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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入 HCPN

1.1 登录伙伴中心
企业注册华为云帐号并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后，可以使用华为云账号登录伙伴中
心。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华为云官网首页。

步骤2 单击“登录”，进入登录页面。

步骤3 在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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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结束

1.2 HCPN 伙伴入驻
华为云客户注册华为云账号后登录伙伴中心入驻成为华为云伙伴。

操作步骤

步骤1 伙伴登录伙伴中心，在“欢迎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页面填写商业信息，单击
“下一步”。

合作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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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填写联系人信息，单击“下一步”。

步骤3 填写敏感关系申报信息，单击“下一步”。

合作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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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签署协议，请认真阅读以下协议内容并在方框内勾选确认，单击“提交认证”并确定
入驻申请信息提交成功。

说明

● 华为云会尽快审核您的入驻申请信息。

● 若您的入驻申请信息审核未通过，请根据审核未通过原因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认证。

步骤5 系统提示您成功入驻华为云合作伙伴，您可以选择与华为云的合作方向，包括以下几
种：

● 探索伙伴发展路径：您可以通过伙伴发展路径构建您的方案和能力，如：

– 软件伙伴发展路径

– 服务伙伴发展路径

– 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

– 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发展路径

● 加入伙伴计划：您可以通过伙伴计划营销推广您的产品与服务，如：

– 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 合作伙伴能力计划

– 分销计划

– 云商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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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商店销售计划

– 运营商合作计划

----结束

1.3 发展路径
华为云为伙伴量身定制了学习、成长、业务开展的路径，伙伴可以根据公司自身业务
方向选择以下一个或几个发展路径，助力伙伴业务持续高速发展。

1.3.1 伙伴发展路径简介

华为云为合作伙伴提供软件、服务、学习与赋能等发展路径，您可以根据公司自身业
务方向选择一个或多个发展路径，以快速构建能力或解决方案，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价
值。

伙伴发展路径类型

华为云伙伴发展路径分为：软件伙伴发展路径、服务伙伴发展路径、学习与赋能伙伴
发展路径、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发展路径。

● 软件伙伴发展路径：

软件伙伴在华为云上构建新应用、迁移现有应用或优化软件解决方案，联合营
销，从而使华为云客户能够获得更丰富的数字化场景应用，更优质的云服务体
验；伙伴可以获得有收益的、可持续的发展。

● 服务伙伴发展路径：

服务伙伴聚焦上云规划、上云实施、应用改造、管理服务等云上核心服务能力，
华为云通过赋能、技术支持、激励等各种权益，帮助伙伴快速构建华为云能力和
业务模式，获得可持续性高速的发展。

说明

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发展路径仅限华为云邀请加入。

● 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

华为云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关注伙伴的培训与赋能、课程开发等核心能力，
并通过激励和权益来支持学习与赋能伙伴的成长，帮助伙伴建立可盈利、可持续
发展的业务模式，赋能华为云生态。

合作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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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发展路径：

总经销商是发展华为云经销商，拓展华为云合作伙伴市场，并通过华为云经销商
面向最终客户进行销售的华为云合作伙伴。

1.3.2 软件伙伴发展路径

角色选择

完成HCPN入驻的合作伙伴可选择加入伙伴发展路径，获得对应的权益。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总览页面的发展路径模块，单击“探索发展路径”。

步骤4 在探索发展路径页面，选择软件伙伴发展路径，单击“选择该路径”。

说明

华为云为合作伙伴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对应的合作计划，请根据您的业务方向选择一个或
多个伙伴角色。

步骤5 在“发展路径阶段图”页面，单击“确认选择”。

合作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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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提示已加入伙伴发展路径，可单击“查看路径详情”，进一步申请角色认证。

步骤7 在“发展路径详情”页面可查看发展路径进展及角色认证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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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角色认证

伙伴达到角色认证的最低要求后即可选择角色认证，从而获得对应的业务支持和激
励。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已加入软件发展路径；

合作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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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总览页面的发展路径模块中，在软件伙伴发展路径中，查看角色认证要求。

步骤4 单击“伙伴至少有完成1个云软件认证的应用与软件解决方案”，跳转到“方案管理 >
云软件方案”页面；

创建云软件方案并通过方案认证。

步骤5 完成认证要求后，单击“申请认证”。

说明

角色认证完成后，可在软件合作伙伴发展路径详情页下载证书。

----结束

能力差异化认证

伙伴通过差异化认证之后，将解锁更多差异化能力，帮助合作伙伴取得客户的信任，
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以及更好的服务客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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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总览页面的发展路径模块，软件伙伴发展路径中，查看差异化认证要求。

步骤4 单击“伙伴至少有完成1个先进云软件认证的应用与软件解决方案”，跳转到“方案管
理 > 先进云软件方案”页面；

创建先进云软件方案并通过方案认证。

步骤5 完成认证要求后，单击“申请认证”，完成能力差异化认证。

说明

能力差异化认证完成后，可在软件合作伙伴发展路径详情页下载证书。

步骤6 单击“详情”可查看该路径获得选择角色、角色认证权益及其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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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1.3.3 服务伙伴发展路径

角色选择

完成HCPN入驻的合作伙伴可选择加入伙伴发展路径，获得对应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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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总览页面的发展路径模块，单击“探索发展路径”。

步骤4 在探索发展路径页面，选择服务伙伴发展路径，单击“选择该路径”。

说明

华为云为合作伙伴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对应的可选择的合作计划，请根据您的业务方向选
择一个或多个伙伴角色。

步骤5 在“发展路径阶段图”页面，单击“确认选择”。

步骤6 系统提示已加入伙伴发展路径，可单击“查看路径详情”进一步申请角色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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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在“发展路径详情”页面可查看发展路径进展及角色认证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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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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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认证

伙伴达到角色认证的最低要求后即可选择角色认证，从而获得对应的业务支持和激
励。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已加入服务合作伙伴发展路径；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总览页面的发展路径模块中，在服务合作伙伴发展路径中，查看角色认证要求。

步骤4 单击认证要求跳转并完成角色认证要求。

● 人员要求

● 案例要求：云专业服务项目实践数量（12个月）

步骤5 完成认证要求后，单击“申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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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角色认证完成后，可在服务合作伙伴发展路径详情页下载证书。

----结束

能力差异化认证

伙伴通过能力认证之后，将解锁更多差异化能力，帮助合作伙伴取得客户的信任，获
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以及更好的服务客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总览页面的发展路径模块中，服务伙伴发展路径中，查看差异化认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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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差异化认证要求跳转并完成能力差异化认证。

说明

差异化认证要求：

1. 人员：公司专职人员登录伙伴中心，在个人华为账号信息页面添加证书。

2. 能力认证：伙伴须通过服务能力认证，且上云规划实施服务必选。

3. 案例：伙伴的华为云专业服务项目实践数量（近12个月）满足2项。

4. 商业计划：伙伴业务规划Business Plan须通过评审。

步骤5 完成认证要求后，单击“申请认证”，完成能力差异化认证。

说明

能力差异化认证完成后，可在服务合作伙伴发展路径详情页下载证书。

步骤6 单击“详情”可查看该路径获得选择角色、角色认证权益及其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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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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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

角色选择

完成HCPN入驻的合作伙伴可选择加入伙伴发展路径，获得对应的权益。

前提条件

伙伴已入驻华为云且华为云向伙伴发送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邀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伙伴通过邮箱查看邀请邮件。

步骤2 单击邮件详情中的“here”，系统跳转至登录页面登录伙伴中心。

步骤3 在申请成为华为云学习与赋能伙伴页面，单击“选择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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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选择发展路径页面，单击“确定选择”。

步骤5 系统提示加入学习与赋能伙伴发展路径成功。

步骤6 单击“查看路径详情”可查看角色认证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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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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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认证

伙伴达到角色认证的最低要求后即可选择角色认证，从而获得对应的业务支持和激
励。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伙伴完成角色认证要求后单击“申请认证”。

说明

角色认证基本要求：

1. 联合商业计划制定：伙伴须上传商业计划书后再进行角色认证申请。

步骤4 系统提示“确定申请学习与赋能伙伴角色认证吗？”，单击“确定”。

说明

申请认证过程中，请保证所有认证要求均为已通过状态，否则可能会认证失败。

认证完成后，可在学习与赋能合作伙伴发展路径详情页下载证书。

----结束

1.3.5 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发展路径
完成HCPN入驻的合作伙伴可选择加入伙伴发展路径，获得对应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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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伙伴已入驻华为云且华为云向伙伴发送总经销商合作伙伴路径邀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伙伴通过邮箱查看邀请邮件。

步骤2 单击邮件详情中的“这里”，系统跳转至登录页面登录伙伴中心。

步骤3 跳转到伙伴中心申请成为华为云总经销商页面，单击“选择路径”。

步骤4 在选择发展路径页面，单击“确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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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系统提示已选择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发展路径，单击“加入分销计划（总经销商）”。

说明

伙伴加入计划前须绑定邮箱。

步骤6 分销计划（总经销商）申请审核通过后，您即成为总经销商合作伙伴，可以开始分销
华为云业务。

----结束

1.4 伙伴计划
华为云伙伴计划是帮助您构建基于华为云的业务、推广和销售产品与服务的计划。

1.4.1 合作伙伴能力计划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计划是华为云推出的一项全球性计划，旨在建设面向合作伙伴的
能力认证体系，保障合作伙伴能力建设的投入获得相应的回报。

具体加入合作伙伴能力计划详情请查看能力认证。

1.4.2 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帮助合作伙伴将华为云产品及服务作为其整体方案的一部分转售
和交付给最终客户。

1.4.2.1 申请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华为云企业客户申请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后，可以在合作伙伴中心申请加入解决
方案提供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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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企业的华为云账号存在如下情况时，无法申请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 该账号有未关闭的资源。

● 该账号有欠费。

● 该账号有消费。

● 该账号已经关联成为其他合作伙伴的子客户。

● 该账号是企业主账号或者企业子账号。

● 该账号有信用账户。

● 该账号在进行个人实名认证，或者个人实名认证已经通过。

● 该账号已被华为BD报备。

● 该账号在申请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过程中以及申请成功后，都不能再开通云
资源和购买云服务。

● 如果该账号已经开通按需资源，需要前往控制台释放或重新注册账号，再申请成
为解决方案提供商伙伴。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华为云伙伴计划”。

步骤4 选择“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单击“立即加入”。

说明

您也可以在华为云官网页面左上方的导航栏中选择“合作伙伴 > 成为合作伙伴 > 加入合作伙伴
计划”，选择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单击“立即加入”。（如果未入驻HCPN，会提示“很抱
歉，您还不是合作伙伴”，您可以单击“请申请成为合作伙伴”）。

步骤5 在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伙伴计划页面，填写公司信息并勾选协议，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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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填写经营资质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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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填写计划申请信息，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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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系统提示解决方案提供商伙伴计划申请已提交成功。

提交申请后，可以在“已申请伙伴计划”页面查看申请状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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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申请提升合作伙伴等级

合作伙伴分为标准、优选、领先、战略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资质要求。合作伙
伴具备相应资质后，可以申请提升合作伙伴等级。

说明

解决方案提供商伙伴计划提升等级时，同一公司下必须有一个账号已加入GoCloud发展路径（软
件伙伴发展路径或服务伙伴发展路径）且完成角色认证，才能进行等级提升。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

步骤4 单击计划等级后的“提升等级”。

步骤5 选择伙伴类型等级，填写申请要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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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合作伙伴的战略级别由伙伴的渠道经理代为申请，申请审批通过后，渠道经理与伙伴可以收到审
批通过的邮件通知。

步骤6 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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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提交后，您可以在“伙伴计划 > 已申请伙伴计划 > 伙伴等级”页面查看审批进
展。

----结束

1.4.3 分销计划

华为云分销计划是一个仅限邀请的计划，总经销商在获得华为云授权后可以通过其经
销商销售和交付华为云解决方案给最终客户，总经销商可以通过伙伴拓展，技术支
持，运营支持，增值服务等方面拓展其业务。

加入该计划后，总经销商将获得分销计划中总经销商权益和激励。

1.4.3.1 受邀加入 Distributor

华为云分销计划需要线下联系当地的生态经理发送邀请邮件后受邀加入。

说明

受邀加入华为云分销计划之前需要先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但不能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
划。

注意事项

企业的华为云账号存在如下情况时，无法受邀加入分销计划：

● 该账号已加入或正在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 该账号是另一个分销商的子客户，请申请和伙伴解除关联。

● 该账号有未关闭资源，请您前往控制台关闭资源。

● 该账号已冻结。

● 该账号有消费。

● 该账号已欠费，您可以充值还清欠费。

● 该账号已经成为企业主账号或企业子账号。

● 该账号有信用账户。

● 该账号已被华为BD报备。

● 该账号在进行个人实名认证，或者个人实名认证已经通过。

● 该账号在申请加入分销计划过程中以及申请成功后，都不能再开通云资源和购买
云服务。

● 如果该账号已经开通按需资源，需要前往控制台释放或重新注册账号，再申请成
为总经销商伙伴。

操作步骤

步骤1 客户通过邮箱查看邀请邮件。

步骤2 单击“邮件详情”中的“here”，系统跳转至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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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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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伙伴计划 > 华为云伙伴计划 > 加入分销计划”页面；

填写公司信息，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Statement for HUAWEI ID Association
with Huawei Cloud Partner》”,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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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填写经营资质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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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Huawei Cloud Distributor Cooperation Agreement”，单击
“提交申请”。

步骤7 系统提示“恭喜您，分销计划申请已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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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满足加入计划的原因：

● 您的账号已加入或正在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 您的账号是另一个分销商的子客户，请申请和伙伴解除关联。

● 您的账号有未关闭资源，请您前往控制台关闭资源。

● 您的账号已冻结。

● 您的账号已欠费，您可以充值还清欠费。

● 您的账号已经成为企业主账号或企业子账号。

● 您的账号有信用账户。

----结束

1.4.3.2 接受 Distributor 合作邀请

伙伴收到Distributor发送的邀请邮件后，点击邀请链接可进入关联页面，通过界面提
示完成关联操作后方可成为Distributor的经销商。

注意事项

企业的华为云账号存在如下情况时，无法申请关联Distributor：

● 该账号有未关闭的资源。

● 该账号有欠费。

● 该账号有消费。

● 该账号加入了其他伙伴发展路径或伙伴计划。

● 该账号被加入黑名单或黄名单。

● 同一公司已有华为云账号关联Distributor。

● 该账号被冻结（公安冻结、违规冻结、欠费冻结等）。

● 该账号是企业主账号或者企业子账号。

● 该账号有信用账户。

● 该账号已被华为BD报备。

● 该账号已经关联成为其他合作伙伴的子客户。

● 该账号在进行个人实名认证，或者个人实名认证已经通过。

● 该账号在申请关联Distributor过程中以及申请成功后，都不能再开通云资源和购
买云服务。

● 如果该账号已经开通按需资源，请您前往控制台释放或重新注册账号。

● 伙伴需要与其业务在同一国家内开展的Distributor关联。

操作步骤

步骤1 客户通过邮箱查看邀请邮件。

单击“邮件详情”中的“Click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系统跳转至关联操作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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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进入“尊敬的用户，Distributor邀请您成为他的经销商”页面。

说明

若贵司已有华为云账号关联Distributor，请勿重复关联。

● 若伙伴未注册账号，单击“注册并关联”。

a. 请注册华为云帐号并入驻HC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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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华为云会尽快审核您的入驻申请信息。

▪ 若您的入驻申请信息审核未通过，请根据审核未通过原因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认
证。

b. 入驻成功后，系统提示您已申请关联Distributor，请进入伙伴中心查看关联
结果。

● 若伙伴已注册账号，请单击“已有账号，登录后关联”。

– 若伙伴已入驻HCPN；

系统提示您已申请关联Distributor，请进入伙伴中心查看关联结果。

– 若伙伴未入驻HCPN；

i. 请入驻HCPN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

ii. 入驻成功后，系统提示您已申请关联Distributor，请进入伙伴中心查看
关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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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若伙伴关联Distributor受限，请解决关联受限问题后，重新关联。

– 若伙伴不满足入驻要求，请联系接口人获取意见和帮助。

步骤3 进入伙伴中心。

说明

若关联Distributor显示“正在关联中”，请耐心等待，稍后单击“刷新页面”即可查看关联信
息。

● 关联Distributor成功，伙伴可以查看关联的Distributor信息。

● 关联Distributor失败，请解决关联受限问题后，重新关联。

说明

若您不想继续关联Distributor，您仍可以选择加入其他伙伴发展路径或伙伴计划。

----结束

1.4.4 云商店计划
华为云商店（下文简称“云商店”）是华为云建立和运营的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
开展交易活动的网络交易平台。为促进云商店与服务商的合作，促进双方共同致力于
为华为云客户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软件和服务，特制定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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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注册并入驻成为云商店伙伴

企业需要注册一个华为云账号并成功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后，即可在云商店进行
入驻成为云商店合作伙伴。

操作步骤

步骤1 注册华为云账号，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如何进行账号注册。

步骤2 在云商店进行服务商入驻。

1. 进入服务商入驻页面。

2. 单击“申请入驻”，填写商家入驻信息。

说明

目前所有的富文本框不支持复制内容，只能进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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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提交申请”，系统提示入驻申请提交成功。

说明

申请提交后，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结果会在3-5个工作日内以邮件的形式反
馈给您。

