欺骗混淆的方式，利用腾讯千帆云市场的名义宣传其自家产品，使客户误以为是腾讯云产

品或合作项目，收取客户的城市加盟费用，严重影响腾讯的品牌，违反了《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的“冒用名义，欺

骗混淆”条款。

2、服务商引导客户线下交易，违反了《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的“线下交易“条款。

处罚结果：扣除全部保证金，清退服务商，下架其全部产品并永久查封账户。

请腾讯千帆云市场服务商共同维护云市场秩序，遵守《云市场管理规范》，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个客户。

腾讯千帆云市场

2023 年 04 月 13 日

服务商：即时云仓（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处罚原因：

深圳市微搜科技有限公司处罚公告

深圳市数实融合科技有限公司处罚公告

即时云仓（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处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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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商通过冒用名义、欺骗混淆的方式，利用腾讯千帆云市场的名义宣传其自家产品，使客户误以为是腾讯云产

品或合作项目，收取客户的城市加盟费用，严重影响腾讯的品牌，违反了《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的“冒用名义，欺

骗混淆”条款。

2、服务商引导客户线下交易，违反了《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的“线下交易“条款。

处罚结果：扣除全部保证金，清退服务商，下架其全部产品并永久查封账户。

请腾讯千帆云市场服务商共同维护云市场秩序，遵守《云市场管理规范》，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个客户。

腾讯千帆云市场

2023 年 04 月 13 日

服务商：宁波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处罚原因：违反《云市场管理规范》中经营管理相关条款

对服务商进行如下处罚：

处理类型：店铺冻结 30 天（屏蔽店铺商品信息，并禁止商品上架。）

店铺冻结：2023 - 02 - 13 至 2023 - 03 - 14

请云市场服务商都能够引以为戒，共同维护市场秩序，遵守云市场管理规范，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个客户。

腾讯千帆云市场

2023 年 02 月 13 日

宁波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违规处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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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腾讯千帆云市

场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6 10:10:12

尊敬的腾讯千帆云市场用户，您好！ 

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动力）因业务调整，申请于2022年03月02日退出腾讯千帆云市场，

届时中企动力店铺中的商品将被全部下架不能产生新的交易，且后续将不在云市场平台开展任何经营活动。

根据《云市场管理规范》，服务商退出时，对其与用户之间已经达成的交易，按如下方式处理：

1. 购买该服务商的服务或产品的用户项目未完成或未启动的，用户可申请全额退款操作。

2. 服务商退出后，其售出的云市场产品的相关售后服务，均由服务商自行与用户协商提供。针对腾讯千帆云市场用

户购买的中企动力商品存量订单的后续使用，中企动力将会继续为还在服务周期内的订单提供售后服务，包括但

并不局限于以下售后问题：

3. 中企动力订单售后问题可拨打售后电话 4006605555-2 进行处理。

此致  

腾讯千帆云市场团队

已售出商品质量售后问题。

已售出商品退款问题。

已售出商品订单发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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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市场存量0元产品规格整改公告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4 10:21:41

尊敬的腾讯千帆云市场合作伙伴： 

为规范腾讯千帆云市场上的交易，优化客户产品购买体验，提升伙伴产品从免费到付费的转化，腾讯千帆云市场要

求伙伴在2023年03月31日前，将“接入类SaaS产品”和“人工服务产品”的0元规格下架，并上架试用产品规格

（如有）。对应操作指导参见《 关于 SaaS 和人工交付类商品规格周期设置的说明 》。

如在2023年03月31号前，伙伴未完成对上述产品的调整，腾讯千帆云市场将在04月01号零时，对相应产品的0元

规格统一下架。

腾讯千帆云市场团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6/3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