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链接：https://pka.topworker.cn/post/964.html (实时更新eBay此项政策
和问题解答) 关于本文的内容和操作绑定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联系Jim (QQ:
483686856 备注:eBay)。Payoneer收款交流QQ群: 691692705。

欢迎访问 Payoneer派安盈⽤户指南: https://pka.topworker.cn，了解
Payoneer派安盈最新优惠信 息和使⽤指南。

2021年eBay在大中华区推出"管理支付服务" - 将eBay平台收款方式从
Paypal切换到Payoneer。

2021年3月份, Ebay开始邀请企业卖家进行"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和激活,并
计划于2021年4月底完成所有企业卖家的收款方式的切换。接下来开始陆续
将个人卖家收款方式从Paypal切换到Payoneer, 并于2021年底完成大中华
区所有个人卖家和企业卖家"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和激活。

2021年4月13日,eBay宣布正式开启管理支付服务。eBay将分批向卖家发送
注册使用管理支付服务的邀请。卖家朋友们收到邀请注册邮件以后, 请及时
按照本操作指引一步步将eBay平台的收款方式从Paypal切换到
Payoneer。以避免您的eBay业务和eBay帐户受到影响。

!必读 - 注册/激活ebay"管理支付服务"步骤和注意事项：

1.注册和激活eBay管理支付服务流程：①!注册eBay同名的Payoneer—
>②注册"管理支付服务"(将Payoneer绑定到Ebay平台)—>③激活"管理支付
服务"(Ebay和Payoneer完成审核)—>④使用"管理支付服务"(使用Payoneer
从eBay平台收款)。

2021年手把手操作将eBay收款方式切换
为Payoneer

https://pka.topworker.cn/post/964.html
https://pka.topworker.cn/
https://mp.weixin.qq.com/s/_dyK_V-l1p_OxAq7hqySzQ
https://mp.weixin.qq.com/s/evHdXZM3Ql9_URvuUUitnQ


2.!重要:为什么要求eBay和Payoneer账户名称相同?：Payoneer绑定到
eBay同步信息完成后,Payoneer账户资料会自动同步到eBay后台, 如果把
eBay平台上多个资料不同(不同公司资料注册)的店铺绑定同一个Payoneer
账户, 所有的店铺资料信息都会被覆盖,变成与这个Payoneer账户资料相同
的信息(变成同一个)。

3.多个eBay店铺在同一个公司名下处理方式：同一个公司名下所有的eBay
店铺都可以链接到这个同名公司资料注册的Payoneer账户, 注册和激活“管
理支付服务”进行收款。

4.使用不同公司注册了多个eBay账户处理方式：您需要为每个eBay账户单
独申请一个相同公司名的Payoneer账户, 即每个不同的eBay账户需要和绑
定的Payoneer账户保持名称一致。

5.准备一张信用卡: 注册"管理支付服务"时需要提前准备一张Visa或者
Master的信用卡绑定到eBay平台用于以后支付在eBay平台潜在的费用。

关于本文的内容和操作绑定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联系Jim(QQ: 483686856 微信:
topworkercn)。

2021年1月下旬, eBay发布公告称即将在大中华区推出了"管理支付服务" - 使用Payoneer取
代Paypal从eBay平台收款。

2021年1月25日, eBay正式宣布与全球支付领域的领导者Payoneer合作正式在大中华区推
出"管理支付服务", 此次合作将使卖家能够方便地管理他们在eBay平台上的交易，提供简化
的销售体验及灵活地管理资金。

一、eBay推出“管理支付服务” - 使用Payoneer取代
Paypal进行收款

https://mp.weixin.qq.com/s/_dyK_V-l1p_OxAq7hqySzQ
https://mp.weixin.qq.com/s/kP9AtpOTaBpopWnfvbQVPA


