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酷澎结算
（海外卖家专用）

Presented by



目录

02

08
12

第1章 基本内容
酷澎结算

自动确认收货

结算周期
月结

扣除款项
额外支付

第2章 实战

结算管理 结算管理

延期结算

额外支付

WING > 结算管理> 结算现状

支付日期(结算时间表) 
WING > 结算管理> 结算现状

WING > 结算管理> 延期列表

WING > 结算管理 > 额外支付

附录 1
FAQ

附录 2
各品类TR

13

17

18

19

23

25

03



第1章 基本内容

酷澎结算

酷澎以确认收货为标准来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中扣除 TR（销售手续费）和扣除款项之外的金额为结算金额。

根据结算周期， 酷澎会在每周（周结）或每月（月结）结束后的第15个工作日支
付结算款。
*** 海外卖家只支持月结。
*** 结算金额达到100万韩元时，海外卖家可在当月收到结算款。不足100万韩元
时，会和下个月的金额合并，结转到下个月一起结算。
与顾客额外商定的结算金额，会在指定月份的第15天或最后一天额外支付。

Ter 包括:

自动确认收货

扣除款项

•

•

•

• 额外支付

结算周期-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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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确认收货

酷澎以确认收货为标准计算销售额。

订单会在配送完成后第7天自动确认收货，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或在顾客点击

确认收货时，即刻完成交易。

如果顾客申请换货，与申请时间无关，

订单将在换货完成后第7天自动确认收货。

但是，若顾客在配送完成后申请，并在自动确认收货前完成换

货，则订单将在原始配送日期后第7天自动确认收货。

7 天后

配送完成 自动确认收货

申请换货

+7 天配送完成 自动确认收货

完成换货 自动确认收货

申请换货 完成换货 自动确认收货

配送完成

配送完成

+7 天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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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结

对一个月内确认收货的订单销售额进行按月结算。

月结金额为销售额扣除TR（销售手续费）和扣除款项后金额的100%，并一同

支付上月的结转金额。最终支付时间为每月结束后的第15个工作日。

品类 具体内容

月结金额 一个月内确认收货订单销售额的100%（第一天至最后一天）

计算方法 {销售额 -TR} +结转金额 – 扣除款项

支付日期 每月结束后第15个工作日

销售额
(一个月内确认收货的订单量)

结算金额
(销售额-TR) TR

月结算金额
(结算金额的100%)

最终月结金额 结转金额 扣除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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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时间表

• 5月月结支付日期： 5月 31日（星期四）+15个工作日=6月22日（星期四）

Jun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Ma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注意事项

• 如果支付日期是节假日或周末，付款将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进行。
•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结算现状，点击 [结算时间表] ，确认付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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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款项

结算金额的计算方式为销售额扣除TR, 延期结算金额和扣除

款项金额，并一同支付上月的结转金额。

扣除款项包括卖家服务费和结算扣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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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销售额其它品类

• TR
TR 是以实际的商品品类为标准制定的。

若品类划分有误， 酷澎可将商品更改到正确的品类中。这时，TR以变更后的品类
为标准收取。

您可以通过本文最后一页或以下网址
(https://wing.coupang.com/vendor/joining/welcome)确认各品类TR的详细清
单。 TR会根据 酷澎的经营政策发生变化。

• 延期支付
若出现银行账号错误，停业，顾客投诉等情况，酷澎 会延期支付月结款项。

您可以进入 Wing > 结算管理 > 延期列表界面，确认延期支付详情和原因。

延期支付解除后，会与月结款项一同支付。

• 卖家服务费

酷澎 为卖家销售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月销售额超过100万韩元（不
含运费），卖家服务费为5万韩元/月（不含增值税）。家电/电脑/数码类商品月销
售额超过500万韩元 （不含运费），卖家服务费为5万韩元/月（不含增值税）。

家电/电脑/
数码类

月销售额

500万韩币

5万韩元 (不
含增值税)

5万韩元 (不
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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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同时销售家电/电脑/数码类及其它品类商品时，若其中一类商品的销售额