申请成功后，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更新信息：

登录卖家中心，单击左侧导航的“资料管理 > 商家信息”，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修改”进行基本信息修改。修改信息后需要进行审核。

说明

个人认证、分销商和华为企业业务合作伙伴管理员不能入驻华为云商店。

----结束

1.4.5 云商店销售计划

华为云云商店销售计划是华为云云商店商品的销售合作认证计划，通过合作伙伴面向
最终客户销售，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售前咨询、销售拓展、交付支持、售后支持等服
务。

1.4.5.1 申请加入云商店销售计划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已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华为云伙伴计划”。

步骤4 选择云商店销售计划，单击“立即加入”。

步骤5 在加入云商店销售计划页面，勾选协议后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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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提示云商店销售计划申请已提交成功。

----结束

1.4.6 运营商合作计划
HCPN运营商合作计划用来支持运营商为企业客户提供云服务。该计划旨在发挥运营商
网络宽带优势，为企业客户提供网络+公有云融合的产品与服务。同时，该计划通过优
惠的使用条件，为运营商合作伙伴提供华为云服务，支撑运营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1.4.6.1 申请加入运营商合作计划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华为云伙伴计划”。

步骤4 选择运营商伙伴计划，单击“立即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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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计划申请信息页面，上传作为电信运营商的相关资质文件，单击“提交申请”。

说明

● 您也可以单击“保存草稿”，申请保存为草稿。

● 伙伴可以在“已申请伙伴计划”页面查看、提交、取消草稿状态的申请；

● 在“华为云伙伴计划”页面可以继续编辑草稿状态的申请。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运营商伙伴计划申请已提交成功！”

----结束

1.4.7 HMS 生态扶持计划

1.4.7.1 申请 HMS 生态扶持计划

华为云企业客户申请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后，可以在合作伙伴中心申请加入HMS
生态扶持计划。加入HMS生态扶持计划的伙伴权益请参见这里。

注意事项

企业的华为云账号存在如下情况时，无法申请加入HMS生态扶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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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账号的现金消费金额超过100美元。

● 该账号下有正在生效的特殊合同。

● 加入HMS生态扶持计划后，请勿申请特殊商务合同，否则将自动退出该计划。

● 企业加入HMS生态扶持计划后，HMS伙伴的现金消费每月统计一次（每月5
号），满足权益要求时，华为云自动给HMS伙伴发放代金券。

前提条件
● 华为云企业客户已经注册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号。

说明

一个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号，只能申请一次HMS生态扶持计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华为云伙伴计划”。

步骤4 选择“HMS生态扶持计划”，单击“立即加入”。

步骤5 按照界面提示输入华为开发者联盟账号。

步骤6 单击“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后，伙伴可以在“已申请伙伴计划”页面查看申请状态。

----结束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1 加入 HCPN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4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1.4.8 查询已申请伙伴计划

合作伙伴可在合作伙伴中心查询已申请的伙伴计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已申请伙伴计划”。

步骤4 单击“详情”，可以查看已申请的伙伴计划的详情，包括申请状态，申请要求信息
等。

说明

审核需要3个工作日，若超过时间仍未反馈审核结果，您可以单击“联系审核人”联系审核人尽
快审核。

审核不通过时，若您对审核结果有疑问，可单击“联系审核人”咨询审核人。

----结束

1.4.9 查询已加入伙伴计划

合作伙伴可在合作伙伴中心查询已加入的伙伴计划，并下载对应的证书。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

在“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查看已经加入的伙伴计划。

● 单击伙伴计划后的“查看详情”，可查看对应的伙伴计划详情。

● 单击伙伴计划后的“下载证书”，可下载对应的伙伴计划证书。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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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查询协议信息与关系申报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并下载已签署的协议。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合作承诺与协议 >已签署协议”。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已签署协议的详细内容。

●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可以下载已签署的协议。

----结束

敏感关系申报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合作承诺与协议 > 关系申报”。

步骤4 申报贵公司与华为员工的敏感关系，单击“确定”。

步骤5 系统提示保存成功。

----结束

1.4.11 设置年度业绩目标
合作伙伴可设置年度目标并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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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计划 > 合作承诺与协议 > 年度业绩目标”。

步骤4 在“年度业绩目标”页面输入业绩目标，单击“确认”。

说明

● 设置年度业绩目标需要审核，审核通过后将不能修改，请谨慎操作。

● 如果年度业绩承诺目标超过$380,000 USD，则有机会获得额外的年度增长激励返点。

● 如果年度业绩目标小于$380,000 USD，提交后直接生效，无法修改；如果年度业绩目标大于
等于$380,000 USD，需要审批。

步骤5 系统弹框提示“确定发起年度业绩目标审核吗？”，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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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提示“年度业绩目标审核流程已发起，请等待审核结果”。

在“年度业绩目标”页面显示业绩目标在审核中。

说明

审核需要5个工作日，若超过时间仍未反馈审核结果，您可以联系审核人尽快审核。

----结束

其他操作
● 撤回年度业绩目标

年度业绩目标处于审核中时，合作伙伴单击“撤回”，在系统弹框中输入“撤回
原因”，单击确认，系统提示撤回成功。

● 查看年度业绩目标

合作伙伴在年度业绩目标页面，可通过设置年份、状态查看历史年度业绩目标。

● 伙伴在提交年度业绩目标后，可在“伙伴计划 > 合作承诺与协议 > 年度业绩目
标”页面查看年度业绩目标完成率，可查看当年和历年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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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伙伴信息管理

2.1 修改账号密码
为了保障合作伙伴账号信息安全，合作伙伴应定期修改华为云账号登录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单击“个人资料”页签。

步骤4 在“个人资料”页面，单击“密码”后的“修改”。

步骤5 在“安全设置”页面，选择“基本信息 > 登录密码 ”，单击“立即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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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身份验证”页面，获取验证码，单击“下一步”。

步骤7 在“修改密码”页面，输入原密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

说明

为了账户安全，建议定时修改登录密码。在设置密码时，请根据提示保持一定的复杂度。

步骤8 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修改信息成功，并且需要重新登录。

----结束

2.2 管理基本信息
合作伙伴在基本信息页面，可以修改伙伴信息及个人资料，查看消费配额的使用情
况，并进行首选项、客户消息接收设置和客户账单权限设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

步骤4 管理伙伴信息。

● 修改伙伴信息

– 更换公司LOGO
单击“更换公司LOGO”，可以上传公司Logo图片，更换公司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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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公司信息

单击“修改伙伴信息”，在“修改信息”页面，可以修改公司的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详细信息、联系人信息，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保存已修改
的公司信息。

– 下载HCPN徽标

单击“下载HCPN徽标”，在“下载HCPN徽标”页面选择展示内容及“选择
使用场景”区域选择HCPN徽标使用的场景，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HCPN徽标使用指引》”，单击“确定”下载相应的HCPN徽标。

说明

● 修改个人资料

说明

– 合作伙伴可自行设置是否开启验证码验证功能（系统默认为关），验证开启后，部分操
作需通过验证码进行验证，具体参见敏感操作。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验证码验证”后的按钮来设置是否开启验证码验证功能。

– 修改注册邮箱

单击“注册邮箱”后的“修改”，进入“修改邮箱地址”页面，验证身份，
修改注册邮箱。

– 修改手机号码。

单击“手机号码”后的“修改”，进入“修改手机号码”页面，验证身份，
修改手机号码。

● 首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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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首选项”页面设置短信/邮件的接收语言、伙伴所在
的时区以及收支结算的币种。

语言和时区设置完成后，系统默认在工作时间发送的消息通知会根据伙伴设置的
时区的对应时间发送，伙伴收到的短信、邮件中的时间会根据设置的时区展示。

币种设置完成后，系统将根据伙伴选择的币种进行收支结算，伙伴设置的币种将
在新账期开始时对月结账单生效。

● 客户消息接收设置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客户消息接收设置”页面接管转售客户的消息接收
配置，为所有转售客户设置统一的消息接收配置模板，客户会依据该配置接收消
息，且客户自身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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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是否接管”后的按钮来设置是否接管转售客户的消息接收功能。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是否接管”按钮后的“查看操作记录”来查看客户消息接收设置的
操作记录。

● 客户账单权限设置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客户账单权限设置”页面关闭伙伴名下转售客户访
问费用中心“账单”和“成本中心”菜单的权限，关闭权限后，所有转售客户将
无法访问这些菜单，也不再接收消费数据的订阅。

说明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关闭客户账单”后的按钮来设置是否关闭转售客户费用中心的“账
单”和“成本中心”菜单。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查看消费配额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消费配额”页面查看消费配额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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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消费配额是您在华为云中的最大消费额度，超出额度，您的账号将会受到限制，您的所有
转售客户也会被受限无法消费。消费配额不能用于支付，与您的账单、还款无关。

----结束

2.3 商业信息认证
为了更好的支撑合作伙伴与华为云的业务往来，完成交易、付款等流程，需要合作伙
伴完善公司信息、银行信息等商业信息。

注意事项
● 修改商业信息时，请谨慎变更申请，一旦提交申请，在认证完成之前，伙伴无法

进行结算处理。

● 伙伴是华为供应商管理系统中的非IOI伙伴，伙伴在进行商业信息认证时提交的银
行账号、华为签约主体、签约币种与系统中的信息不一致需要上传银行确认函。

说明

若伙伴需要使用新的银行账号，则需执行下文“商业信息首次认证”的步骤1~步骤8，下
载银行确认函。

● 伙伴的签约主体如有变更，请重新进行商业信息认证。

商业信息首次认证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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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信息 > 商业信息”。

进入“商业信息”页面。

步骤4 填写公司基本信息、税务信息、财务联系人信息，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商业信息
认证免责与隐私声明》”，单击“下一步”。

步骤5 填写银行信息，单击“下一步”。

说明

● 银行名称和分行名称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也可以手动输入。

● 若伙伴存在跨境付款业务（付款和收款银行不在同一个国家，或付款和收款银行在同一个国
家的非本位币结算），需要提供中转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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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完成关联供应商调查，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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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提交完成后，请等待认证审核结果。

说明

● 伙伴是华为供应商管理系统中的同名非IOI伙伴，且伙伴在进行商业信息认证时提交的银行账
号、华为签约主体、签约币种与系统中的信息不一致，若伙伴需要使用新的银行账号，则需
执行步骤8~步骤9，上传银行确认函。

● 商业信息认证预计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审核成功，即可完成认证。部分情况需要华为商
业信息审核员处理，请您耐心等待认证结果。

● 认证完成后您会收到系统邮件和短信通知。如果认证申请被驳回，您可以看到驳回原因，修
改认证信息后，重新启动认证申请。

● 如果您已认证失败3次，认证申请将被锁定，如需继续认证请提交工单解除锁定。

● 商业信息认证失败后，系统会给伙伴发送认证失败的通知，以便伙伴了解当前的认证进展。
伙伴收到认证失败的通知后，可以在“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页面，查看认证失败原因。

步骤8 （可选）单击“下载银行确认函模板”，确认银行确认函模板中的信息并加盖公章或
签字。

步骤9 （可选）单击“提交银行确认函”，上传已加盖公章或签字的银行确认函扫描件。

银行确认函提交后，请等待认证审核结果。

----结束

商业信息重新认证

步骤1 在“商业信息”页面，单击“重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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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确定”，进入“商业信息”页面。

步骤3 根据需要修改公司的基本信息、税务信息、财务联系人信息，修改完成后，单击“下
一步”。

步骤4 根据需要修改银行信息，修改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步骤5 根据实际修改关联供应商调查信息，修改完成后，单击“提交”。

步骤6 （可选）单击“下载银行确认函模板”，确认银行确认函模板中的信息并加盖公章或
签字。

说明

如果伙伴是华为供应商系统中的非IOI伙伴，且已修改银行信息，则需要上传银行确认函。

步骤7 （可选）单击“提交银行确认函”，上传已加盖公章或签字的银行确认函扫描件。

----结束

2.4 能力认证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简称能力认证）是合作伙伴按照华为云的能力标准，对自
身能力进行自检和举证，通过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工作组或华为云授权的第三方
机构进行鉴定和认证的过程。

2.4.1 申请能力认证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申请能力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 > 能力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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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能力认证”页面，点击“申请认证”。

步骤4 在申请认证页面，上传华为云伙伴能力标签评估表、举证材料，单击“提交申请”。

步骤5 伙伴可在“能力认证记录”页签中查看认证申请的状态。

----结束

说明

● 合作伙伴能力认证通过后，将会在伙伴中心生成徽章信息，伙伴可以下载伙伴能力徽标。

● 若认证不通过，该一级能力标签认证冻结6个月，冻结期间无法提交认证申请。

其他操作

● 下载评估表

在“账号管理 > 能力认证”页面中单击“下载资料”，可下载能力标签评估表及
伙伴能力认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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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查询能力标签

伙伴可查询能力标签及其徽标，以及下载能力标签的徽标。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 > 能力认证”。

进入“能力认证”页面。

步骤4 选择“能力认证结果”页签，可查看当前已认证通过的一级能力标签认证结果（及一
级能力包含的二级标签）和标签的有效期限。

● 单击“下载伙伴能力徽标”，进入“下载伙伴能力徽标”页面，可以下载能力徽
标并查看下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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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选择“能力认证记录”页签，可查看所有的一级能力标签认证记录，及一级能力下的
二级能力标签评审结果。

----结束

2.5 案例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伙伴中心“伙伴信息 > 案例管理”页面，单击“创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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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新建案例弹框中填写信息，单击“提交审核”。

步骤5 在案例管理页面可查看案例的审核人并联系进行审核。

----结束

其他操作

● 编辑案例

在伙伴中心“伙伴信息 > 案例管理”页面可以对审核通过的案例进行重新编辑后
提交审核。

● 删除案例

在伙伴中心“伙伴信息 > 案例管理”页面可以对审核通过的案例进行删除，删除
后的案例无法恢复。

2.6 商业计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伙伴信息 > 商业计划”页面，单击“立即上传”。

步骤4 在新增商业计划书弹框中上传计划书，单击“提交审核”。

步骤5 在商业计划页面可查看计划书的审核人并联系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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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其他操作
● 重新上传商业计划书

在伙伴中心“伙伴信息 > 商业计划”页面可以对商业计划书进行重新上传提交审
核。

● 删除商业计划书

在伙伴中心“伙伴信息 > 商业计划”页面可以对计划书进行删除，删除后的计划
书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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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伙伴组织管理

3.1 人员管理

3.1.1 组织人员、角色和权限的关系
本章节介绍如何管理伙伴的组织信息、新增角色和新增组织人员等。

合作伙伴可以创建拥有不同权限的组织人员账号，用来对合作伙伴账号进行分权管
理。

说明

● 只有在伙伴中心“组织管理”页面新增人员并分配角色，才可以分权管理。请勿直接在“统
一身份认证”服务中新增和删除用户，否则将与伙伴中心人员管理冲突。

● 组织成员需要统一由伙伴中心组织管理创建，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使用“统一身份认证
（IAM）”服务创建的用户不支持查看伙伴中心相关菜单及内容。

组织人员、角色和权限的关系

角色是权限的集合，可以自定义。一个组织人员可以拥有若干角色，每个角色拥有若
干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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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如果组织人员A拥有角色A，角色A拥有权限B（创建角色权限），说明组织人员A拥有
创建角色的权限。

3.1.2 新增角色、分配权限

合作伙伴新增组织人员时，需要关联角色。伙伴可以关联系统默认的角色，也可以创
建并关联自定义角色。

说明

● 管理员默认可以创建10个自定义角色。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组织管理”。

步骤4 选择“角色管理”页签。

步骤5 单击“创建自定义角色”。

步骤6 设置角色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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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按照菜单级别选择需要关联的角色权限。

步骤8 单击“确认”。

页面提示操作成功，可以在角色列表看到新增的角色。

----结束

其他操作
● 查看角色人员

在角色列表中单击“人员数量”，在系统弹出的“角色人员”对话框中，可以查
看关联该角色所有人员。

● 查看角色详情

在角色列表中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在“查看角色详情”页面，可以查看
角色的基本信息以及角色权限的详情。

● 修改自定义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单击“操作”列的“修改”，在“编辑角色”页面，可以修改已创
建的自定义角色。

● 删除自定义角色

角色列表中的角色人员数量为0时，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在系统弹出的
“删除角色”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已创建的自定义角色。

3.1.3 新增组织人员
合作伙伴新增组织人员时，需要关联角色。关联角色后，新创建的人员即拥有该角色
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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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可以关联系统默认的角色，也可以创建并关联自定义角色。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组织管理 > 人员管理”。

步骤4 单击“创建人员”。

进入“创建人员”页面。

步骤5 填写人员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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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账号名”提交后无法修改，请谨慎填写。

步骤6 为新增的组织人员分配角色。

勾选角色列表中的角色名称，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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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管理员为组织人员分配角色时，需要为其角色配置“立即关联华为账号”和“解除关联华为账
号”的权限，组织人员方可关联个人华为账号。

步骤7 系统提示“创建人员成功”。

说明

● 对于新增的组织人员，必须为其分配角色，一个组织人员最多可以被分配3个角色。

● “系统管理员”角色与其他角色不可同时分配给同一组织人员。

● “客户经理”角色与“客户经理主管”角色不可同时分配给同一组织人员。

● 客户经理默认只能管理自己名下的客户，当同时分配“客户经理”角色和其他角色后，客户
经理将能管理全部客户。

● 移除组织人员的“客户经理主管”角色后，其名下的客户经理将不受其管理，需要重新为这
些客户经理分配客户经理主管。

----结束

3.1.4 组织人员、角色配置样例
例如A公司是华为云的合作伙伴，A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如下：