至此，Payoneer取代Paypal成为eBay在大中华区的独家收付款服务商, eBay联合
Payoneer为广大卖家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更高效的销售回款体验,轻松管理您在eBay平台上
的交易资金。

使用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买家付款的资金(商品销售资金)将被转到卖家
的Payoneer账户, 而不是PayPal账户, 所有销售的付款都将以美元币种支
付。

eBay管理支付服务：是eBay打造的一个现代化的管理式交易平台，为买家提供灵活度更
大、选择更多的支付方式，并简化卖家的业务流程。

买家："管理支付服务"为买家提供多种付款方式，包括信用卡、Paypal、苹
果公司的应用软件使用Apple Pay、谷歌的应用软件使用Google Pay等进行
付款；无论买家以哪种方式付款，购买的全部流程都将在eBay完成。

卖家：使用"管理支付服务"可以设置为买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付款方式，使
全球买家能够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付款；管理业务中心模块为卖家提供更
为轻松的帐户管理功能，一站式管理所有关于eBay业务的信息。

而在此之前, eBay平台的销售资金都是打款到Paypal账户，但是在将Paypal账户的资金提
现回国内银行时, 面临很多问题：

直接提现到私人银行账户不给入账；
占用外汇额度；
小额提现时手续费过高($35/笔)等；

这时卖家小伙伴们常见的做法是通过Payoneer的USD美元银行账户或者HKD香港银行账户
中转提现资金：

Paypal单笔$1400以上提现：Paypal—>Payoneer(美元账户)—>国内银行
($35+1.2%~0.5%)

https://pka.topworker.cn/payoneer.html
https://pka.topworker.cn/post/1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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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单笔$1400以下提现：Paypal—>Payoneer(港币账户)—>国内银行
(2.5%+1.2%~0.5%)

随着2020年7月底eBay与PayPal签订的运营协议到期,eBay推出管理支付服务将收款方式从
Paypal切换到Payoneer, 自此可直接将eBay平台的资金收取到Payoneer账户之中, 再也不
需要经过Paypal中转了。

这样一来,通过Payoneer直接在eBay平台收款, 省去了Paypal账户转到Payoneer账户$35/
笔(美元账户)或2.5%(港币账户)的费用, 对于卖家来说无疑是非常好的消息。

当然, 如果你的Paypal账户仍然在接收线下打款或者接收独立站的款项, 仍然可以使用
Payoneer的美元银行账户和香港银行账户进行中转提现到国内银行。

eBay计划将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大中华区(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所有用户"管理支付服
务"的注册与激活。

eBay已于2021年3月开始邀请企业卖家(business sellers)注册使用"管理支
付服务"。而大部分卖家都将在2021年3月和4月收到注册使用"管理支付服
务"的邀请邮件。

2021年4月13日,eBay宣布正式开启管理支付服务。eBay将分批向卖家发送
注册使用管理支付服务的邀请。

eBay平台资金直接进入Payoneer账户(不再通过Paypal中
转)

二、如何注册/激活eBay管理支付服务 - 收款方式从
Paypal切换到Pay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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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朋友们在收到eBay平台发来的注册使用"管理支付服务"的邀请邮件后, 请及时按照本操
作指引一步步将eBay平台的收款方式从Paypal切换到Payoneer。以避免您的eBay业务和
eBay帐户受到影响。

注册和激活eBay管理支付服务 - 操作步骤：

第一步 注册Payoneer账户: 首先通过【Topworker优惠链接】注册一个和eBay店铺相
同名称的Payoneer账户(如果eBay店铺是公司注册,就注册一个Payoneer公司账户, 如果
eBay店铺是个人身份注册,就注册一个Payoneer个人账户)。请通过本文的
【Topworker优惠链接】注册Payoneer账户享1.2%~0.5%优惠提现费率+送$25美元现
金奖励(Payoneer官网注册无此优惠)。

