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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 Darty第三方卖家
统一后台项目

项目总览



统一后台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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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 Darty集团的愿景的战略项目

统一后台项目是集团加速增长和
marketplace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我们计划将Fnac(法国和比利时站点) 与Darty 的卖
家管理后台合并到一个平台中，Fnac 和 Darty 的
店铺前台将不会受影响，仍是独立的两个网站。



统一后台项目带来的变化——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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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Y平台当前的
体系结构

截 至 目 前 ， 卖 家 在 运 营
Darty 店 铺 时 使 用 的 是
Mirakl产品管理页面。上传
产品目录、管理Offer和订
单，处理客户投诉等都通过
Mirakl进行。

Darty.com网页



统一后台项目带来的变化——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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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平台当前的
体系结构

卖家运营Fnac店铺时是通过
Mirakl 产品管理页面（也
叫 Mirakl Fnac）和 Fnac卖
家后台两者配合使用，进行
产品上传和日常管理。

Fnac.com网页



统一后台项目带来的变化——目标

Titre du document6

目标：通过将Darty的产品管理
页面的迁移合并到Fnac的产品管
理页面，使后台产品管理页面统
一。

Fnac.com网页 Darty.com网页



统一后台项目进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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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3 202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第一阶段- 产品目录

第二阶段 – Offer & 订单

Fnac和Darty使用同一
个产品目录上传平台

Fnac和Darty使用同一
个卖家后台

迁移合并

迁移合并



第一阶段产品管理页面
重点是迁移与合并



项目第一阶段产品管理页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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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平台现有的操作方式

Darty平台现有的操作方式

目标是统一产品管理页面操作方式

它涉及什么？

• 产品目录的上传只通过Mirakl Fnac (也
叫Mirakl Catalogue Manager) : 卖家只

用上传一次他的产品目录，产品目录
会存在在两个平台上。

• 在迁移合并后，Mirakl Fnac产品管理
页面成为 Mirakl Fnac Darty (MCM) 产

品管理页面，将被用于在两个平台上
上传产品。

• Darty 卖家将保留Mirakl Darty产品管

理页面的登录权限，可以合并报价、
管理订单和处理客户投诉。



附加功能
关于上传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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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见度
查看修改产品目录的人员和修
改日期

02
修改
除卖家之外的店铺管理员也直
接修改现有的产品listings
（标题、图片和其他元素）

03
批量操作
批量修改：能够选择多个产品
并修改listings元素。例如，
批量选择产品，更改类别



项目第一阶段的进度计划表总览

11



第一阶段产品管理页面
对卖家的影响



您将收到一封包含Mirakl Fnac

（MCM ）登录信息的电子邮件：

• 创建账户，登录到Fnac产品

管理页面Mirakl Fnac（MCM ）

• 在页面中查找API密钥。

（具体操作请查看卖家指导

手册）

• 在Mirakl Fnac（MCM）创建

第二个 API 

需要采取的重要行动
迁移合并初期 – 取决于产品上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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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Y卖家

您将收到一封包含Mirakl Fnac

（MCM ）登录信息的电子邮件：

• 创建账户，登录到Fnac产品

管理页面Mirakl Fnac（MCM

• 在页面中查找API密钥。

（具体操作请查看卖家指导

手册）

• 将API 密钥发送给ERP，以便

其进入您的Fnac新品创建页

面，帮您提交新品目录

您将收到一封包含Mirakl Fnac
（MCM ）登录信息的电子邮件：

• 创建账户，登录到Fnac产品
管理页面Mirakl Fnac（MCM ）

使用API 使用ERP 使用Excel手动上传

请不要删除已经存在的 Mirakl 
Darty 的API！

FNAC DARTY
卖家

作为 Fnac Darty平台第三方卖家，您不需要在产品

管理页面迁移期间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您的店铺是由ERP管理的，平台已经事先告知

了他们需要在技术上做的准备，您可以直接向他

们咨询相关信息。



需要采取的重要行动
迁移合并期间 – 分两级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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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 Darty卖家

卖 家 已 经 熟 悉 了 Mirakl Fnac

(MCM)平台， 所以上传新品的操
作方式在产品目目录的迁移合并期
间不会发生变化:

• 卖家将继续使用 Mirakl Fnac
（ MCM ） (Mirakl Catalog
Manager)产品目录管理工具，以
提交店铺的新品产品目录，如果
Darty的新品目录有与Fnac新品
目录不重复的产品，请务必同时
在Mirakl Fnac 上传这些新品。

• 卖家将继续使用Mirakl Darty ，
以提交Darty店铺的新品产品目
录。

Darty卖家

卖家通过Mirakl Darty创建和管理新

品，他需要学习使用如何通过
Mirakl Fnac (MCM)上传产品目录。

• 需要前往Mirakl Fnac（MCM）产
品管理页面，再次上传新品目录。

将产品推送到Mirakl Fnac之前, 需
要等待邮件邀请后进行操作。

• 卖家继续在Mirakl 上上传产品。

迁移合并结束后，只需要使用
Mirakl Fnac Darty (MCM) 来在
Fnac和Darty平台上传新品，可
以用于法国和比利时市场。

当不需要在Mirakl Darty上传产
品目录时，我们会通知卖家合作
伙伴。

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都需要在后台迁移
合并期间:  必须根据产品EAN上传产品(在

Product ID列)，这对我们之后在合并产品管
理页面、全面同步产品页面至关重要。



第一阶段产品管理页面
MCM工具的示范讲解

https://fnac-prod.mirakl.net/login

https://fnac-prod.mirakl.net/login


问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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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

相关信息汇总

项目总述信息 : BOMP Unique

第一阶段产品管理页面信息 : Focus Lot 1

操作辅助和培训信息 : Docs formation

联系您的客户经理

给下方邮箱发邮件：
support-marketplace-darty@fnacdarty.com

访问项目常见问题解答：FAQ Projet

重新阅读之前收到的相关邮件

https://fnacdartymarketplace.com/bompfr/
https://fnacdartymarketplace.com/focus_catalogue/
https://fnacdartymarketplace.com/projet-back-office-documents-de-formation/
mailto:support-marketplace-darty@fnacdarty.com
https://fnacdartymarketplace.com/faqbompfr/


感谢您的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