首席执行官一人、财务专员一人、客户经理主管两人、客户经理人员八人（每个客户
经理主管下有4个客户经理人员），其中首席执行官拥有合作伙伴账号的操作权限。财
务专员、客户经理主管、客户经理作为A公司的组织人员，拥有其对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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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如何为A公司的组织人员创建账号，配置对应的角色及相应的权限。

● 合作伙伴中心系统预置了系统管理员、财务专员、客户经理主管和客户经理的角
色及对应的权限。如果系统预置的角色及对应的权限能满足A公司的组织人员权限
应用，可以参考新增组织人员为A公司的财务专员、客户经理主管、客户经理等组
织人员创建账号，配置对应的角色及相应的权限。

● 如果系统预置的角色及对应的权限与A公司的组织人员权限有差异，可以参考新增
角色、分配权限先新增角色并按照菜单级别选择需要关联的角色权限，然后再参
考新增组织人员为A公司的财务专员、客户经理主管、客户经理等组织人员创建账
号，配置新增的角色及相应的权限。

3.1.5 管理组织人员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组织成员的人员详情、修改组织成员的密码等操作。

操作步骤
● 查看组织人员详细信息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组织管理 > 人员管理”。

步骤4 选择“人员管理”页签，在查询条件区域，可根据角色、状态、姓名、账号名等进行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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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姓名，可查看组织人员的详细信息。

步骤6 单击控制按钮，可设置需要显示的信息。

步骤7 在“人员详情”页，可查看组织成员信息、关联的个人华为帐号信息、认证信息。

----结束

其他操作
● 修改组织人员信息

a. 选择“人员管理”页签，在查询条件区域，可根据角色、状态、姓名、账号
名等进行查询。

b. 单击待修改信息的成员所在行的“修改个人信息”。

c. 在“修改个人信息”页面，修改个人信息，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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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系统提示“修改成功”

● 为组织人员分配角色

a. 在“人员管理”条件查询区域，可根据角色、状态、姓名、账号名等进行查
询。

b. 单击“操作”列的“分配角色”。

c. 在“分配角色”页面，可为组织人员修改已分配角色，单击“确定”。

● 解除关联个人华为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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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组织人员关联个人华为帐号后，将与公司共享个人信息（姓名、帐户名、手机号码、电
子邮件，以及云学堂的学习、考试、证书记录）。

● 合作伙伴可对已关联个人华为帐号的组织人员进行解除关联、查看关联记录等操作。

a. 在“人员管理”条件查询区域，可以根据角色、状态、姓名、账号名等进行
查询。

b. 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解除关联个人华为帐号”。

c. 系统弹出“解除关联”弹框，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须知”，单击“确
定解除”。

d. 系统提示“解除关联成功”。

● 查看个人华为帐号关联记录

a. 在“人员管理”条件查询区域，可根据角色、状态、姓名、账号名等进行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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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查看个人华为帐号关联记录”。

c. 系统弹出“个人华为帐号关联记录”弹框。

● 为客户经理主管分配客户经理

组织人员的角色为“客户经理主管”时，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分配客户经
理”，在系统弹出的“分配客户经理”对话框中，添加已有客户经理，单击“确
定”，即可分配客户经理。

● 为客户经理分配客户经理主管

组织人员的角色为“客户经理”时，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分配主管”，在
系统弹出的“分配主管”对话框中，选择要分配的主管，单击“确定”，即可分
配主管。

● 为组织人员修改密码

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修改密码”，在“修改密码”页面，填写并确认密
码。

● 删除组织人员信息

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删除”，在系统弹出的“删除人员”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即可删除组织人员。

3.2 组织人员登录伙伴中心
组织人员需要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

说明

组织人员需要统一由伙伴中心组织管理创建，在华为云官网控制台使用“统一身份认证
（IAM）”服务创建的用户不支持查看伙伴中心相关菜单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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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华为云官网首页。

步骤2 单击“登录”，进入登录页面。

步骤3 单击登录页面的“IAM用户”。

步骤4 输入登录信息后，单击“登录”，进入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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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登录信息

参数 说明

租户名/原华为云帐号 输入合作伙伴的账号名。

合作伙伴的账号名需要咨询管理员获取。

IAM用户名/邮件地址 输入组织人员的账号名或者邮箱。

组织人员的账号名需要咨询管理员获取。

IAM用户密码 输入管理员提供的初始密码。

新创建的组织人员首次登录时，需要根据页
面提示修改密码。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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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组织人员关联个人华为帐号
说明

●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后，可关联个人华为帐号。

● 组织人员关联个人华为帐号后，将与公司共享个人信息（姓名、帐户名、手机号码、电子邮
件，以及云学堂的学习、考试、证书记录）。

● 若组织人员登录伙伴中心，在“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 > 个人资料”页面不支持“关联”操
作，请联系管理员为您的角色添加“立即关联华为账号”和“解除关联华为账号”的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华为云官网首页。

步骤2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 > 个人资料”，单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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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日单击“关联”次数超过3次（包括3次），需在“关联华为帐号”弹框中输入验证码。

步骤4 在系统弹出“关联华为帐号”弹框中，输入已完成个人实名认证的“华为帐号名”，
单击“发送站内信”。

说明

未开通华为云业务的帐号无法通过华为帐号名验证，请登录华为云官网开通。如有疑问，可查看
组织人员关联华为帐号异常的操作指导。

步骤5 发送站内信。

● 系统提示“发送站内信成功”，单击“退出账号前往关联”。

● 系统提示“您当前输入的华为帐号未开通华为云业务，请登录华为云官网开通。
如有疑问，可查看操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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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跳转至华为帐号登录页面，使用关联的个人华为帐号登录。

步骤7 系统跳转至如下页面，单击右上角“消息中心”。

步骤8 在“消息中心”查看“Confirmation for Association of Your HUAWEI ID with a User
Account”,点击“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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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 在系统弹出“个人华为帐号关联组织成员账号”弹框中，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
为帐号关联伙伴公司须知》”。

步骤10 单击“确认关联”。

步骤11 系统提示“关联成功”，单击“返回消息中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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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关联失败原因：

● 您的华为帐号已关联其他组织人员账号。

● 伙伴的该组织人员账号已关联其他华为帐号。

● 您的华为帐号1年内已经与3个伙伴关联过，无法再次关联。

● 您的华为帐号已实名认证为企业用户，无法关联。

● 您的华为帐号未实名认证，无法关联。

● 您是华为云伙伴帐号，无法关联。

3.4 组织人员解除关联个人华为帐号

说明

●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后，可解除关联个人华为帐号。

● 组织人员解除关联个人华为帐号后，将不再与公司共享个人信息（姓名、帐户名、手机号
码、电子邮件，以及云学堂的学习、考试、证书记录）。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华为云官网首页。

步骤2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 > 个人资料”，单击“解除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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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系统弹出“解除关联”，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须知”，单击“确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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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系统提示解除关联成功，单击“确定”。

----结束

说明

解除关联须知：

● 解除关联后，您的个人信息（姓名、帐号名、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以及云学堂的学习、考
试、证书记录）将不再共享给公司。

● 1个自然年内最多支持关联3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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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组织人员修改个人信息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后，可修改个人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华为云官网首页。

步骤2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组织管理 > 人员管理”。

步骤4 在员工列表中，单击“操作”列对应组织人员的“修改个人信息”。

步骤5 在“修改个人信息”页面，修改信息，单击“确定”。

步骤6 系统提示修改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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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管理客户联系人
合作伙伴可以设置客户联系人。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组织管理”。

步骤4 选择“客户联系人”页签。

步骤5 单击“创建客户联系人”。

步骤6 填写客户联系人信息，单击“保存”。

说明

● 设置客户联系人后，子客户可以在其账号中心的“我的合作伙伴”页面查看到联系人信息。

● 伙伴最多创建5个客户联系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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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专职人员管理

3.7.1 新增专职人员
公司管理员可以在伙伴中心创建人员，将其设置为专职人员，对其信息进行统一管
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组织管理 > 人员管理”。

步骤4 在“人员管理”页签中，单击“创建人员”，进入“创建人员”页面。

步骤5 填写人员信息，将该人员设置成专职人员，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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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为专职人员分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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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管理员为专职人员分配角色时，需要为其角色配置“立即关联华为账号”和“解除关联华为账
号”的权限；专职人员方可关联个人华为账号。

步骤7 创建人员成功。

----结束

其他操作
● 导出专职人员信息

公司管理员在“组织管理 > 人员管理”页面，单击“导出 > 导出专职人员信
息”。

● 查看导出记录

公司管理员在“组织管理 > 人员管理”页面，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可
查看所有导出的历史记录。

● 查看专职人员信息

专职人员关联个人华为账号后，公司管理员可查看专职人员的个人华为账号信息
及其就职信息、证书、项目、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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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专职人员信息管理

前提条件

组织人员须先关联个人华为账号，才能对专职信息进行编辑管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华为云官网首页。

步骤2 组织人员从“IAM用户”登录界面登录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 > 个人资料”。

在“个人华为账号信息”模块，单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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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个人华为账号信息”页面，显示个人华为账号信息及个人的专职信息。

● 就职信息：专职人员可对就职信息进行查看、修改。

单击“个人华为账号信息 > 就职信息 > 修改就职信息”，在修改就职信息弹框中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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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专职人员可对证书进行查看，添加，修改等操作。

单击“个人华为账号信息 > 证书 > 添加证书”，在添加证书弹框中填写证书信
息，单击“确认”，提交证书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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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专职人员可自行添加职业认证和其他类认证证书。

– 开发者认证证书和专业证书为云学堂的自动同步数据，不可编辑；其中专业证书在此指
三门培训课程（1、华为云合作伙伴销售基础课程考试；2、基于华为云构建客户的业
务体系考试；3、华为云技术精髓考试）

– 专职人员可以对审批通过的证书进行删除、修改；修改后的证书信息需重新提交审核。

● 培训：专职人员可查看培训课程信息（云学堂自动同步数据，不可编辑）

单击“个人华为账号信息 > 培训”，可查看培训信息。

● 项目：专职人员可添加、查看项目信息，并对项目信息进行修改、删除。

– 单击“个人华为账号信息 > 项目 > 添加项目”，在添加项目弹框中填写项目
信息，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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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个人华为账号信息 > 项目 > 操作”列的修改，可对项目信息进行修
改。

----结束

3.8 管理 IAM 用户

3.8.1 查看或修改 IAM 用户信息

说明

需要IAM用户的更多操作请查看“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 > IAM用户"。

管理员在IAM用户列表中，单击用户名，或者单击右侧的“安全设置”，可以查看或
修改IAM用户的基本信息、所属用户组、安全设置，并查看或删除授权记录。

管理员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可以修改用户列表展示项目，用户名、操作为默
认展示项目。

必选项目：状态。可选项目：描述、最近一次登录时间、创建时间、访问方式、MFA
（状态）、密码使用时长、访问密钥状态、外部身份ID。

基本信息

只能修改IAM用户的基本信息，不能修改帐号的基本信息。用户名称、用户ID、创建
时间仅支持查看，不支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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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修改IAM用户的状态，IAM用户的状态默认为启用，如果需要停止使用该
IAM用户，可以将IAM用户的状态设置为“停用”。停用后，该IAM用户将无法通
过任一方式访问华为云，包括管理控制台访问和编程访问。

● 访问模式：修改IAM用户的访问方式。

说明

● 请参考如下说明，修改访问模式：

● 如果IAM用户仅需登录管理控制台访问云服务，建议访问方式选择管理控制台访
问，凭证类型为密码。

● 如果IAM用户仅需编程访问华为云服务，建议访问方式选择编程访问，凭证类型
为访问密钥。

● 如果IAM用户需要使用密码作为编程访问的凭证（部分API要求），建议访问方式
选择编程访问，凭证类型为密码。

● 如果IAM用户使用部分云服务时，需要在其控制台验证访问密钥（由IAM用户输
入），建议访问方式选择编程访问和管理控制台访问，凭证类型为密码和访问密
钥。例如IAM用户在控制台使用云数据迁移CDM服务创建数据迁移，需要通过访
问密钥进行身份验证。

● 如果当前IAM用户的访问模式为编程访问或编程访问和管理控制台访问，取消编程访问
可能会使IAM用户无法访问华为云服务，请谨慎修改。

● 描述：修改IAM用户的描述信息。

● 外部身份ID：IAM SSO类型的联邦用户单点登录中，与当前实体IAM用户对接
的，企业自身用户的身份ID值。

所属用户组

所属用户组表示用户具备的权限，通过修改IAM用户的所属用户组可以修改用户的权
限。如需修改用户所属用户组权限，请参见：查看或修改用户组。

只能修改IAM用户的所属用户组，帐号属于默认用户组“admin”，不能修改。

● 单击“加入到用户组”，在“配置用户组”中选择需要加入的用户组。一个用户
可以加入一个或是多个用户组。用户加入用户组后，拥有用户组的所有权限。

● 单击IAM用户所属用户组右侧的“移除”，单击“是”，退出选中的用户组，用
户将不再拥有该用户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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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置

管理员可以该页面修改IAM用户的多因素认证设备、登录凭证、登录保护和访问密
钥。IAM用户如需修改自己的手机号、邮件地址、虚拟MFA设备，请参考安全设置概
述。

● 多因素认证设备，只能修改IAM用户的多因素认证设备，不能修改帐号的多因素
认证设备。

– 修改用户的手机、邮件地址。

说明

修改IAM用户绑定手机号和邮件地址不可与帐号、其他IAM用户重复。

– 虚拟MFA设备：给用户重置虚拟MFA设备。更多有关多因素认证以及MFA的
介绍，详情请参见：多因素认证与虚拟MFA。

● 登录凭证：修改IAM用户的登录密码，详情请参见：修改IAM用户密码。

● 登录保护：修改IAM用户的登录验证方式，支持虚拟MFA、手机和邮箱。

登录保护表示用户登录控制台时，除了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第一次身
份认证），还需要在“登录验证”页面输入验证码（第二次身份验证），该功能
默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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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密钥：管理IAM用户的访问密钥，详情请参见：管理IAM用户访问密钥。

授权记录

管理员可以查看或删除IAM用户所拥有的权限。如需修改该IAM用户的权限，请参考所
属用户组。

如需查看帐号下所有授权记录，请参考：查看授权记录。

说明

删除授权记录，将删除该IAM用户所属用户组的权限，该用户组中所有IAM用户不再拥有该权
限，请谨慎操作。

批量修改 IAM 用户信息

IAM支持批量修改IAM用户状态、访问方式和验证方式，修改方式类似，以修改IAM用
户状态为例，说明批量修改IAM用户信息的方法。

步骤1 进入IAM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用户”页签。

步骤2 在用户列表中，勾选需要修改的用户。勾选完成后，单击用户列表上方的“编辑”。

步骤3 选择需要修改的IAM用户属性，以修改IAM用户状态为例，选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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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择要给IAM用户配置的目标状态，若要停用IAM用户则选择“停用”，启用IAM用户
则选择“启用”。

步骤5 单击“确定”，确定IAM用户配置。

步骤6 单击“确认”，完成所选IAM用户状态的修改。

----结束

3.9 安全设置

3.9.1 敏感操作

只有管理员可以设置敏感操作，普通IAM用户只有查看权限，不能对其进行设置，如
需修改，请联系管理员为您操作或添加权限。

说明

联邦用户在执行敏感操作时，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

虚拟 MFA

虚拟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是能产生6位数字认证码的设备，遵循基于时
间的一次性密码 （TOTP）标准。MFA设备可以基于硬件也可以基于软件，目前仅支持
基于软件的虚拟MFA，虚拟MFA应用程序可以在移动硬件设备（包括智能手机）上运
行，非常方便，虚拟MFA是多因素认证方式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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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以“华为云App”为例介绍如何绑定虚拟MFA，如果您已安装其他MFA应用程
序，请根据应用程序指引添加用户。如需了解有关解绑虚拟MFA、重置虚拟MFA的操
作，请参见：虚拟MFA。

暂未升级华为帐号、 已升级华为帐号绑定虚拟MFA的操作方法不同。

说明

您需要先在智能设备上安装一个MFA应用程序（例如： “华为云”手机应用程序），才能绑定
虚拟MFA设备。

● 暂未升级华为帐号

步骤1 进入安全设置。

步骤2 在“安全设置 > 敏感操作”页面，单击“虚拟MFA”右侧的“前往绑定”。

步骤3 根据右侧弹出的绑定虚拟MFA页面，在您的MFA应用程序中添加用户。

您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手动输入两种方式绑定MFA设备，下面以“华为云”手机应
用程序为例绑定虚拟MFA：

● 扫描二维码

打开手机上已安装好的“华为云”手机应用程序，选择“控制台-MFA-添加-扫码
添加”，扫描“绑定虚拟MFA”弹窗中的二维码。扫描成功后，“华为云”手机
应用程序会自动添加用户，虚拟MFA列表中出现帐号/IAM用户名及对应的MFA动
态码。

● 手动输入

打开手机上已安装好的“华为云”手机应用程序，选择“控制台-MFA-添加-手动
输入”。帐号绑定虚拟MFA，输入帐号和密钥；IAM用户绑定虚拟MFA，输入
IAM用户名和密钥。单击“添加”手动添加用户。