第二步 注册"管理支付服务"-将Payoneer账户绑定到eBay后台：Payoneer账户注册完
毕后, 点击eBay邀请"注册管理支付服务"邮件的链接, 一步步操作将Payoneer账户绑定
到eBay平台即完成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随后，卖家的帐户将进入待激活管理支付状
态，然后等待即可。在"管理支付服务"激活之前，卖家的帐户收款方式保持不变(依旧使
用Paypal收款)。

第三步 激活"管理支付服务"-等待eBay和Payoneer审核： 将Payoneer账户绑定到
eBay后台之后，卖家等待激活通知即可。eBay将提前通知卖家"管理支付服务"具体的
激活日期。随后的时间eBay和Payoneer将进行账户审核和信息同步, 待审核完毕通知
卖家管理支付服务激活完毕。

当收到Payoneer的邮件通知"管理支付方式"已经激活，可使用Payoneer账户从eBay平台收
款。而在激活之前, 收款方式保持不变。

在本指引中,我们将一步步引导您完成eBay账户和Payoneer账户的链接, 确保您能顺利使用
Payoneer接收来自eBay的资金。

三、手把手教您将eBay收款方式切换为Payoneer -
注册eBay"管理支付服务"操作指引

将Payoneer绑定到eBay后台 - 注册激活"管理支付服务"操
作流程

https://www.payoneer.com/zh/campaign/topworker/
https://pka.topworker.cn/post/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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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eBay目前暂时邀请企业卖家注册"管理支付服务", 在收到邀请之前，建议Ebay平台的企
业卖家提前使用平台店铺相同的身份信息(营业执照+对公银行账户)注册Payoneer企业账
户，同时注册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需要准备一张支持美元付款的信用卡, Visa和
MasterCard均可。

个人卖家操作与企业卖家类似，也需要提前使用平台店铺相同的身份信息
注册Payoneer个人账户。

3.1 准备工作 - 注册eBay账户同名的Payoneer账户+一张信
用卡

https://pka.topworker.cn/post/20.html
https://pka.topworker.cn/post/19.html


特别注意：因为Payoneer绑定到eBay同步信息完成后，Payoneer账户资料
会自动同步到eBay后台, 如果把eBay平台上多个资料不同的店铺绑定同一
个Payoneer账户, 所有的店铺资料信息都会被覆盖，变成与这个Payoneer
账户资料相同的信息(变成同一个)。

所以注册的Payoneer账户必须和eBay平台店铺相同的公司名，以免eBay平台店铺信息被覆
盖修改。

注册Payoneer账户您需要准备的资料如下:

联系人电话信息；
公司证明文件信息：如大陆的营业执照信息(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国香港或澳
门地区的公司注册证明书、中国台湾地区的营业执照等；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等；
银行账户信息：公司对公银行账户信息或者法人个人银行账户信息;

另外注意注册Payoneer账户时,公司名称有以下要求：

1.公司名称请用英文字母填写,可以是对应的拼音或者对应的英文翻译(例如:
信息技术可以是xin xi ji shu 也可以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但英文翻译
的名称仅适用于下方第二点所列的情况)。

2.因为您用于注册Payoneer账户的实体信息将会同步至eBay, 并更新您在
eBay的信息。因此, 公司名称的填写请严格按照eBay对于公司名称的要求,
例如:如果你需要缴纳欧洲VAT, 以德国举例, 根据eBay的德国VAT政策要求,
您eBay账户的公司名必须和您公司在DE VAT Certificate(德国VAT证明)上
的名称完成一致。因此,这种情况下您注册Payoneer的公司名就应该使用您
在DE VAT Certificate所列的公司名称。

DE VAT Certificate示例:

准备完上述资料后, 点击 Payoneer官方代理-Topworker优惠链接（备用链接
https://tracking.payoneer.com/SH1Ew ）注册Payoneer账户默认1.2%~0.5%的优惠提现费
率, 另外还赠送$25美金的现金奖励, 而通过官方网站注册是没有上述优惠。