超过月销售额标准，收取5万韩元（不含增值税） 。但是，若两类商品的月销

售额均超过标准，则只收取5万韩元（不含增值税）。

• 结算扣除款项

根据顾客要求，不通过系统操作而是直接退款（手动退款）， 直接赔付（手动

赔付） 或由于其它原因而扣除的金额。

该金额从月结金额中扣除， 从而确定最终支付金额。点击销售明细菜单中的结

算扣除款项， 查看详细信息。

例如， 顾客取消部分订单或因卖家未能全部发货而要求部分退款时，系统无法

进行部分退款，这时需要酷澎向顾客发起直接部分退款。退款金额从卖家的结

算金额中扣除。



额外支付

与顾客商定的结算金额将在指定月份的第15天或最后一天进行额外支付。您可以申请酷澎

介入（ 酷澎 Verification Request/CVR ），或通过卖家客服中心和线上咨询进行申请。

申请额外支付

额外支付时间表
收到额外支付申请时， 酷澎会确认实际情况并对合理的损失进行支付。根据批准时

间，额外支付将在15日或最后一天进行。

品类 如何申请额外支付

申请酷澎介入
未全额支付运费或退还商品有问题时，可申请酷澎介入。酷

澎介入申请必须在收到退还商品后三天内提交。

更多详细信息，请阅读Wing上关于申请酷澎介入的指南。

卖家客服中心/

线上咨询
除以上情况外，您也可以向酷澎提出额外支付申请。

例如， 超出申请时间无法申请酷澎介入， 但有正当理由需要进行额外支付时。

第一天 第15天 最后一天/ 第一天 第15天

当月 次月

1-15日 确认的订
单

月底最后一天支付

16日以后确认的订单
第15日支付

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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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 额外支付 ， 确认额外支付详情。

• “销售明细”和“支付详情”内不含额外支付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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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实战篇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界面，可以一目了然地确认最早的预计结

算日期，以及周结/月结的最终结算金额。

额外支付明细可通过Wing > 结算管理 > 额外支付界面确认。

本章包括:

• 结算现状
• 支付日期 (结算时间表)

• 额外支付明细

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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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

WING > 结算管理> 延期列表

WING > 结算管理 > 额外支付

• 结算现状

结算管理



结算现状

进入 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界面，确认销售明细。根据您需要的条件
进行搜索和查询， 例如时间段，支付现状，结算类型等。 您可以在“搜索

结果”中预览订单明细或将其下载为 Excel表格。

① 预计结算日期/金额
进入 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界面，确认预计结算的最早日期和金额。

由于顾客赔付或订单取消等原因，预估结算金额可能与实际支付金额不同。

② 销售明细
您可以按时间段，支付现状，结算周期，属性ID， 订单号等搜索销售明细，预览订

单详细信息或将其下载为Excel表格。

• 日期: 可按结算日，支付日或确认收货日进行搜索。
• 支付现状： 可按确认支付，预支付，延迟支付进行搜索。

⸰ 确认支付：已完成支付或确认支付的订单，其状态不会发生变化。

⸰ 预支付: 预计支付的订单，其状态可能会发生变化。

⸰ 延期支付: 支付延迟的订单。

• 结算周期: 可按周结，月结或最终结算金额进行搜索。
• 详细条件: 按属性 ID 或订单号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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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您想要的条件并点击 [搜索]按钮，查看下方搜索结果。点击最终支
付，查看下方的销售明细。
您可以在左侧的灰色框中查看支付信息，如结算账户，开户人，支付现
状等。并在右侧的表格中查看销售明细。

点击 [订单明细]中的 [预览] 按钮查看各订单的详细信息，点击[下载]按钮下载
Excel表格。

注意事项

• “支付现状” 为延期支付时，可通过“确认支付信息” 查看延迟原因和延迟日期。
• 顾客申请退货时，退货完成后退款金额将在下一次付款时扣除。
• 如果订单的快递单号有修改，则将根据新的快递单号进行结算。
• 即使快递单号有修改，订单也不会被重复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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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销售/支付明细Excel文件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销售明细界面，按段时间段进行搜索。
点击 [下载销售Excel]按钮，将搜索结果下载为Excel表格。
点击“详情下载”中的[下载]按钮，将搜索结果中各订单的详细信息下载
为Excel表格。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支付明细界面，按结算日期搜索支付明细。
点击“详情下载”中的 [下载]按钮，将搜索结果中各订单的详细信息下载为
Excel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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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通过 Wing > 结算管理 > 销售明细/支付明细界面中下载的 Excel 文件，可查看运费的
详细内容。请参阅L列中的数值，以获取G 列的 “基本运费”和 “其它运费”。

14



支付日期

点击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中的[结算时间表]按钮，会出现以下窗口。通过此

窗口，您可以查看全部的支付日期时间表。

点击结算时间表中的支付日期，查看该日期的支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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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结算

酷澎可能会因卖家的原因延期支付结算款项。请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 /
延期结算界面，确认延期支付详情。