说明

手动输入添加用户方式只支持基于时间模式，建议在移动设备中开启自动设置时间功能。

步骤4 添加用户完成，在“华为云”手机应用程序“虚拟MFA页面”，查看虚拟MFA的动态
口令页面。动态口令每30秒自动更新一次。

步骤5 在“绑定虚拟MFA”页面输入连续的两组口令，然后单击“确定”，完成绑定虚拟
MFA设备的操作。

----结束

● 已升级华为帐号

步骤1 进入安全设置。

步骤2 在“安全设置 > 敏感操作”页面，单击“虚拟MFA”右侧的“前往绑定”。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3 伙伴组织管理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99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1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7_0002.html#iam_07_0002__li133552613287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7_0002.html#iam_07_0002__li15525104711287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7_0001.html#iam_07_0001__zh-cn_topic_0179263545_section113256158575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7_0001.html#iam_07_0001__zh-cn_topic_0179263545_section113256158575


步骤3 跳转至“华为帐号 > 安全验证”页面，根据提示绑定虚拟MFA。

----结束

登录保护

开启登录保护后，您或帐号中的IAM用户在登录华为云时，除了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外（第一次身份验证），还需要在登录验证页面输入验证码（第二次身份验
证），该功能是一种安全实践，建议开启登录保护，多次身份认证可以提高帐号安全
性。

帐号只能自己开启登录保护，帐号或管理员都可以为IAM用户开启登录保护。

● 管理员为IAM用户开启登录保护

管理员在IAM用户列表中，单击操作列的“安全设置”，单击“登录保护 > 验证

方式”右侧的“ ”，选择验证方式为手机、邮件地址或虚拟MFA，为IAM用户
开启登录保护。

说明

● 登录保护仅影响使用管理控制台访问华为云的IAM用户，对编程访问用户无影响。

● 目前“华为云”手机应用程序暂不支持通过手机、邮件地址进行二次身份验证。如需登
录“华为云”手机应用程序，建议选择MFA验证方式。

● 未升级华为帐号的华为云帐号开启登录保护

如果您的华为云帐号暂未升级华为帐号，进入安全设置后，帐号可以在“安全设
置 > 敏感操作 > 登录保护”中单击“立即设置”，选择“开启”，并设置验证方
式，开启登录保护。

● 华为帐号开启登录保护

如果您的华为云帐号已升级为华为帐号，将不支持在“安全设置”页面开启登录
保护，请在“华为帐号中心 > 帐号与安全 > 安全验证 > 双重验证”中单击“开
启”，输入验证信息，开启登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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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对华为帐号登录进行安全认证，如果您更换终端，初次登录将进行安全认
证(安全手机二次验证)。如果您没有开启“双重验证”，初次登录完成后，单击
“信任”，将终端添加到信任列表中，后续将无需二次认证。

操作保护
● 开启操作保护

开启后，帐号以及帐号中的IAM用户进行敏感操作时，例如删除弹性云服务器资源，
需要输入验证码进行验证，避免误操作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操作保护”默认为开启
状态，为了您的资源安全，建议保持开启状态。

开启操作保护后，默认在敏感操作验证成功后的15分钟之内，进行敏感操作无需再次
验证。

步骤1 管理员进入安全设置。

步骤2 在“安全设置 > 敏感操作 > 操作保护”中，单击“立即启用”。

步骤3 在右侧弹窗中选择“开启”，勾选“操作员验证”或“指定人员验证”。

如选择“指定人员验证”，开启操作保护时，需要进行初次身份核验，确保指定人员
验证方式可用。

● 操作员验证：触发敏感操作的帐号或IAM用户进行二次验证。

● 指定人员验证：帐号及IAM用户触发的敏感操作均由指定人员进行验证。支持手
机号、邮件地址，不支持虚拟MFA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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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确定”开启操作保护。

----结束

● 关闭操作保护

关闭后，帐号以及帐号中的IAM用户进行敏感操作时，不需要输入验证码进行验证。

步骤1 管理员进入安全设置。

步骤2 管理员在“安全设置 > 敏感操作 > 操作保护”中，单击“立即修改”。

步骤3 在右侧弹窗中选择“关闭”，并单击“确定”。

步骤4 在“身份验证”弹窗中输入验证码。

● 操作员验证：关闭操作保护管理员本人进行二次验证。支持手机号、邮件地址、
虚拟MFA。

● 指定人员验证：由指定人员进行验证。支持手机号、邮件地址，不支持虚拟MFA
验证。

步骤5 单击“确定”，关闭操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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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敏感操作由各个云服务单独定义。

● 用户如果进行敏感操作，将进入“操作保护”页面，选择认证方式，包括邮件地址、手机和
虚拟MFA三种认证方式。

– 如果用户只绑定了手机号，则认证方式只能选择手机。

– 如果用户只绑定了邮件地址，则认证方式只能选择邮件地址。

– 如果用户未绑定邮件地址、手机和虚拟MFA，进行敏感操作时，将提示用户绑定邮件地
址、手机或虚拟MFA。

● 使用邮件地址、手机进行认证可能出现收不到验证码故障，建议您使用MFA验证方式。

● 如需修改验证手机号、邮件地址，请在帐号中心修改；如需修改虚拟MFA设备，请在虚拟
MFA中修改。

● 开启操作保护后，执行敏感操作时，需要输入验证码进行验证，此验证码将会发送至进行操
作的IAM用户所绑定的手机号或邮件地址，而不是该IAM用户所属的帐号。

----结束

访问密钥保护

● 开启访问密钥保护

开启后，仅管理员才可以创建、启用/停用或删除IAM用户的访问密钥。由于“访
问密钥保护”默认为关闭状态，为了保障资源安全，建议开启访问密钥保护功
能。

管理员进入安全设置后，在“敏感操作 > 访问密钥保护”中，单击“ ”，
开启访问密钥保护。

● 关闭访问密钥保护

关闭后，所有IAM用户可以创建、启用/停用或删除自己的访问密钥。

管理员进入安全设置后，在“敏感操作 > 访问密钥保护”中，单击“ ”，
关闭访问密钥保护。

自主管理用户属性

● 开启自主管理用户属性

开启后，所有IAM用户可以管理自己的基本信息，可以根据场景选择IAM用户可以
修改的属性信息，可以选择登录密码、手机号、邮件地址。默认开启，且支持
IAM用户修改所有属性。

管理员进入安全设置后，在“安全设置 > 敏感操作 > 自主管理用户属性”中，单
击“立即启用”。在“自主管理用户属性设置”弹窗中，选择“开启”并勾选支
持IAM用户自主修改的属性，单击“确定”，开启IAM用户自主管理用户属性。

● 关闭自主管理用户属性

关闭后，仅管理员可以管理自己的基本信息。IAM用户如需修改登录密码、手机
号、邮件地址，请联系管理员参考查看或修改IAM用户信息进行操作。

管理员进入安全设置后，在“安全设置 > 敏感操作 > 自主管理用户属性”中，单
击“立即修改”。在“自主管理用户属性设置”弹窗中，选择“关闭”，单击
“确定”，关闭IAM用户自主管理用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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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操作有哪些

当您开启操作保护后，进行以下操作时，需要进行身份认证。

表1 各云服务定义的敏感操作

类型 服务 敏感操作

计算 弹性云服务器
（ECS）

● 关闭、重启、删除弹性云服务器

● 重置弹性云服务器密码

● 卸载磁盘

● 解绑弹性公网IP

裸金属服务器
（BMS）

● 关机、重启裸金属服务器

● 重置裸金属服务器的密码

● 卸载磁盘

● 解绑弹性公网IP

弹性伸缩（AS） 删除伸缩组

存储 对象存储服务
（OBS）

● 删除桶

● 创建、编辑、删除桶策略

● 配置对象策略

● 创建、编辑、删除桶ACL
● 配置日志记录

● 配置防盗链

● 增加、编辑桶清单

云硬盘服务
（EVS）

删除云硬盘

内容分发网络
（CDN）

域名下线策略

容器 云容器引擎
（CCE）

删除集群

应用编排服务
（AOS）

删除堆栈

网络 云解析服务
（DNS）

● 修改、暂停、删除域名

● 修改、暂停、删除记录集

● 修改、删除反向解析

● 删除自定义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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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服务 敏感操作

虚拟私有云
（VPC）

● 解绑弹性公网IP
● 删除对等连接

● 安全组

– 删除入（出）方向规则

– 修改入（出）方向规则

– 批量删除入（出）方向规则

弹性负载均衡
（ELB）

● 经典型负载均衡

– 删除负载均衡器

– 删除监听器

– 删除证书

– 停用负载均衡器

● 共享型负载均衡

– 删除负载均衡器

– 删除监听器

– 删除证书

– 删除后端云服务器

– 解绑弹性公网IP
– 解绑IPv4公网/私有IP
– 解绑IPv6地址

– 移出IPv6共享带宽

弹性公网IP（EIP） ● 删除共享带宽

● 释放、解绑弹性公网IP
● 批量释放、批量解绑弹性公网IP

虚拟专用网络
（VPN）

● 删除VPN连接

● 退订包周期VPN网关

云专线（DC） 删除虚拟接口

安全与合
规

SSL证书管理
（SCM）

● 删除证书

● 吊销证书

管理与监
管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

● 关闭操作保护

● 关闭登录保护

● 修改手机号

● 修改邮件地址

● 修改登录密码

● 修改登录保护验证方式

● 删除IAM用户

● 停用IAM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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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服务 敏感操作

云审计服务
（CTS）

停用system追踪器

云日志服务
（LTS）

● 删除日志流/组
● 卸载ICAgent

应用服务 分布式缓存服务
（DCS）

● 重置密码

● 删除实例

● 清空数据

专属云 专属分布式存储服
务（DSS）

删除磁盘

数据库 云数据（RDS） ● 重置管理员密码

● 重启、删除、批量恢复数据库实例

● 删除数据库备份

●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到当前实例

●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到已有实例

● 按指定时间点恢复到当前实例

● 按指定时间点恢复到已有实例

● 表级时间点恢复

● 切换主备节点

● 修改数据库端口

● 删除数据库帐号

● 删除数据库

● 重置数据库帐号的密码

● 修改实例内网IP
● 解绑弹性公网IP
● 开启、关闭一键告警

文档数据库服务
（DDS）

● 重置密码

● 重启、删除实例

● 重启节点

● 副本集主备切换

● 删除安全组规则

● 申请Shard或Config节点IP
● 备份恢复到当前实例

● 备份恢复到已有实例

● 包周期实例转按需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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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服务 敏感操作

EI 企业智
能

数据仓库服务
GaussDB(DWS)

● 扩容、调整大小

● 重启

● 节点修复

● 重置密码

MapReduce服务
（MRS）

● 集群

– 删除集群

– 按需转包周期集群

– 停止所有组件

– 同步配置

● 节点

– 停止所有角色

– 隔离主机

– 取消隔离主机

● 组件：

– 停止服务

– 重启服务

– 滚动重启服务

– 停止实例

– 重启实例

– 滚动重启实例

– 入服

– 退服

– 保存服务配置

● 补丁：

– 安装补丁

– 卸载补丁

– 回滚补丁

云通信 消息&短信
（Message&SMS
）

● 签名删除

● 模板删除

● 获取app_secret
● 指定手机号、邮件地址绑定华为云帐号

● 指定IP白名单

● 续订套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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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服务 敏感操作

软件开发
生产线

需求管理 CodeArts
Req

● 删除项目

● 删除项目成员

● 修改成员信息

● 修改、删除权限

● 修改项目基本信息

● 删除工作项

用户服务 费用中心 ● 订单支付

● 订单退订

● 资源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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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伙伴权益申请

4.1 代金券

4.1.1 解决方案提供商伙伴计划

4.1.1.1 申请华为云体验代金券

华为云合作伙伴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后，可在“伙伴权益”页面申请合作伙伴基
础权益的测试券（华为云体验代金券）。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步骤4 单击“操作”列的“申请”。

说明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测试券的详细信息以及申请记录。

●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已过期权益的申请记录。

步骤5 填写申请信息后，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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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提示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将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

----结束

4.1.2 软件合作伙伴

4.1.2.1 申请云软件方案测试券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软件伙伴路径且创建了云软件方案（包含草稿）。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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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代金券页面“软件伙伴 > 云软件方案测试券”后的“申请”。

步骤5 在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并勾选须知，单击“提交”。

说明

● 在“申请方案 > 选择方案”中选择已存在的方案。

● 伙伴若存在申请中的测试券，须审批通过后才能再次申请。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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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其他操作
● 查看申请记录：

伙伴单击代金券“软件伙伴 > 云软件方案测试券”后的详情可查看申请记录。

● 查看已失效权益和历史等级权益的申请记录：

伙伴单击代金券“软件伙伴 > 云软件方案测试券”页面的“历史记录”，可查看
已失效权益和历史等级权益的申请记录。

● 申请未通过，重新发起申请：

a. 伙伴单击代金券“软件伙伴 > 云软件方案测试券”后的详情查看审核意见，
单击“编辑”，重新编辑后提交申请。

b. 在代金券“软件伙伴 > 云软件方案测试券”页面，单击“申请”，根据审核
意见进行修改或发起新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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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申请先进云软件方案测试券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软件伙伴路径且创建了先进云软件方案（包含草稿）。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步骤4 单击代金券页面“软件伙伴 > 先进云软件方案测试券”后的“申请”。

步骤5 在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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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在“申请方案 > 选择方案”中选择已存在的方案。

● 伙伴若存在申请中的测试券，须审批通过后才能再次申请。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

----结束

其他操作
● 查看申请记录：

伙伴单击代金券“软件伙伴 > 先进云软件方案测试券”后的详情可查看申请记
录。

● 查看已失效权益和历史等级权益的申请记录：

伙伴单击代金券“软件伙伴 > 先进云软件方案测试券”页面的“历史记录”，可
查看已失效权益和历史等级权益的申请记录。

● 申请未通过，重新发起申请：

a. 伙伴单击代金券“软件伙伴 > 先进云软件方案测试券”后的详情查看审核意
见，单击“编辑”后提交申请。

b. 在代金券“软件伙伴 > 先进云软件方案测试券”页面，单击“申请”，根据
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再次提交申请或发起新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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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服务合作伙伴

4.1.3.1 申请角色认证测试券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服务合作伙伴路径且完成角色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步骤4 单击代金券页面“服务合作伙伴 > 角色认证测试券”后的“申请”。

说明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测试券的详细信息以及申请记录。

●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已过期权益的申请记录。

步骤5 在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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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可申请额度不足，需要追加申请，请您在申请说明中填写追加申请的原因。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

----结束

4.1.3.2 申请计划专用券（角色认证）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服务合作伙伴路径且完成角色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步骤4 单击代金券页面“服务合作伙伴 > 计划专用券（角色认证）”后的“申请”。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4 伙伴权益申请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6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说明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测试券的详细信息以及申请记录。

●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已过期权益的申请记录。

步骤5 在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

说明

若可申请额度不足，需要追加申请，请您在申请说明中填写追加申请的原因。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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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4.1.3.3 申请差异化测试券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服务合作伙伴路径且完成差异化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步骤4 单击代金券页面“服务合作伙伴 > 差异化测试券”后的“申请”。

说明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测试券的详细信息以及申请记录。

●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已过期权益的申请记录。

步骤5 在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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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可申请额度不足，需要追加申请，请您在申请说明中填写追加申请的原因。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

----结束

4.1.3.4 申请计划支持专用券（差异化）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服务合作伙伴路径且完成差异化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代金券”。

步骤4 单击代金券页面“服务合作伙伴 > 计划支持专用券（差异化）”后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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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测试券的详细信息以及申请记录。

●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已过期权益的申请记录。

步骤5 在申请页面填写申请信息，单击“提交”。

说明

若可申请额度不足，需要追加申请，请您在申请说明中填写追加申请的原因。

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伙伴权益申请已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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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4.2 申请市场发展基金（MDF）
市场发展基金（MDF）是为达成销售和市场目标而授予华为云合作伙伴自主策划和举
办市场营销活动的专项费用。

华为云客户入驻HCPN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并通过商业信息认证后，可申请对应等级的
MDF额度；具体MDF额度请查看市场发展基金（MDF）额度参考。

4.2.1 申请使用 MDF 额度
合作伙伴在活动举办前可申请使用市场发展基金（MDF）额度。

说明

MDF活动须在实际活动开始日至少10个工作日前提交活动申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市场发展基金（MDF）”。

步骤4 在“MDF额度”页签选择需要使用的权益，单击“申请使用”。

步骤5 在“申请使用”页面，填写活动计划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市场发展基金支付协
议》”，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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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填写活动目标，单击“下一步”。

步骤7 填写活动预算，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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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使用MDF（含税）金额超出MDF额度时，无法提交申请；请联系生态经理申请追加额度后，
再重新申请使用。

步骤8 系统弹框“确认提交试用申请吗？”，单击“确定”。

步骤9 系统提示“MDF使用申请提交成功！”

说明

若使用申请未通过审核，请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

----结束

其他操作
● 撤销使用申请

伙伴可对状态为“使用申请审核中”或“使用申请审核通过”的申请进行撤销操
作，撤销后伙伴可以重新编辑或删除该申请记录。

● 查看申请详情

伙伴可在“申请记录”中单击申请的活动名称，查看“使用申请”的审核状态及
活动详情。

4.2.2 申请兑现 MDF 额度

合作伙伴可在活动举办后申请兑现市场发展基金（MDF）费用。

说明

MDF费用兑现需要先完成商业信息认证，若您尚未通过商业信息认证，请先前往进行商业信息
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4 伙伴权益申请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23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pconsole/zh-cn_topic_007243514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pconsole/zh-cn_topic_0072435142.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市场发展基金（MDF）”。