准备材料(一) - eBay账户同名的Payoneer账户

https://pka.topworker.cn/post/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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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注册并赚取$25美元】开始注册，请参考Payoneer企业账户注册操作指引 完成与
Ebay平台店铺资料相同Payoneer企业账户的注册,等待一个工作日Payoneer账户审核完毕
即可绑定到eBay平台。

注册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需要您绑定一张信用卡, 用于支付可能产生的相关eBay费用,
eBay建议您选择有效的并可以支付美元的币种信用卡, 比如Visa、MasterCard万事达卡等。

如果您还没有信用卡，可以在国内的商业银行申请支持美元支付的信用
卡，也可以使用Payoneer的MasterCard万事达实体卡，注意申请的时候选
择美元币种。

准备完上面的两项资料后就可以开始注册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eBay会向您发送电子邮
件, 定向邀请您注册“管理支付服务”, 通过邮件内附链接跳转页面,按照指示完成“管理支付服
务”的注册。

eBay发送邀请电子邮件, 点击邮件中的链接开始注册“管理支付服务”。

如果暂未收到邮件且不想等待邀请邮件，您可以咨询eBay的平台客服要求发送邀请链
接。

点击eBay的邀请链接后登录eBay后台，如下图所示：页面提示eBay将在2021年完成所有
卖家"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

点击蓝色的“立即注册”按钮开始注册。

准备材料(二) - 支持美元付款的Visa或MasterCard信用卡

3.2 注册eBay"管理支付服务" - 操作步骤

第一步、开始绑定 - 点击eBay邀请邮件链接到Payoneer账户

https://www.payoneer.com/zh/campaign/topworker/
https://www.payoneer.com/zh/campaign/topworker/
https://pka.topworker.cn/post/20.html
https://pka.topworker.cn/post/38.html


注册eBay的“支付管理服务”共分为四步,第一步会提示并询问您是否有eBay账户同名的
Payoneer账户。

如果有与ebay同名的Payoneer账户, 直接选择登入(Payoneer账户开始绑定);

如果没有与ebay同名的Payoneer账户, 然后返回到第一步去注册同名的Payoneer账
户。

注意: 尽量不要通过eBay的后台点击后注册Payoneer账户,这里注册的
Payoneer账户没有新用户$25美元的现金奖励，也没有客户经理的对接, 请
尽量通过【Topworker优惠链接】注册与Ebay同样名称的Payoneer账户。

https://www.payoneer.com/zh/campaign/topworker/


选择完登陆后,则会跳转到Payoneer的登陆页面,输入您的Payoneer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完
成登陆授权。

此时页面会提示您已经提交了eBay作为付款人至您的Payoneer账户, 几秒钟后会自动跳转
到eBay平台后台或者手动点击跳转。



!重要:此时，在跳转到eBay的“同步账户信息”页面,提示您是否将Payoneer账户中提交的公
司信息(包括公司名字、类型、地址、证件号码、法人代表等信息)同步至eBay账户。

特别注意：Payoneer绑定到eBay同步信息完成后，Payoneer账户资料会自
动同步到eBay后台, 如果把eBay平台上多个资料不同(不同公司资料注册)的
店铺绑定同一个Payoneer账户, 所有的店铺资料信息都会被覆盖，变成与这
个Payoneer账户资料相同的信息(变成同一个)。

如果公司名字和法人等重要信息一致的话可以点击"Continue-继续"进行同步，从而更新
eBay账户的注册主体信息。

请注意:如果想要修改其他的信息, 你可以之后再回到Payoneer账户修改。
但如果是公司名字、法人信息等非常规信息修改会非常复杂, 建议您使用对
应正确信息的Payoneer账户进行链接同步。

注册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需要您绑定一张信用卡, 用于支付可能产生的相关eBay费用,
eBay建议您选择有效的并可以支付美元的币种信用卡, 比如Visa、MasterCard万事达卡等。
绑定完成后，选择"Continue-继续"进入到下一步。