查看“延期原因”一栏，并与卖家客服中心联系或进行线上咨询，我们将通知您恢复
结算所需的相关资料。

如果您提交的资料足够充足，我们会以提交日为基准，在最近的结算日支付延期结算
款项。

如遇以下情况， 酷澎可延期结算：

• 合同不齐全
如果卖家未提供充分的酷澎销售凭证，则会被限制销售

或延期结算。

• 账户错误

如果 CEO 姓名与结算账户持户人姓名不符，则会被延期结算。

• 停业

如果卖家在结算之前申报停业，则会被延期结算。请在结算完成后进行停业申报，确
保停业后不会产生销售额。

• 服务不可用
如果卖家违反法律，T&C 和顾客服务处理标准等使用条款，或公司倒闭，则会被延
期结算。

• 顾客投诉
如果持续发生同一类型的顾客投诉，该订单则会被延期结算。

• 其它
由于卖家歇业等其它原因，结算会被延期。



额外支付详情

若卖家蒙受了不属于自己的损失，协商通过后将对其进行额外支付。

通过Wing > 结算管理> 额外支付界面，查看额外支付明细。您可以根据所需条件
搜索额外支付的详细内容，并将搜索结果下载为Excel表格。

申请酷澎 介入（ 酷澎 Verification Request）
当卖家因与顾客之间的冲突而蒙受损失时，此政策旨在帮助卖家得到赔偿。若顾客未
全额支付退货运费或退回的商品状况不佳，卖家可申请酷澎 介入。

进入Wing > 退货/取消/换货 > 退货管理/换货管理界面, 点击[申请酷澎 介入]按钮提
交申请。以收到退还商品的时间为准，卖家须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交此申请。
在申请酷澎 介入后5天内可确认退货审核结果，8天内可确认换货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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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原因： 未全额支付运费，商品状态不佳，商品状态不佳+未全额支付运费。
在下面说明您选择申请酷澎介入的原因。

附上申请酷澎介入的证明图片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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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酷澎介入现状”一栏中可以确认进度状态。点击各进度状态时，将出现一

个弹出窗口。您可以通过此窗口确认详细内容。

点击弹窗中的[查看历史详情] 按钮，查看各订单的处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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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悬停在 酷澎 反馈[查看]上，查看批准或拒绝的原因。若原因无法显示，请进

行线上咨询，并附上该页面的屏幕截图。

当酷澎介入申请被部分批准或拒绝时，[再次提交]按钮将被激活并允许再次操作。您

可以在第一次审核结果公布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再次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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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常见问题解答(FAQ)
Q. 我的结算被延期了，我应该怎么办？

在Wing > 结算管理 > 延期列表菜单中可确认“延期内容”。如有其它疑问，请联
系卖家客服中心或进行线上咨询。

Q. 如何查看未结算金额？
由于顾客退款等诸多变量，很难准确地确认未结算金额。
请比较Wing > 结算管理界面中销售明细和支付明细的金额。您可以进入

Wing > 结算管理> 结算现状界面，将支付状态设置为预计支付并进行搜索。

预估支付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

Q. 如何查看结算详情？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 结算现状界面，然后从“订单

详情”中查找每笔订单的详细内容。

点击 [预览]按钮查看详细信息，或点击 [下载]按钮下载

Excel 表格。

Q. 不是结算日，酷澎却给我们结算了款项。是怎么回事？
若卖家蒙受了不当的损失，酷澎会根据卖家的要求

进行额外结算。

在Wing > 结算管理 > 额外支付中可确认“支付”原因。

若有其它疑问，请确认入账日期和入账金额并进行线上咨询。

Q. 销售明细中的结算扣除款项是什么？

结算扣除款项是指因顾客赔付，卖家损失，广告等原因而扣除的金额。
进入Wing > 结算管理> 销售明细界面并点击结算扣除款项，确认实际扣除的金额
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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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卖家直邮商品如何确认收货和结算？
卖家直邮是指商品由卖家或合约公司直接配送，无法确认快递单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订单会在直邮后7个工作日自动确认收货，并根据结算周期进行付款。

进入Wing > 卖家名 > 修改卖家信息界面，通过“销售信息”标签中的“结算周期”进
行确认结算。

Q . 如果公司倒闭了，该如何处理未结算金额？
如果您的公司在有未结算款项的状态下申报倒闭，则会被延期结算。 酷澎 建议您在结
算全部完成后再进行倒闭申报。
未结算金额可在Wing > 结算管理> 延期列表中确认，延期金额将按程序进行支付。
但是，公司倒闭后产生的销售额无法转移。更多信息请参考Wing中业务关闭的相关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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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各品类TR

• TR 可能会根据酷澎的经营政策发生变化。

• TR 根据酷澎的品类划分收取费用。

• 如果 酷澎 将错误的商品品类重新分类， TR 费用将以重新分类后的品类为准。
https://wing.酷澎.com/vendor/joining/wel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