步骤4 在“申请记录”页签，选择状态为“使用申请审核通过”的活动名称，单击操作列的
“兑现申报”。

步骤5 填写活动实况，单击“下一步”。

说明

若当前日期距离实际活动结束日期已超过90天，请联系生态经理获取华为云预算部门权签人的
兑现延期批复邮件，并作为附件上传。

步骤6 填写活动总结，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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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填写实际费用，单击“下一步”。

说明

若实际使用MDF（含税）金额超出MDF额度，将无法兑现。请联系生态经理申请追加额度后，
再重新申请使用。

步骤8 上传活动材料，单击“提交”。

步骤9 系统弹框“确定提交兑现申报吗？”，单击“确定”。

步骤10 系统提示“兑现申报提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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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合作伙伴可在“申请记录”中单击申报的活动名称，查看“兑现申报”的审核状态及活动详
情。

● 若兑现申报未通过审核，请查看并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

● “兑现申报”审核通过后请在15天内尽快开票并邮寄到华为公司。

----结束

4.2.3 邮寄发票

合作伙伴在兑现申报审核通过后，可按开票清单开票并邮寄给华为公司。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市场发展基金（MDF）”。

步骤4 在“申请记录”页签，选择状态为“兑现申报审核通过”的活动名称，单击操作列的
“查看开票清单”。

步骤5 在“发票清单”页面，核对并填写供应商信息后，点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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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将开票清单和发票邮寄到华为公司。

----结束

4.2.4 查看付款进展

合作伙伴在邮寄发票给华为公司后，可在申请记录中查看华为付款进度。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市场发展基金（MDF）”。

步骤4 在“申请记录”页签，选择申请的活动，单击活动名称。

步骤5 在付款详情页面，可查看华为付款详情。

----结束

4.3 专职人员激励（FH）
专职人员激励（FH）是指为达成特定的商业目标，基于双方协议，对伙伴专职员工的
能力提升进行的激励。

4.3.1 资格申请

达到门槛的合作伙伴在申请激励前先进行资格申请，签署FH协议。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入驻华为云，加入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或分销计划（总经销商）后，并满足
以下条件才可以进行资格申请：

（1）连续三个月月均业绩MRR≥15000USD；

（2）季度内，每个FH补贴人员拓展的合格新客数量≥ 4 ；

（3）更多申请详情请联系您的生态经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专职人员激励（FH）”。

步骤4 在“资格申请”页签选择需要使用的权益，单击“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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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资格申请页面勾选FH协议后，单击“提交”。

步骤6 确定提交资格申请后，系统提示FH资格申请提交成功。

每个季度初生成上个月的激励明细，并邮件提醒您进行确认，请耐心等待。

----结束

说明

● 资格申请通过后，您须在月末之前通知组织成员维护个人信息，确保信息真实有效，以保证
季度激励准确发放。

● 需要维护的专人信息包括：岗位类型、证书、入职时间。

● 操作详情请查看组织人员关联个人华为帐号、专职人员信息管理。

4.3.2 激励确认

华为云会在每个季度初根据专职人员信息和激励要求生成相应的激励明细，合作伙伴
核对专职人员数量和激励金额，并按要求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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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须在激励生成后14个工作日内核对激励，超出时间未核对系统将默认激励失效。

前提条件

组织成员的专人信息已维护，并且信息真实有效。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专职人员激励（FH）”。

步骤4 在“激励确认”页面筛选待核对的激励，单击“核对激励”。

步骤5 在激励详情页面核对信息并选择激励名单，单击“确认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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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若激励详情中核对信息时有疑问，请单击“问题反馈”填写反馈意见。

● 实际可申请的FH人员数量不得超过伙伴投入的专职人员数量的一半。

步骤6 在确认激励弹框中确认激励人员名单，单击“下一步”。

步骤7 上传激励人员的在职证明以及总结资料，单击“确定”。

步骤8 系统提示激励已确认。

说明

● 若专职人员信息发生变更，请在激励详情页面重新上传证明材料。

● 若激励审批未通过，请根据审批意见修改信息后重新确认激励。

----结束

4.3.3 季度付款申请
一个季度内的激励全部定稿后，伙伴可以发起季度付款申请。

前提条件

专职人员激励（FH）申请季度付款需要先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如您尚未通过商业信息
认证，请前往商业信息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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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专职人员激励（FH）”。

步骤4 在“季度付款申请”页签选择要申请付款的季度，单击“申请付款”。

步骤5 在申请付款弹框中确认信息并单击“提交”。

步骤6 系统提示FH付款申请提交成功。

说明

若季度申请付款审核未通过，请根据审核意见进行更改后重新提交申请。

----结束

4.3.4 邮寄发票
伙伴季度付款申请审核通过后，请按开票清单开票并邮寄给华为公司。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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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专职人员激励（FH）”。

步骤4 在“季度付款申请”页签中筛选付款状态为“付款申请审核通过”，单击“查看开票
清单”。

步骤5 在“发票清单”页面，核对并填写供应商信息后，点击“打印”。

步骤6 将开票清单和发票邮寄到华为公司。

说明

结算币种，根据伙伴商业信息认证时填写的币种来进行结算。

----结束

4.3.5 查看付款进展
伙伴向华为公司邮寄发票后，可在付款进度中查看华为付款进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权益 > 专职人员激励（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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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FH使用引导”页签单击“查看付款进展”可以查看华为付款详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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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伙伴方案管理

5.1 方案管理

5.1.1 创建云软件方案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软件伙伴发展路径。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方案管理 > 云软件方案”页面，单击“创建云软件方案”。

步骤4 在方案信息页面填写方案信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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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填写联系人信息，单击“提交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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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方案认证申请已提交成功！”

步骤7 提交认证后，在云软件方案页面可查看审批状态并联系华为负责人进行审批。

----结束

5.1.2 创建先进云软件方案

前提条件

伙伴已加入软件伙伴发展路径。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方案管理 > 先进云软件方案”页面，单击“创建先进云软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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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方案信息页面填写方案信息，单击“下一步”。

步骤5 填写联系人信息，单击“提交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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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系统提示“恭喜您，方案认证申请已提交成功！”

步骤7 提交认证后，在先进云软件方案页面可查看审批状态并联系华为负责人进行审批。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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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伙伴培训认证指南

6.1 华为云合作伙伴培训与认证概述
华为云合作伙伴培训与认证，帮助您理解和掌握在华为云中设计、部署和运维基础设
施和应用程序的能力。不论您想学习基础知识还是加深技术能力，我们均提供免费的
基础教学视频，并提供线下的权威技术认证，丰富的学习资源帮助您成功开启华为云
之旅。

6.1.1 培训认证整体框架

6.1.2 常用链接
● 华为云伙伴培训与认证官网：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partners/training/
● 华为云职业认证官网：https://edu.huaweicloud.com/intl/en-us/

cer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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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认证考试中心官网: https://home.pearsonvue.com/huawei

6.2 分角色培训与专业鉴定
无论您担任的是业务还是技术角色，都可通过HCPN合作伙伴学习路径熟练掌握华为
云。按照下面的路径了解面向不同角色的所有合作伙伴培训课程。

6.2.1 面向对象
培训与认证应该作为合作伙伴能力构建策略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华为云培训和认证
体系可以帮助合作伙伴的相关人员在部署云的过程中培养各阶段所需的专业人才，持
续增强伙伴人员的技能水平。

6.2.2 学习路径
华为云专门为伙伴提供了三个分角色的培训系列课程，您可以根据您的角色来选择对
应的培训路径，完成在线学习和测试，取得相应的专业鉴定。

6.2.3 在线学习
您可以登录华为云官网进行在线学习，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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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参加考试

华为云共包含四项专业鉴定考试，分别是Business Professional Exam，Technical
Professional Exam，TCO and Cloud Economics Exam和Professional Service Exam。

Huawei Cloud Business Professional、Huawei Cloud Technical Professional、
Huawei Cloud Professional Service三个专业鉴定考试，分别在其对应的分角色的培训
系列课程的最后，满分100分，80分通过，通过对应的考试即表示通过该专业鉴定。

Huawei Cloud TCO and Cloud Economics课程包含在Huawei Cloud Business
Professional、Huawei Cloud Technical Professional培训系列课程中，课程的最后一
章节即为鉴定考试，考试通过即鉴定通过。

四项专业鉴定考试链接：

● Business Professional Exam

● Technical Professional Exam

● TCO and Cloud Economics Exam

● Professional Service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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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l-education-e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ENPX006+Self-paced/about
https://intl-education-en.huaweicloud.com/courses/course-v1:HuaweiX+CBUENPX010+Self-paced/about


6.3 职业认证
华为云认证将授予合格的华为云专业人士，认可其具备在华为云基础设施上进行设
计、部署和操作应用程序所需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获得华为云职业认证将证明您具有
某一领域的技术能力，并达到华为云的官方认可，同时还能提升您所在的组织熟练使
用基于华为云云服务的整体水平，以达到华为云对HCPN合作伙伴的要求。

6.3.1 认证体系

6.3.2 认证路径

6.3.3 在线学习

华为云针对不同用户、产品类别，精心打造层次化的培训认证，助您提升专业技能，
成就职场新机遇。当前已提供解决方案架构师培训系列课程，针对开发人员及运维人
员的培训课程后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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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IA-Cloud Service
● HCIP-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6.3.4 预约和参加考试

6.3.4.1 注册华为账号（如已有华为账号，请忽略该步骤）

访问华为官网，进行账号注册。（该账号用于登录考试平台，以及后续的电子证书获
取。）

6.3.4.2 预约考试

在预约考试之前，考生需要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创建个人资料，考生可通过以下三
种方式预约考试：

1. 通过网站预约：

a. 考生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预约考试，访问 Pearson VUE 网站，点击【登
录】按钮。

b. 点击登录后，页面会跳转至华为账号登录页面，输入您在注册华为账号（如
已有华为账号，请忽略该步骤）创建的用户名、密码后登录华为网站考生登
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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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登录后，会要求考生确认信息，确认后将跳转到Pearson VUE考试平台预约
考试并支付考试费用。

说明

如果个人姓名与有效身份证件不符，请点击编辑后返回华为官网修改，否则将无法参
加考试。

d. 补充其它个人信息，此页面只有在 Pearson VUE 初次注册的时候会出现（已
在 Pearson VUE网站完成个人信息补充的考生请忽略此步骤）。

说明

● 标记“*”的项目为必填项目，请确保填写信息正确。

● 需使用本人真实姓名（拼音），并与证件名（汉字）一致，否则无法参加考试。
若姓名不一致，请在补充个人信息后，联系 Pearson VUE 呼叫中心进行修改。

● 请确认提供的考试邮箱可用，以免无法查收考试通知确认邮件以及“电子证书下
载” 邮件通知。

● 考生个人信息提交后，如需更改，需在 Pearson VUE 网站登录后，在“我的档
案”中进行修改（如需修改姓名，必须联系 Pearson VUE 客户服务中心）。

e. 初次注册的考生，请回答以下问题后方可进入考试预约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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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选择要预约的考试，页面自动跳转到下一页，选择考试语言之后，点击右下
角【下一步】。

说明

● 参加HCIA--Cloud Service 认证，请通过考试代码H13-811 查找。

● 参加HCIP--Cloud Service Solutions Architect 认证，请通过考试代码H13-821 查
找

g. 确认考试信息后请点击【继续进行预约】，如若选择有误，可以选择【上一
步】 进行修改。

h. 进入【选择考试中心】的页面，可根据查找结果选择距离最近的考试中心。

说明

● 系统会默认显示距离考生最近的考试中心，并按照距离依序排列。在右侧地图中
可查看各考试中心位置。若需搜索其它地址，请在搜索栏中输入需要查找的地
址，中英文均可，点击【搜索】，距离该地址最近的考试中心将会依序排列。

● 考生可看到 5 家考试中心，若需要查看更多考试中心，请点击页面下方【显示更
多考试中心…】，将会有更多考试中心按照距离依序展现。点击【考试中心信
息】，可以查看该考试中心的电话号码和交通指南。

● 考生可以同时勾选三家考试中心，查看各考试中心的开放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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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择考试日期与考试时间。

进入“我的订单”页面，确认订单页面的各项信息是否正确。若需修改，可
返回修改考试科目、考试中心、日期时间等信息。若确认无误，请点击页面
右下角【去结账】 按钮。

j. 确认电话号码正确，姓名（拼音）与证件名（汉字）完全匹配。阅读并同意
华为认证笔试考试政策，点击【下一步】 进入付费页面。

k. 查看考试价格并付费。

说明

● 加入华为云HCPN伙伴之后，依据HCPN伙伴权益，可获得与等级相对应数量的考
试券，具体可咨询当地华为云生态经理。

● 考试券支付方式：请点击【添加考试券/促销代码】，输入考试券号，点击【应
用】。页面会自动跳转，可看到订单总金额为“USD 0.00” 。点击【下一步】
即可进入到结账第 4 步“提交订单”页面。

● 信用卡支付方式：请将信用卡信息填写进相应栏目，并确保该信用卡已开通网上
银行功能，并可以支付美元。需要填写的信息均可在信用卡的正反面查找，其中
安全码为信用卡反面白色签名条的最后三位数字。账单地址默认为考生的工作/家
庭地址，若持卡人与考生非同一个人，需更改为持卡人工作/家庭地址。填写完毕
点击【下一步】 即可进入到结账第 4 步“提交订单”页面。

2. 客户服务中心预约：

请根据自己所在区域，查看对应Pearson VUE客户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拨打客
户服务中心电话，请客服代表代预约考试。

3. 考试中心预约：考生前往就近的考试中心预约考试，请点击“查找考试中心预
约” 。

a. 请访问 https://home.pearsonvue.com/huawei , 点击【查找考试中心】。

b. 请在搜索栏中输入搜索地址，中英文均可，点击【搜索】，距离该地址最近
的考试中心将会依序排列。在右侧地图中可看到各考试中心位置。 或在下拉
菜单中选择国家/地区、省份、城市，点击【搜索】，页面呈现该城市的考试
中心。

c. 考生可看到 5 家考试中心，若需要查看更多考试中心，请点击页面下方的
【显示更多考试中心…】，将会有更多考试中心按照距离依序展现。

d. 点击“考试中心信息”，可以查看该考试中心的电话号码和交通指南。

e. 考生可直接联系考试中心，将计划参考的科目、日期等告知考试管理员，并
支付考试费，请考试管理员代预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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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如果考生计划预约当天的考试，请提前与考试管理员确认，若考试管理员可
以接待，则考生可以预约当天的考试。

6.3.4.3 参加笔试考试

考生预约成功后，需在预约的时间前往考试中心参加考试。

6.3.4.4 获取证书

通过华为认证的考生，在完成考试的 1 个工作日后，将收到华为发送的“电子证书下
载” 邮件通知。考生可访问华为培训与认证网站，登录个人账号，进入“我的空间 >
培训认证 > 我的证书”，点击对应的【证书名称】，即可下载电子证书。

6.3.5 认证有效期
随着华为云技术的发展，华为认证的内容将不定期进行更新和优化。为确保认证人员
的专业能力实时匹配公有云领域的最新趋势，需要认证人员在证书有效期内进行重认
证，重认证要求如下：

● 证书有效期为3年；

● 认证持有者在证书失效之前，参加相应或更高级别的认证考试，均能刷新所列范
畴内相应或较低级别的认证有效期，以确保证书持续有效；

● 认证持有者在证书失效之前未及时参加重认证，证书将失效，如需再次获得认证
需重新参加相应方向的认证考试。

6.4 华为云伙伴培训与认证指导
单击《华为云伙伴培训与认证指导》下载文档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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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解决方案提供商

7.1 交易模式介绍

7.1.1 概述
华为云解决方案提供商有面向最终客户转售华为云的资格。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通过
为客户提供基于华为云的产品和服务，获得销售华为云相应的收益。

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以转售模式拓展子客户。

● 转售模式：经销商关联的客户与解决方案提供商进行交易（伙伴向客户开票和收
款），华为云按照结算费用与解决方案提供商进行结算（华为云向伙伴开票，伙
伴向华为云付款）。

7.1.2 转售模式

拓展客户

解决方案提供商以转售模式与客户建立关联关系，即可为转售类客户提供基于华为云
的产品和服务。如何拓展客户请参见拓展客户。

预算控制

为防止客户过度消费，华为云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用于
管理客户每月新增消费金额。

月度预算基于客户每月新增官网价消费金额累计，次月客户预算自动恢复。华为云解
决方案提供商可在客户详情中查看客户月度预算使用情况。

如果客户消费超出一定的预算比例，华为云解决方案提供商会收到预警通知。伙伴可
选择调整客户月度预算，或者对客户采取冻结措施，冻结后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
更资源；已开通资源可能无法正常操作，但仍会产生费用。

如果客户消费超出预算，华为云会自动限制客户购买新的包月、包年、预留实例订
单，但不会限制客户开通按需资源。如需限制客户按需资源的开通，需要华为云解决
方案提供商对客户采取冻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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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客户与伙伴建立关联关系后，账号默认为冻结状态。解决方案提供商需要为客户设置预算并
解除账号冻结，客户才能正常消费。

●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名下解决方案提供商关联的客户的月度预算设置、账号冻结解冻等操作
由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操作。