第二步、信息同步 - 将Payoneer账户的信息同步到eBay平台

第三步、信用卡绑定 - 绑定一个信用卡用来支付潜在的eBay费用



点击“Submit Request-提交请求”按钮, 完成eBay“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步骤。

注意：

在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激活之前，eBay平台的销售款还是会转到Paypal
的账户之中。

如您在同一个公司名下有多个eBay店铺,可以将这些店铺链接到同一个同名
的Payoneer账户之中方便资金管理。

如果把eBay平台上多个资料不同(不同公司资料注册)的店铺绑定同一个
Payoneer账户, 所有的店铺资料信息都会被覆盖，变成与这个Payoneer账
户资料相同的信息(变成同一个)。

第四步、提交资料 - 完成eBay"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



在完成上述eBay“管理支付服务”注册的申请提交以后，您会受到来自Payoneer的确认邮
件。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为了完成eBay“管理支付服务”的激活，Payoneer会需要您提交相
关的补充材料。您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提前准备好所需的材料, 以便届时能及时提交, 加快账
户审批速度。

大中华区(大陆、港澳、台湾)等所需的补充材料全部列举如下所示，请根据自己的地区进行
选择对应的必要材料：

如果想更详细的了解Payoneer验证文件的信息，请点击Payoneer验证文件
- 提交(身份证明/地址证明/银行对账单)范本示例。

中国大陆的企业卖家需要准备的文件：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

澳门或香港的企业卖家需要准备的文件：

公司注册证明书

公司董事或法定代表人资料 - 包括姓名, 出生日期, 联络地址等

台湾的企业卖家需要准备的文件：

营业执照

公司董事长或法定代表人资料 - 包括姓名, 出生日期, 联络方式等

3.3 后续工作 - Payoneer补充材料提交和审核

3.3.1 等待Payoneer邮件通知, 准备对应的材料

https://pka.topworker.cn/post/1170.html


个人卖家需要准备的文件：

身份证明

卖家住址证明等

在经过一段材料准备时间之后, 您将会收到Payoneer的正式邮件通知, 要求您前往Payoneer
账户提交补充信息和材料。

请注意: 材料准备时间会根据整体eBay启动流程的进程各为不同, 所以我们
建议您准备好所需的信息和材料, 并时刻关注邮件通知。

请点击邮件中的“提供信息”按钮前往Payoneer提交所需的信息内容。

您会在登陆后的首页看到所需要提交的信息/材料的通知。

3.3.2 Payoneer邮件通知可以提交资料

3.3.3 Payoneer后台提交补充材料



或者您也可以进入后台“右上角”-“设置”->“验证中心”查看所需的材料进行提交。

一般情况下,如果材料清晰且符合要求,Payoneer会在约5~6个工作日后通过材料审核, 并通
过邮件告知您Payoneer账户准备完成。

同时,eBay也会发送邮件/通知给您, 确认“管理支付服务”激活。自此, 您将通过Payoneer账
户收取来自eBay的付款。

3.3.4 Payoneer补充材料审核完毕 - eBay管理支付服务激活成功



ebay“管理支付服务”激活以后，eBay平台店铺销售款项将会入账到Payoneer账户当中。可
操作将Payoneer账户中的资金提现到国内银行。

Payoneer账户提现到国内银行自动将Payoneer账户中的外币余额按照中国
银行实时汇率结算成人民币入账，不占用外汇额度，两个小时到账。
Payoneer新用户费率为1.2%，根据入账量的逐步增加，该费率会逐步调
低。