客户购买华为云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售类客户在华为云费用中心的消费金额及相关统计，均是基于华
为云官网价计算，用于云服务资源用量参考，并非客户真实要支付的金额。客户实际
消费的金额需要解决方案提供商生成客户账单后与转售类客户进行结算。

了解客户消费

客户购买华为云产品和服务后，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在伙伴中心了解客户的消费情
况。

查看消费情况请参见查看客户订单和查询客户消费。

消费汇总并非伙伴的账单，不能作为伙伴结算、还款与开票的依据。

说明

● 消费汇总数据有延时，最终数据请以消费明细为准。

● 消费汇总和消费明细采用北京时间（GMT+08:00）作为基准时间进行统计。

● 消费汇总和消费明细的金额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 客户的按需费用在月底出账结算时会抵扣代金券，出账结算前统计的代金券抵扣部分仅包含
订单支付时实时抵扣的券。

伙伴账单

华为云在北京时间每月5号12:00前会生成上个月伙伴账单、账单明细和发票，伙伴基
于该账单与华为云进行结算。

查看账单明细字段说明请参见账单明细说明。还款请参见还款。

说明

● 转售类客户关联伙伴期间的消费计入伙伴账单，关联伙伴之前的消费仍由客户自己还款。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月度账单明细中包含每个客户消费的详细记录，伙伴可以基于账单
明细对客户进行批价，生成转售类客户的账单，与转售类客户进行结算，并为转售类
客户开具发票。

解决方案提供商与转售类客户的结算规则由解决方案提供商自行定义。

业绩与激励

华为云根据激励政策给解决方案提供商计算业绩，并给予伙伴销售激励。解决方案提
供商业绩与激励的具体规则可咨询对应区域生态经理。

解决方案提供商申请激励请参见申请发放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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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销售管理

7.2.1 查询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
伙伴可在伙伴中心查询产品类型下的伙伴授予折扣策略和适用激励策略。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

步骤4 单击产品列表中“产品类型”后的 ，即可查询产品类型下的伙伴授予折扣策略和
适用激励策略。

查询时默认显示当前时间，如需查询历史记录，可修改时间重新查询。

说明

单击产品列表中“适用激励策略”后的 ，即可查询适用激励策略下的产品列表和伙伴授予
折扣策略。

----结束

7.2.2 查看商务折扣
伙伴可在伙伴中心查看商务折扣列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商务折扣”，即可查看商务折扣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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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单击商务折扣ID，可查看商务折扣详情。

● 单击客户账号名，可查看该客户的详细信息。

----结束

7.3 客户业务

7.3.1 客户管理

7.3.1.1 查询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其名下的所有子客户，以及查看子客户的已使用预算、基本信息
等。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还可以查询其名下解决方案提供商关联的所有子客户，以及查看
子客户的已使用预算、基本信息等。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询的客户。

伙伴可以根据冻结状态，关联类型，关联时间，客户名称，客户经理姓名，本月消
费，资源到期时间，移动电话或者客户标签查询客户。

说明

● 单击页面上方的“客户关联记录”，可以查询客户与伙伴的关联/解除关联的事件记录。

●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可以在“客户管理”页面，选择“我的客户”页签查看其名下的所有子
客户，选择“经销商的客户”页签查看其名下解决方案提供商关联的所有子客户。

步骤5 单击客户列表的“账号名”，进入“客户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子客户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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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在“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历史客户经理”，可以查看该客户关联的历史客户经理列表。

----结束

其他操作

合作伙伴还可以在“客户管理”页面，进行如下操作：

●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可以导出伙伴名下的所有客户。

说明

仅限超级管理员导出客户列表，其他操作员需要导出操作时请联系超级管理员。

●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在“导出记录”页面，单击“操作”列的“下
载”，可以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客户记录。

● 单击“设置月度预算”，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具体操作请参见为客户设
置月度预算。

● 单击“更多 > 设置折扣”，为指定客户设置折扣，具体操作请参见为客户设置折
扣。

● 单击“更多 > 发券”，为指定客户发放优惠券。

● 单击“更多 > 查看订单”，查看指定客户名下的所有订单信息。

● 单击“更多 > 查看资源”，查看指定客户所购买的按需资源详情和包年/包月资源
详情，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客户资源。

● 单击“更多 > 查看消费明细”，查看指定客户的所有消费明细。

● 单击“更多 > 分配客户经理”，为指定客户分配客户经理，具体操作请参见为客
户分配客户经理。

●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名下解决方案提供商关联的客户的月度预算设置、账号冻结
解冻、代客下单、代客运维等操作由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操作，伙伴服务中心操
作时根据实际需要先选择“我的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进行操
作。

7.3.1.2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伙伴可以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次月客户预算自动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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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预算”，进入设置预算页
面，选择预算模式为月度预算。

● 自动冻结

● 手动冻结

说明

●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预算”，同时为多个客户设置月
度预算；批量设置预算时，会覆盖客户原来的预算。

● 设置月度预算时，需要设置在月度预算耗尽后“自动冻结”或“手动冻结”客户账号。“自
动冻结”是指预算耗尽就会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手动冻结”可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章节。

● 当客户账号处于冻结状态时，客户无法购买资源。如要解冻，可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
并单击确定，即可解冻该账号。

● 如果您需要查看月度预算的调整记录，可以单击设置月度预算页面下方的“调整记录”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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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输入月度预算值，单击“确定”。

说明

转售类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号，冻结状态下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
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合作伙伴可以在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时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为客
户解除账号冻结。

系统提示设置月度预算成功信息。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7.3.1.3 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

伙伴可以为转售类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次月客户预算不会自动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预算”，进入设置预算页
面，选择预算模式为一次性预算。

● 自动冻结

● 手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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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预算”，同时为多个客户设置一
次性预算；批量设置预算时，会覆盖客户原来的预算。

● 设置一次性预算时，需要设置在一次性预算耗尽后“自动冻结”或“手动冻结”客户账号。
“自动冻结”是指预算耗尽就会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手动冻结”可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
资源章节。

● 当客户账号处于冻结状态时，客户无法购买资源。如要解冻，可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
并单击确定，即可解冻该账号。

● 如果您需要查看一次性预算的调整记录，可以单击设置一次性预算页面下方的“调整记录”
查看。

步骤5 输入一次性预算值，单击“确定”。

说明

转售类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号，冻结状态下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
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合作伙伴可以在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时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为
客户解除账号冻结。

系统提示设置一次性预算成功信息。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7.3.1.4 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转售类子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户，如果需要进一步冻结资源，需要
先解冻账号再执行冻结账号与资源的操作。

伙伴可以在相关页面冻结/解冻转售类客户账号。

冻结账号的影响
● 冻结账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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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账号被冻结后，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已开通资源可能无法正常
操作，但仍会产生费用，需谨慎操作。

冻结账号后对转售类客户的影响如表所示。

操作类型 可操作 不可操作

包年/包月云服务操作 ● 退订资源

● 修改资源名称

● 购买资源

● 变更资源规格

● 续费资源

● 资源转按需

● 资源操作

● 删除资源

按需云服务操作（按需
实例、竞价实例操作
等）

● 修改资源名称

● 查看资源信息

● 购买资源

● 变更资源规格

● 资源转包年/包月

● 资源操作

● 删除资源

 
● 冻结账户与资源的影响

在冻结客户账号的基础上，客户资源被冻结并进入保留期。在保留期内客户不能
访问及使用冻结状态的云服务资源，但相应云服务资源及存储在云服务中的数据
会被系统保留，冻结状态下相应资源不计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冻结账号”，进入冻结账号与资
源页面。

步骤5 选择冻结范围。

● 仅冻结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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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账户与资源：在冻结账户的基础上，冻结按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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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冻结客户账号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先选择
“我的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单击“操作”列的“冻结账号”。

步骤6 输入“冻结原因”。

步骤7 单击“确认”。

系统提示冻结账号成功的信息。

说明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客户账号冻结后，合作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解冻账号”为客户解冻账号。

----结束

7.3.1.5 解冻客户账号

客户账号冻结后，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解冻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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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解冻账号”，进入解冻账号页
面。

步骤5 输入“解冻原因”，单击“获取邮箱验证码”。单击确认。系统提示解冻账号成功的
系统提示。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7.3.1.6 管理客户关联关系

转售模式下，伙伴可以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并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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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只有伙伴管理员角色可以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

注意事项

1. 客户账号在3个月内提交过解除关联的申请，伙伴需在客户提交解除关联申请的3
个月后才能发起与该客户解除关联的申请。

2. 伙伴在3个月内仅可以发起一次与同一客户解除关联的申请。

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解除关联”。

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需要先选择“我的客户”页签，再在客户列表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

步骤5 如果客户账号检查通过，在注意事项页面勾选“我已了解以上注意事项并同意此操
作”后，单击“同意解除关联关系”。

说明

如果客户账号检查不通过，请根据界面显示的状态及提示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可重新进行账号
检查。

页面弹出“解除关联”确认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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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填写申请原因，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您与客户解除关联的申请已提交成功。在您的客户处理完成后，会第一时间
通知您处理结果，请耐心等待。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其他操作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客户关联、解除关联的事件记录，并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
件。

说明

只有伙伴管理员角色可以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件。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关联关系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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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需要先选择“我的客户”页签，单击页面上方的“关联关系操作记录”。

步骤5 在“关联关系操作记录”页面，可以查询客户关联、切换关联类型、解除关联的事件
记录。

单击“操作”列的“同意”或“驳回”可以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件。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7.3.1.7 为客户设置折扣

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设置折扣，并指定折扣有效期。客户被授予折扣后，购买华为云
产品时，可享受折扣优惠。

说明

以下地区的合作伙伴不支持为其客户设置折扣：

智利、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牙买加、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厄瓜多尔、多米尼加
共和国、苏里南、海地、秘鲁、巴拉圭、圭亚那、洪都拉斯、墨西哥、巴巴多斯、法属圭亚那、
尼加拉瓜、巴拿马、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伯利兹、危地马拉、巴哈马、
百慕大、圣卢西亚。

背景信息

伙伴可以为客户设置统一折扣或产品分类折扣。

● 统一折扣指针对所有产品分类，客户享有同样的折扣。设置了统一折扣之后，之
前设置的产品分类折扣将失效。当折扣类型为统一折扣时，不区分产品分类。

● 产品分类折扣指针对不同的产品分类，客户享有不同的折扣。设置了产品分类折
扣之后，之前设置的统一折扣将失效。当折扣类型为产品分类折扣时，将区分产
品分类。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7 解决方案提供商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62



说明

● 目前暂不支持设置产品分类折扣。

● 伙伴不能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折扣。

● 伙伴授予折扣适用范围，详情请参见伙伴授予折扣的适用范围。

● 客户在交易中使用伙伴授予折扣，会影响该交易为伙伴带来的业绩返点比例。

前提条件

运营经理已为合作伙伴开放该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折扣”。

说明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折扣”，同时为多个客户设置折扣。

步骤5 在“设置折扣”页面，设置折扣比例，支持拖动滑动条设置和输入百分比设置。

步骤6 设置折扣有效期后，单击“保存”。

步骤7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设置折扣成功信息。

说明

● 设置完成后，系统会通过邮件的形式通知客户折扣信息。

● 若折扣到期，系统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合作伙伴以及客户折扣失效。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后续操作
● 查看折扣信息

单击客户列表的“账号名”，进入“客户详情”页面，可以查看伙伴为客户设置
的折扣信息。

● 修改折扣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在“设置折扣”页面对已设置的折扣大小或折扣有效期进行修改，
此时修改前的折扣数据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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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修改折扣有效期时，折扣已生效，那么伙伴只能修改该折扣的失效日期和折扣大小。

● 删除折扣信息

若合作伙伴需要删除已设置的折扣，可以将折扣大小重新设置为“100%”。

● 查看折扣设置记录

在“设置折扣”页面的“操作记录”区域，可以查看设置折扣的操作记录，包括
操作类型、产品分类、有效期、操作员、设置时间以及折扣详情。

7.3.1.8 查看客户资源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指定客户所购买的按需资源详情、包年/包月资源和预留实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管理”页面，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查看资源”，进入
资源管理页面。

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查看客户资源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先选择
“我的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查看资源”。

步骤5 查看客户购买的资源详情。

● 查看包年/包月资源详情

在“包年/包月资源”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客户的所有包年/包月资源记录。

– 单击 ，可以查看资源的产品实例信息和开通信息。

– 单击 ，可以查看资源的关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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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按需资源详情

在“按需资源”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客户的所有按需资源记录。

说明

● 查看预留实例详情

在“预留实例”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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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7.3.1.9 申请客户授权

合作伙伴代转售类客户下单前，需要申请客户授权。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申请客户授权”。

步骤5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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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仅首次申请客户授权时，需要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

页面提示已给客户发送授权申请。客户可以在“账号中心”的“我的合作伙伴”页面
管理客户授权申请。

----结束

7.3.1.10 代客户下单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代转售类客户下单购买包年/包月资源、按需资源。

说明

当前支持伙伴代客户下单的云服务包括：弹性云服务器、云硬盘和弹性公网IP。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为转售模式客户代下单前，需要获得客户授权。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转售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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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代客下单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先选择“我的
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下单”。

步骤5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

步骤6 在选择服务页面，选择云服务，并根据页面提示完成下单操作。

说明

代客下单时，会由伙伴账号切换为客户账号，若需要切换回伙伴账号，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
框中的“切换角色”即可。

----结束

其他操作

伙伴代客下单后，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查看代客户下单的包年/包月订
单；也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单击“更多 > 查看资源”，查看代客户
开通的按需资源。

7.3.1.11 代客运维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代转售类客户进行资源运维。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代转售模式客户维护资源前，需要获得客户授权。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转售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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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代客运维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先选择“我的
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运维”。

步骤5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

步骤6 在控制台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完成资源运维操作。

说明

代客运维时，会由伙伴账号切换为客户账号，若需要切换回伙伴账号，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
框中的“切换角色”即可。

----结束

7.3.1.12 为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伙伴可以给为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说明

如果客户通过客户经理发送的邀请邮件、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关联为伙伴子客户，那么该客户关
联后归属于客户经理，伙伴无需再为该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操作影响

分配客户经理后，客户经理可以管理该客户，可以查看管理期间该客户的消费记录，
管理期间该客户产生的消费和业绩也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分配客户经理”，进入分
配客户经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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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步骤5 确认需要分配客户经理的客户账号，单击“下一步”。

步骤6 选择客户经理，单击“确定”。

说明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分配客户经理”，同时为多个客户分配客
户经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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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客户拓展

7.3.2.1 报备客户

报备客户是华为云为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的一种预先登记客户，抢占客户拓展先机的
机制，以防止伙伴间、伙伴与华为云间的客户拓展冲突。

合作伙伴可以报备客户，报备通过后，在报备有效期内，合作伙伴须发送邀请链接给
客户进行注册、关联。客户收到邀请链接后，可自助完成注册、关联。

合作伙伴可以在线给报备客户发送邮件邀请，也可以根据系统生成的邀请链接或者二
维码，通过线下的方式（例如：邮箱）将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发送给其报备客户，邀
请其注册和关联。

注意事项
● 以下客户伙伴不可以报备：

– 中国站注册的客户；

– 已关联伙伴的客户；

– 已被其他伙伴报备的客户；

– 已经与华为云签约合同的客户；

– 存在现金消费记录且未被华为云直销团队跟进的客户。

● 以下客户伙伴可以申请人工审核报备：

– 注册时间超过7天或者存在现金消费且已被华为云直销团队跟进的客户；

– 客户的注册国家与伙伴的注册国家不一致的客户；

– 已经归属华为线上销售团队的客户；

● “待审核”和“已报备”的客户之和最多为100个。满了100个后，不可以继续报
备客户。

● 报备有效期为15天，有效期内其他伙伴不可以重复报备潜在客户；过期后，报备
失效，所有合作伙伴都可以报备该客户。

● 若合作伙伴在伙伴中心没有预留手机号码和邮箱，则无法报备客户。需要伙伴前
往合作伙伴中心“账号管理 > 基本信息”的“个人资料”页面增加手机号码或者
邮箱后再报备客户。

● 伙伴报备时请认真填写报备的邮箱，确保报备的邮箱跟客户账号注册的邮箱一
致。

● 若客户不符合直接报备条件，合作伙伴需要申请人工审核报备时，审核将在2个工
作日内完成。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在“线上拓展”页签，单击“报备客户”，进入“报备客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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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输入客户全称、手机号等信息后，单击“确认”。

系统提示报备成功信息。

步骤6 （可选）若客户不符合直接报备条件，合作伙伴需要申请人工审核报备。

1.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申请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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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继续申请报备”页面，填写可能带来的新增消费数据以及与客户沟通的过
程，包括项目详情、客户账号等信息，单击“提交申请”。

----结束

其他操作
● 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单个客户；也可勾选多个客户后，单

击客户列表上方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客户。

● 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商机报备”，为指定客户创建商机。

说明

● 不支持删除“待审核”和“已关联”状态的客户。

● 删除“已报备”状态的客户后，该客户报备失效。

7.3.2.2 线上邀请报备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给已报备客户在线发送邮件，邀请其完成关联。

说明

邀请客户关联时，伙伴中心默认仅提供转售模式的关联类型，如需开通顾问销售模式，需要联系
生态经理申请权限。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在给“已报备”客户发送邀请邮件之前，需要先报备客户，具体操作请参见
报备客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客户信息，单击“操作”列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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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伙伴也可以勾选多个客户后，单击“批量邀请”，同时给多个客户发送邀请邮件。

步骤5 在“邀请”页面，选择“关联类型”后，单击“确认”。

说明

● 关联类型

顾问销售（需联系生态经理申请权限）：客户和华为云直接签约，华为云负责客户相关的合
同、计费、账单、发票，客户向华为云付款。

转售：客户和合作伙伴签约，合作伙伴负责客户相关的合同、计费、账单、发票和支持服
务，客户向合作伙伴付款。

● 邀请链接存在有效期，请根据页面提示，提醒客户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完成注册。

● 单击“预览邮件内容”可查看给被邀请的客户发送的邮件内容。

系统自动给被邀请客户发送邀请邮件，客户收到邮件后，单击邮件中的链接进行注册
和关联，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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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 线下邀请报备客户

合作伙伴除了在线给报备客户发送邮件邀请，也可以根据系统生成的邀请链接或者二
维码，通过线下的方式（例如：邮箱）将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发送给其报备客户，邀
请其注册和关联。

说明

邀请客户关联时，伙伴中心默认仅提供转售模式的关联类型，如需开通顾问销售模式，需要联系
生态经理申请权限。

注意事项
● 伙伴管理员以及操作员进入线下拓展页面，查看的邀请链接和二维码中均携带自

定义标签，且自定义标签为当前登录客户的账号名。

● 具有分配客户权限的客户经理以及客户经理主管，使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线下邀
请客户，客户关联成功后将自动分配给相应的客户经理及客户经理主管。

● 线下邀请只支持新注册的客户账号关联，如果需要使用已有账号关联，请联系伙
伴进行线上邀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线下拓展”页签。

步骤5 获取邀请链接及二维码。

伙伴可使用通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也可以生成自定义邀请链接及二维码，或者活动
链接邀请报备客户。

客户收到邀请后，单击邀请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和关联，具体操作请参见如
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

说明

● 生成自定义邀请链接及二维码时，需要设置自定义标签，用于标识通过该链接注册并关联的
客户。伙伴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的“客户列表”中查看客户的自定义标签。

● 伙伴不需要给客户生成自定义标签时，可以使用通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

● 伙伴通过活动邀请生成的邀请链接和二维码，有效期会根据具体活动而定，伙伴需要留意活
动时间并提醒客户在活动有效期内完成注册。

● 关联类型

顾问销售（需联系生态经理申请权限）：客户和华为云直接签约，华为云负责客户相关的合
同、计费、账单、发票，客户向华为云付款。

转售：客户和合作伙伴签约，合作伙伴负责客户相关的合同、计费、账单、发票和支持服
务，客户向合作伙伴付款。

● 使用通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邀请报备客户

a. 选择“通用邀请链接”页签。

b. 单击“邀请链接”后的“复制”或者单击“二维码”图片上的“点击下
载”，获取邀请链接或二维码，并通过线下方式（例如：邮件）发送给报备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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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自定义邀请链接及二维码邀请报备客户

a. 选择“自定义邀请链接”页签。

b. 选择“关联类型”并设置“自定义标签”后，单击“生成邀请链接及二维
码”。

c. 在系统弹出的“生成邀请链接和二维码”页面，单击“邀请链接”后的“复
制”或者单击“二维码”图片上的“点击下载”，获取邀请链接或二维码，
并通过线下方式（例如：邮件）发送给报备客户。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7 解决方案提供商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6



说明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生成记录”，查看已经生成的自定义链接，还可以直接将历史记
录中的链接或二维码发送给报备客户。

● 使用专属活动链接邀请报备客户

当前暂无可参与推广的活动。

----结束

7.3.2.4 管理已邀请客户

合作伙伴给客户发送关联邀请后，可以在伙伴中心查看客户关联状态，管理已邀请客
户。

针对关联状态为“关联失败”的客户，将鼠标悬浮于“关联失败”后的 ，可以查看
关联失败的原因。

关联失败的原因及操作提示

提示说明 伙伴操作

系统繁忙，请稍后重试！ 请联系客服处理。

邀请链接不存在。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邀请链接已失效。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邀请码已被使用。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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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说明 伙伴操作

邀请链接已被使用。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预付费伙伴无法以转售模式拓展子客
户。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客户已被其他伙伴报备，无法关联伙
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已是合作伙伴或者正在申请成为合
作伙伴，无法成为伙伴子客户。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已关联其他伙伴，无法再次关联。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有特殊合同，无法关联伙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是华为内部账号，无法关联伙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作为企业主账号，无法以转售模式
关联伙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以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客户作为企业子账号，无法关联成为伙
伴的转售子客户，如果想继续关联，请
先解除和企业主账号的关联。

该状况客户无法以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客户和伙伴签约主体不一致，无法以顾
问销售模式关联伙伴，建议联系解决方
案提供商，使用转售模式关联。

该状况客户无法以顾问销售模式关联伙
伴，建议客户使用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客户和伙伴注册国不一致，无法以顾问
销售模式关联伙伴，建议联系解决方案
提供商，使用转售模式关联。

该状况客户无法以顾问销售模式关联伙
伴，建议客户使用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客户有消费记录，无法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提工单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
联。

当前充值账户有余额，并且欠票金额大
于限定值，无法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提工单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
联。

客户注册时间超过限制，无法关联伙
伴。

提醒客户提工单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
联。

客户已欠费，无法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充值还款后再提工单或者联系
客服进行关联。

客户的信用账户已出账、且有欠款，无
法以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偿还所有账期欠款后再提工单
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联。

 

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若报备客户未及时进行关联，链接过期失效后，合作伙伴需要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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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拓展记录”页签。

步骤5 筛选“状态”为“已失效”的客户，单击客户记录“操作”列“重发邀请”。

说明

伙伴也可以勾选多个客户后，单击客户列表上方的“重发邀请”，批量重发邀请。

步骤6 在系统弹出的“重发邀请”对话框中，确认客户信息，单击“确定”。

----结束

查看已邀请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在“拓展记录”页面，查看已经收到邀请邮件的客户和已经接受线下邀
请并完成注册关联的客户。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拓展记录”页签。

步骤5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看的已邀请客户记录。

伙伴可以根据客户名称，账号名称，自定义标签，邮箱，邀请方式，状态查询已邀请
客户记录。

步骤6 单击 ，可以查看已邀请客户详细信息。

----结束

导出已邀请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导出所有的已邀请客户记录。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拓展记录”页签。

步骤5 单击“全部导出”，导出所有的已邀请客户记录。

----结束

7.3.3 商机报备

7.3.3.1 创建商机

合作伙伴可以创建商机、修改商机和新增商机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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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客户经理报备的商机只能选择自己报备或者关联的客户，且商机归属该客户经

理。

● 客户经理主管不能报备商机，只可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商机报备”。

步骤4 单击“创建商机”，进入“创建商机”页面，可以选择一个已报备客户或者已关联客
户进行创建商机，选择客户后单击“下一步”。

● 已报备客户。

● 已关联客户。

步骤5 填写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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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填写详细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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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填写收入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提交”，创建商机成功，可查看详情或返回商机
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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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填写收入信息”页面全部为必填项。

----结束

其他操作
● 修改商机：单击操作列的“修改”，进入“商机报备 > 我的客户/修改”页面，可

修改商机的部分信息，但其中新增商机进展的信息，在修改页面不可修改。

– 填写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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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详细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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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收入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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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商机进展：单击操作列的“新增商机进展”，进入“新增商机进展”弹框，
可以更新商机阶段、把握度、技术交流、测试情况和进展详情。每新增一个商机
进展，就会在“商机报备 > 我的客户/详情”页面中的进展记录里增加一行数据。

7.3.3.2 查询商机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其关联的所有子客户，以及查看子客户的客户行业、商机类型、把
握度、商机阶段、预计月流水、最近更新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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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客户经理只能查看归属自己的商机。

● 客户经理主管能看到自己名下所有客户经理的商机。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商机报备”。

步骤4 可根据需要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商机情况。

伙伴可以根据“商机名称”、“客户名称”、“客户账号名”和“客户经理姓名”查
询客户的商机情况。

步骤5 单击商机名称，进入“商机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商机的概要信息和客户信息。

● 在“基本信息”页签，可查看“基本信息”页签的商机名称、客户行业、客户业
务系统、商机类型、把握度、商机阶段、是否测试项目和是否投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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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详细信息”，可查看“详细信息”页签的客户上云情况和商机运作。

● 单击“收入信息”，可查看“收入信息”页签的预计月流水、预计达成时间、服
务周期、主要产品名称、和主要产品预计月流水。

----结束

7.3.4 客户消费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所有客户的消费情况并导出客户的消费清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步骤4 根据需要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的消费情况。

伙伴可以根据“账期”、“客户名称”、“伙伴名称”、“客户经理姓名”、“订单
号/交易号”、“资源ID”和“资源名称”查询客户的消费情况。

步骤5 导出客户消费清单。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清
单。

----结束

7.3.5 为客户经理分配客户
伙伴可以分配客户给客户经理，查看已分配的客户列表，收回已分配的客户。

拥有权限的客户经理，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查看伙伴为其分配的所
有子客户。

分配客户后，客户经理可以管理该客户，可以查看管理期间该客户的消费记录，管理
期间该客户产生的消费和业绩也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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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分配”。

进入“客户分配”页面。

说明

如果“客户分配”页面无客户经理可选，可以在“账号管理 > 组织管理 > 创建人员”页面新增
客户经理，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组织人员。

步骤4 单击“操作”列的“分配客户”。

进入“分配客户”页面。

步骤5 单击“选择客户”。

步骤6 在系统弹出的“选择客户”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分配给该客户经理的客户，单击“确
定”。

说明

选择客户时，不可以选择已经分配给客户经理的客户。可以勾选对话框上方的“只显示未分配客
户”，显示所有未分配的客户。

步骤7 在客户列表中确认添加的客户无误后，单击“确定”。

页面提示“分配客户成功！”。

说明

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已添加的客户。

----结束

其他操作
● 查看客户列表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客户列表”，在“查看客户列表”页面，可以查看伙伴
客户经理信息以及已经为该客户经理分配的客户信息。

● 收回客户

收回客户后，客户不再归属于该客户经理管理，后续客户产生的消费和业绩也不
再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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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收回客户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客户列表”，在“查看客户列表”页面，单击“操
作”列的“收回客户”，在系统弹出的“收回客户”页面，单击“确定”。

– 批量收回客户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客户列表”，在“查看客户列表”页面，勾选需要
收回的客户，单击“批量回收客户”，在系统弹出的“收回客户”页面，单
击“确定”。

说明

收回客户并非立即生效，将在下月1日(北京时间GMT+08:00)开始正式生效。期间客户产生
的消费，仍归属于当前客户经理。

7.3.6 客户订单管理

7.3.6.1 查看客户订单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名下客户的所有订单。

说明

合作伙伴的业务员只能查看其名下客户的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

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订单。

伙伴可以根据“客户名称”、“订单号”、“订单状态”、“产品类型”、“订单类
型”以及“下单时间”查询客户订单。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订单的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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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关联类型”为“顾问销售”的客户订单，单击“操作”列的“调整价
格”，可以为客户订单调价，具体操作请参见为客户订单调价。

● 对于“关联类型”为“顾问销售”的客户订单，单击“操作”列的“调价记
录”，可以查看订单的调价信息。

● 对于“订单状态”为“已完成”且“订单类型”为非退订的订单，将鼠标悬浮于

“支付金额”列的 ，可以查看客户订单的支付详情。

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查看客户订单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先选
择“我的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查看客户订单。

步骤5 导出客户订单。

● 导出当前客户订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导出全部客户订单

单击“导出 > 导出全部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客户订
单。

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导出客户订单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先选
择“我的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导出客户订单。

----结束

7.3.6.2 为客户订单调价

具有为客户设置折扣权限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订单调价。

说明

● 伙伴不可以为转售类客户的订单调价。

● 订单调价只对本次订单生效，对于自动续订产生的新订单不再生效。

● 订单调价不可以与其他折扣同时享受。

● 设置订单调价，会影响该订单为伙伴带来的业绩返点比例。

● 为客户订单调价的产品适用范围与伙伴授予折扣的产品适用范围一致，详情请参见伙伴授予
折扣的适用范围。

前提条件

已有为客户设置折扣的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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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

步骤4 在订单列表中，选择一条待支付的订单，单击“操作”列的“调整价格”。

进入“调整价格”页面。

步骤5 调整订单价格。

● 整单调价

在“整单调价”页签下，伙伴可以针对整个订单，根据“最大可优惠金额”输入
订单的“订单优惠金额”。

● 按资源调价

在“按资源调价”页签下，伙伴可以针对单个订单项，根据单个订单项的“最大
可优惠金额”输入单个订单行的“优惠金额”。

说明

● 整个订单的优惠金额等于所有订单项优惠金额的总和。

● 整单调价时，订单优惠金额会按照相同比例折算到可以打折的产品上。

● 最大可优惠金额是根据伙伴授予折扣计算，伙伴可给予客户的最大优惠金额。

步骤6 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调整订单价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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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其他操作

单击“查看客户其他订单调价情况”，在系统弹出的“客户其他订单调价情况”对话
框中，可以查看客户名下其他订单的调价详情。

7.4 账务管理

7.4.1 账户介绍
解决方案提供商账户介绍如表7-1所示。

表 7-1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账户

账户名称 用途说明

账户 合作伙伴可以向自己的账户还款，具体方法请查看“还款”。

 

7.4.2 还款
合作伙伴为客户设置预算，客户消费后，华为云系统将在出账日（当前出账日为次月5
日，账单的计费周期采用自然月的方式，默认为一个月）为伙伴生成并发送账单，同
时自动从伙伴的账户余额中扣款进行还款。若伙伴的账户余额不足，则需要还款，伙
伴可以使用在线充值或转账汇款的方式为账户还款。

注意事项

当伙伴和华为云的签约主体为“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和“智利华为公司”时，
支持在线充值还款方式。

在线充值还款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总览”。

步骤4 在“应还金额”区域，单击“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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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伙伴也可以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页面的“应还金额”区域进行还款。

进入“还款”页面。

步骤5 选择“在线充值”页签，填写“还款金额”，单击“还款”。

步骤6 进入在线充值支付页面，输入信用卡信息，单击“支付”。

伙伴还款成功后，进入“收支明细”页面，可以查看到充值记录和还款记录。

----结束

转账汇款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总览”。

步骤4 在“应还金额”区域，单击“还款”。

说明

伙伴也可以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页面的“应还金额”区域进行还款。

进入“还款”页面。

步骤5 选择“转账汇款”进行还款。

合作伙伴使用通用充值账号汇款后，需提交到款工单给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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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您可以从获取到的发票或费用中心上查看对应的银行汇款账户信息。费用中心仅显示最新的
汇款账户信息，历史发票对应的汇款账户可能不同。

● 为了到款确认的及时准确，请您在付款时按发票的账户、币种等付款，并明确备注发票号
码。

● 境内汇款到账通常约2-3天，跨境汇款到账时间决定于您所在当地银行政策。到账时间以银
行实际到款时间为准。详细汇款方式和到账时间请咨询您的汇款银行获取更多信息。

步骤6 客户对通用汇款账号转账成功后，按如下步骤填写并提交汇款工单。

1. 在转账汇款页面中单击“填写到款工单”，进入“新建工单”页面。新建工单的
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提交工单。

2. 填写打款信息。

说明

该到款确认无误后默认录入当前登录的用户名下，如有特殊情况，请在“问题描述”中写
明。

3. 上传转账汇款的凭证，并提交工单。华为云收到转账汇款后，根据工单，3个工作
日内人工打款到您的华为云账户。

----结束

其他操作
● 单击“未还清账单”，在系统弹出的“未还清账单”对话框中，可以查看伙伴的

未还清账单。

说明

逾期未还会影响伙伴在华为云的信用，伙伴需要及时补缴逾期欠款，避免影响正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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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还款记录”，可以在“收支明细”页面查看伙伴的还款记录。

7.4.3 账单管理

7.4.3.1 伙伴账单说明

伙伴账单是伙伴作为消费主体在华为云中消费产生的账单，伙伴可基于该账单还款或
申请发票。伙伴在华为云的消费来源于转售类客户的消费。

说明

转售模式下，客户计费、账单、发票等服务均由解决方案提供商负责提供，华为云不直接向伙伴
客户提供相关服务。

账单金额计算规则

伙伴账单金额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账单金额（即应还金额）= 结算金额-代金券抵扣+税金

说明

税金计税规则根据伙伴注册地决定。不同地区的税金组成不同，包括增值税、中央商品服务税、
邦商品服务税或综合商品服务税等。

账单精度处理说明
● 2021年6月份之前，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分为每小时结算、每

天结算和每月结算， 在每次结算时分以后的金额不扣费进行精度抹零。

● 2021年6月份和7月份，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在明细进行四舍五
入后再汇总得到总计金额。

● 2021年8月份开始，出账过程中不再对任何过程金额进行抹零，仅在月账单总计
金额中进行四舍五入到分。示例如下：

消费（$8,083.8494925 USD）+退款（-$853.8495 USD）+调账（-$37.9425
USD）=$7192.0574925 USD，经过四舍五入到分得到账单金额为
（$7,192.06USD）。

– 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 > 账单”页面“按产品汇总”、“按客户汇总”页
签展示直接按照准确金额呈现。

– 在“伙伴账务 > 代金券”页面查看代金券余额时，金额默认展示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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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账单出账过程中的代金券匹配抵扣，按照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进行抵扣
和呈现。