1.如何开通eBay“管理支付服务”？过渡阶段如何收款？

eBay“管理支付服务”简单来说就是注册Payoneer账户并绑定到eBay平台取代Paypal进行收
款。

四、从Payoneer提现到国内银行账户

五、eBay“管理支付服务” - 注册与激活常见问题

https://pka.topworker.cn/pka/withdraw


将Payoneer账户绑定到eBay平台之后，Payoneer账户激活作为eBay平台
收款来源之前，您需要继续通过PayPal收款。

2.如何开通绑定到eBay平台的Payoneer账户？

建议通过【Topworker优惠链接】注册Payoneer账户，注意ebay平台资料和Payoneer账户
资料需要保持一致，特别是公司名称和法人信息。

3.注册完Payoneer账户之后，如何将eBay店铺和Payoneer账户进行关联？

收到eBay的邀请邮件后，点击进入绑定界面，选择“已拥有 Payoneer账户”。登陆您的
Payoneer账户后，eBay将被自动关联为Payoneer账户的收款来源。根据eBay的规定，可
能会要求您补充一些信息。注意随时关注邮件，然后按照本文的操作指引进行绑定。

4.eBay什么时候发送邀请链接？

eBay将从2021年3月开始陆续向卖家发出Payoneer的注册邀请。这个过程会持续数月, 请耐
心等待。

5.我关联了错误的Payoneer账户该怎么办？

如您通过eBay注册“管理支付服务”时关联了错误的 Payoneer账户，可以选择后退并选择其
他Payoneer账户。

只需在‘同步资料’那一步页面底部点击 ‘选择其他Payoneer账户’即可。

6.如何修改Payoneer的账户信息？

修改Payoneer账户信息，请登陆您的Payoneer账户，在后台导航栏-右上角-“设置”菜单下选
择“资料设置”，即可开始修改。

请注意有些信息只有在您完成eBay的“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流程后才可以
修改。

7.是使用Payoneer个人账户还是企业账户从eBay收款？

如您已注册了公司，例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公司等，请使用Payoneer公司账
户。

如您以个人身份在eBay上经营店铺，或如果您没有注册公司，请使用Payoneer个人账
户。

8.能否将多个eBay账户关联到同一个Payoneer账户？

可以，只要这些eBay账户属于同一公司名下账户即可。

如果您使用不同公司注册了多个eBay账户，您需要为每个eBay账户单独申
请一个相同公司名的Payoneer账户。

https://www.payoneer.com/zh/campaign/topworker/
https://pka.topworker.cn/post/964.html#di_er_buxin_xi_tong_bu_-_jiangPayoneer_zhang_hu_de_xin_xi_tong_bu_daoeBay_ping_tai
https://login.payoneer.com/
https://pka.topworker.cn/post/20.html
https://pka.topworker.cn/post/19.html


在完成一个eBay店铺的“管理支付服务”的注册和激活以后(绑定同名的Payoneer账户完成)，
如需在同一个Payoneer账户中关联同一家公司名下的其他 eBay 账户，请确保 Payoneer账
户与这些新的eBay账户中的公司名称或法人姓名一致。

eBay将在大中华区推出管理支付服务

关于eBay提供管理支付服务的更新

eBay管理支付服务开始在全球范围推广

eBay与Payoneer达成官方合作

Registering for a Payoneer Account to Manage Your eBay Payouts

eBay将管理支付服务(香港)

Ebay-Managed Payments官方英文宣传页

Ebay切换Payoneer收款方式常见问题解答

六、参考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dyK_V-l1p_OxAq7hqySzQ
https://mp.weixin.qq.com/s/kP9AtpOTaBpopWnfvbQVPA
https://mp.weixin.qq.com/s/XHbPmqaHwA0KrspbRTnkHQ
https://www.payoneer.com.cn/solutions/marketplaces-networks/ebay-payout/
https://blog.payoneer.com/how-to/general/register-payoneer-manage-ebay-payouts/
https://exportnews.ebay.com.hk/managed-payments
https://www.ebayinc.com/company/managed-payments/
https://payoneer-zh.custhelp.com/app/answers/detail/a_id/36113/p/5387/l_i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