– 在“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页面的“官网价”、“优惠金额”、“应付金
额”、“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和“月度结算”均为准确金额即8个小
数位。

– 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时，“已使用
预算预估”展示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

– 在“运营看板 > 消费看板”显示的金额为四舍五入到分，涉及的API接口和导
出数据金额均为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

7.4.3.2 账单字段说明

在“伙伴中心 > 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页面，选择“账单明细”页签，设置账期后单
击“导出账单明细”，在导出的账单明细中查看。

字段 说明 示例值

客户ID 客户的唯一标识。 055b11dfc50XXX

账期 与伙伴约定的一个对账时间范围。
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期结
束时，系统计算出伙伴在该账期内
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账
单。

2019-09

客户名称 客户的名称。 GrootXXX

客户账号名 客户的账号名。 jingXXX

伙伴ID 客户关联伙伴的唯一标识。

说明
如果客户关联的是伙伴服务中心名下的
解决方案提供商，这里的伙伴唯一标识
指的是伙伴服务中心名下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唯一标识。

a90cdfbd259845afa0596
21XXX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7 解决方案提供商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7



字段 说明 示例值

伙伴名称 客户关联伙伴的名称。

说明
如果客户关联的是伙伴服务中心名下的
解决方案提供商，这里的伙伴名称指的
是伙伴服务中心名下解决方案提供商的
名称。

zhangsan

伙伴账号名 客户关联伙伴的账号名。

说明
如果客户关联的是伙伴服务中心名下的
解决方案提供商，这里的伙伴账号名称
指的是伙伴服务中心名下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账号名。

zhangsanXXX

账单类型 客户费用对应的类型，包括：

● 消费

● 退款

● 调账

消费

计费模式 指产品的定价计费方式，包括：

● 按需

● 包年/包月

● 预留实例-订购

● 预留实例-按时计费

按需

产品类型 产品的云服务名称。 云硬盘

产品类型编码 产品的云服务类型编码。 hws.service.type.ebs

产品名称 客户购买的云服务产品名称。 HD3型线性云硬盘 包月

产品ID 云服务产品的唯一标识ID。 00301-28215-0--0

应用名称 云服务硬件产品的应用名称。 XXX

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
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合，
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
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不同。

普通IO|10.0GB

资源类型 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云存储

资源类型编码 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编码。 hws.resource.type.volum
e

区域 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
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务区
域。

华北-北京一

云服务区编码 云服务区域的独立编码，请参见地
区和终端节点对应云服务的“区
域”列的值。

cn-nor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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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订单号/交易号 订单号：包年/包月/预留实例-订购
订单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交易号：按需/预留实例-按时计费
的交易唯一标识号。

CS19091216532XXXX

原订单号 退订订单所对应的原订单唯一标识
号。

XVS1909121653XXXX

客户交易时间 客户交易时间为子客户侧流水账单
中的交易时间。

● 包年/包月/预留实例-订购订单的
客户交易时间为订单确认支付时
间。

● 按需/预留实例-按时计费的客户
交易时间为消费时间的截止时
间。如消费时间是 2020-09-10
00:16:50 GMT+08:00 -
2020-09-28 09:00:00 GMT
+08:00 那么这条按需账单的交
易时间是 2020-09-28 09:00:00
GMT+08:00 。

2020-09-28 09:00:00
GMT+08:00

订单类型 包年/包月/预留实例-订购订单的类
型。包括：

● 新订

● 续订

● 变更

● 退订

● 费用调账

退订

订单周期数 包年/包月产品的周期数量。 1

订单周期单位 包年/包月产品的单位，如年、月。 月

是否竞价实例 是否是竞价实例产品。 N

使用量类型编码 使用量类型的编码。 aom.count

使用量类型名称 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
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
等。

个

单价 产品用量的单价。 0.15

单价单位 产品用量定价的用量单位，GB/小
时、Mbps/小时、GB等。

元/10,000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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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按需产品或资源的
使用情况（不包含套餐内使用量和
预留实例使用量）。如使用时长、
使用容量、使用次数、使用流量
等。

46800

使用量单位 一定时间范围内按需产品或资源的
使用量的计量单位。

秒

套餐内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此部分
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独收
费。

1200

套餐内使用量单
位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的计量单
位。

秒

预留实例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预留实例内资源包使用量，此
部分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
独收费。

300

预留实例使用量
单位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预留实例内资源包使用量的计
量单位。

秒

客户消费金额
(USD)

客户消费订单产生的总金额。 1000

结算类型 产品的结算类型，包括：

● 普通产品

● 促销产品

● 无折扣

● 特价申请

普通产品

伙伴结算折扣 ● 华为云为伙伴设置的优惠比例

● 华为云与伙伴约定的固定单价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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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结算金额(USD) ● 当“伙伴结算折扣”为华为云为
伙伴设置的优惠比例时，结算金
额为客户消费金额(USD)*伙伴优
惠比例后的金额。

● 当“伙伴结算折扣”为华为云与
伙伴约定的固定单价时，结算金
额为固定单价*使用量*线性大小
(可选)*有效天数比例(可选) 后
的金额。

说明
“线性大小”为云服务产品的规格
描述，如规格为“云硬盘 通用型
SSD|10.0GB”的云服务产品，其线
性大小为10.0GB。

750

代金券抵扣
(USD)

伙伴账单出账时抵扣的代金券金
额。账单类型为“退款”时，该字
段为伙伴退款产生的负向代金券，
实际是否退还参见“是否退券”字
段。

代金券使用规则请参见代金券使用
规则。

100

是否退券 伙伴退款产生的负向代金券抵扣金
额是否退还。

是

应还金额不含税
(USD)

伙伴账单的不含税应还金额。

应还金额不含税=结算金额-代金券
抵扣

675

税金 税金计税规则根据伙伴注册地决
定。不同的地区税金组成不同，包
括增值税、中央商品服务税、邦商
品服务税或综合商品服务税等。

10

应还金额(USD) 伙伴账单的应还金额。

应还金额=应还金额不含税+税金

685

有效天数比例 (月统计点数/288)/当月天数的数
值。

如公司A使用CDN按95峰值计费，9
月的月统计点数为4320，
4320/288为9月总计CDN消耗流量
大于0byte的天数，该天数为有效天
数，有效天数/当月天数（15/30）
的数值则为有效天数比例。

50%

订单购买数量 订单购买的数量。 1

RI购买小时数 RI购买的小时数。 8760

退订原因 订单退订的原因。 购买云服务时选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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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3 查询伙伴账单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伙伴的月度账单，并导出伙伴的账单。伙伴中心还提供当月预估账
单的功能，当月预估账单每日刷新，不含税金，且未抵扣代金券。

注意事项
● 北京时间每月5号12:00前会生成上个月伙伴账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

步骤4 在“应还金额”区域，可以查看到伙伴的应还金额，包括“最新出账月未还金额”和
“往期未还金额”。

说明

● 单击“还款”，可进行还款操作，具体参见还款。

● 单击“未还清账单”，可查看当前未还清的账单。

● 单击“还款记录”，可前往“收支明细”页面查看还款记录。

步骤5 在“月度账单”区域，伙伴可以选择账期，查看对应账期的伙伴账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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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账单金额”区域，可以查看伙伴的月度账单总金额以及对应的伙伴消费、退
款和调账的金额。

说明

– 退款金额包含客户退订订单产生的退款金额，以及客户变更规格产生的退款金额。

– 当伙伴的所有转售子客户的退款金额总和大于伙伴当期消费时，账单金额为负数，此时
伙伴的应还金额为0。

– 若伙伴当月发票已生成，在“账单金额”区域，可以查看“发票编号”，单击发票编
号，可以下载该发票。

● 伙伴可以按照产品汇总或客户汇总查看月度账单明细。

– 按产品汇总

选择“按产品汇总”页签，伙伴可以查看转售类客户在华为云和云商店的相
关消费，支持区域划分，退订和调账在“其他”区域。

– 按客户汇总

选择“按客户汇总”页签，伙伴可以查看每个转售类客户在华为云和云商店
的相关消费。

对于已出账单的“按客户汇总”数据，可在“总计金额”区域查看该客户的
消费汇总。

单击“查看更多”，可以查看该客户的消费详单。

步骤6 导出伙伴账单。

● 导出账单

单击“导出账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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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击“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伙伴账
单。

----结束

7.4.3.4 查询账单明细

伙伴中心提供查询并导出账单明细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

步骤4 在“伙伴账单”页面单击“账单明细”页签，设置账期后，可查看当前账期的账单明
细。

步骤5 导出账单明细。

● 导出账单明细

单击“导出账单明细”，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伙伴账
单。

----结束

7.4.4 代金券管理

7.4.4.1 代金券使用规则

华为云直接为伙伴发放代金券，代金券在出账时基于结算金额进行抵扣。

伙伴可通过如下方式获取代金券：

● 伙伴在伙伴中心申请权益类代金券。

● 伙伴在伙伴中心申请激励发放为代金券。

● 联系生态经理申请POC测试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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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代金券使用规则如下：

● 伙伴账单出账时，基于账单明细的客户交易时间，依次匹配抵扣代金券。

● 限定客户的代金券优先匹配。

● 资源退订、降配不退还伙伴代金券。

说明

仅针对资源退订（未生效）、开通异常退订、续费周期退订（未生效）场景，退还伙伴代
金券。

7.4.4.2 查看代金券

合作伙伴可在伙伴中心查看伙伴名下的代金券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代金券”，查看代金券详情。

说明

● 单击代金券名称可以查看该代金券的详细信息及使用记录。

● 单击页面上方“历史代金券额度记录”，可以查看伙伴历史代金券额度及使用记录。

----结束

7.4.4.3 测试代金券提醒

伙伴中心提供测试代金券提醒功能。

每月月底前第七天和第三天，会以邮件形式给伙伴发送转售客户为伙伴带来的本月预
估应还金额和该客户适用的测试券余额，供伙伴参考。如涉及POC测试，当测试券不
足时，请及时联系生态经理申请。

测试代金券提醒功能默认开启，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关闭测试代金券提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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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代金券”，进入“代金券”页面。

步骤4 选择“测试券”页签，单击“测试代金券提醒”后的按钮即可开启或关闭测试代金券
提醒。

----结束

7.4.5 查询收支明细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并导出充值账户的收支明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收支明细”。

步骤4 进入收支明细页面。

步骤5 设置交易时间和交易类型，页面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收支明细记录。

说明

● “交易时间”支持跨月查询，超过12个月的记录查询请联系生态经理协助处理。

● 交易类型为“交易模式变更”的记录，来源于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余额转伙伴子账户。

步骤6 导出收支明细。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收支明
细。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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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激励管理

7.4.6.1 业绩金额说明

业绩指解决方案提供商自用及其关联的客户购买华为云产品及服务所产生的现金消费
（不包括华为云发放的代金券、测试券等消费），不区分客户的消费为新购、续费
等。伙伴业绩不包括客户购买云商店产品产生的消费。

7.4.6.2 激励发放状态说明

伙伴激励发放状态说明如下：

当前
环节

下一
环节

当前状
态

提示说明 伙伴操作

提交
申请

申请
处理

待提交
申请

请申请发放激励，或设置自动申请发放激
励。

申请发放
激励

申请
处理

发票
审核

申请处
理中

系统向华为财经提交申付申请后将进入待
伙伴开票环节。

无

伙伴
开票

发票
审核

待伙伴
开票

请于系统提示的日期前完成开票并寄回华
为云。华为云收到发票后，第二个工作日
将审核发票。财经审核发票通过将进入申
付审核环节。

为激励开
票

发票
审核

申付
审核

发票审
核中

财经审核发票中；发票签收到发票审核完
成，约2个工作日。

无

申付
审核

支付 申付审
核中

财经审核支付申请通过将进入申付环节。
发票审核通过到申付审核通过，约3个工作
日。

无

申付审
核中

结算专员复核中，约3个工作日。 无

支付 已完
成

支付中 申付审核通过后，财经将在收到发票后30
个自然日内完成银行转账付款或向您的华
为云账户充值。

无

已完
成

无 已完成 财经已向您的银行账号转账付款。 无

已完成 财经已向您的华为云充值账户充值。 无

已完成 -（表示代金券已发放） 无

已完成 代金券发放过程中出现错误，请联系客服
进行处理。

伙伴联系
客服进行
处理。

 

7.4.6.3 确认激励对账

系统根据业绩数据和激励数据生成账单后，伙伴需要确认账单。账单确认完成后才可
以申请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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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激励对账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或单击“激励对账”区域的“对账”。

步骤5 确认激励对账。

● 单个确认激励对账

a. 选择一条待确认的对账单，单击“操作”列的“确认对账”。

系统弹出“确认对账”对话框。

b. 单击“确定”。

● 批量确认激励对账

a. 单击对账单列表前面的复选框，选中所有待确认的对账单。

b. 单击页面上方的“批量确认对账单”。

系统弹出“确认对账单”对话框。

c. 单击“确认”。

说明

● 确认激励对账后，等待华为审批人员审批。客户可在“激励对账”页面的“对账单状态”列
中查看对账进展。如果对账完成，则对账单状态显示为“对账完成”。

● 到达期限而未确认的对账单，系统会自动确认，期限值默认为5天。

----结束

驳回激励对账单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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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

步骤5 选择一条待驳回的对账单，单击“操作”列的“驳回”。

系统弹出“驳回”对话框。

步骤6 填写驳回原因以及上传驳回账单所需要的附件。

步骤7 单击“确定”。

说明

驳回后该账单将无法结算，请谨慎操作。

----结束

查看账单详情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

步骤5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即可查看该账单的激励金额、业绩金额等详细信息。

----结束

导出对账单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

步骤5 单击“导出 > 导出对账单”，选择“对账期次”后单击“确定”。页面提示“导出任
务创建成功”。

步骤6 查看导出记录。

1.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2.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伙伴账单。

----结束

7.4.6.4 申请发放激励

针对已核算的激励数据，合作伙伴可以申请发放激励，并在收到激励开票通知后，根
据激励金额开票，然后将发票和开票清单邮寄给华为云。华为云收到发票并审核无误
后，将会根据伙伴设置的激励发放方式，为伙伴发放激励。若伙伴选择转代金券的激
励发放方式，则无需开票，系统自动将代金券发放到伙伴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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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可以选择激励发放方式（银行转账付款、返华为云账户或转代金券），申请
发放激励。当前支持申请合并发放全部激励，申请发放单个或部分激励、以及自动发
放激励。

说明

合作伙伴申请发放激励时，对应账期的消费需已经全部还款（转售类客户消费需伙伴完成还
款）。如果某账期未完全还款的，该账期的激励会被冻结无法申请发放，在完成还款后次日会解
冻。

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说明

可申请的激励金额不包括已冻结的激励金额。激励的冻结原因可以单击对应对账期次“查看冻结
原因”了解该期次的激励被冻结的原因。

步骤4 申请发放激励入口包含如下两种方式：

● 在“可申请激励”区域，单击“申请发放”。

● 选择“激励”页签，单击“申请发放”。

进入“申请发放激励”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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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申请发放激励”页面，选择“激励发放方式”，单击“确定”。

说明

● 申请发放激励时，系统默认选择所有待申请的激励进行合并申请，如果只想申请发放单个或
部分激励，可自行勾选所需条目。

● 申请发放单个或部分激励时，若选择银行转账或返充值账户方式发放，每次申请发放后需开
具与申请激励金额等额的发票，请谨慎选择。

● 激励有效期为一年，请您及时申请发放激励以免失效。

● 如果伙伴选择返华为云账户或银行转账付款的激励发放形式，申请激励发放后，激励数据进
入“申请处理中”状态，系统处理完后，激励数据进入“待伙伴开票”状态。

● 如果伙伴选择转代金券的激励发放形式，申请激励发放后，系统自动将代金券发放到伙伴账
户中，一般当天可到账。

● 若伙伴选的是银行转账付款的激励发放形式，则伙伴当前累计待处理激励金额需大于等于
200美元时，方可申请发放激励。

● 如果存在负向激励，则负向激励默认必选不可取消，且伙伴申请发放激励时，优先扣除负向
激励。

● 未申请发放的正向激励到达失效时间之后，将自动失效不能再申请发放；驳回待提交申请的
激励不受失效时间控制。

● 月返可以选择银行转账付款、返华为云账户或转代金券的激励发放方式，季返可以选择转代
金券或返华为云账户的激励发放方式。

步骤6 在系统弹出框中单击“确认提交”。

系统提示操作成功信息。

步骤7 （可选）开启自动发放激励。

说明

开启“自动发放”后，在激励数据生成后的第五天，系统将自动选择当前所有的激励申请发放激
励。

开启“自动发放”时，如果伙伴选择银行转账付款的激励发放形式，若当前所有待处理的激励总
金额不符合发放条件（待处理激励金额需大于等于200美元），则等待下一个对账期次的激励数
据生成后再次统计金额自动申请发放。

1. 在“激励管理”页面，单击“可申请激励”区域“自动发放”后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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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系统弹出的“修改自动发放激励设置”页面，设置“激励发放方式”。

3. 单击“确定”。

步骤8 （可选）查看申请记录。

伙伴查看激励申请的对账期次、申付单号。

1. 在“激励管理”页面，选择“申请记录”页签，查看激励申请记录。

2. 单击申请记录“操作”列的“详情”，进入“申付单详情”页面，查看激励申请
记录的激励金额、申付激励信息等。

3. 单击申请记录“操作”列的“查看开票清单”，进入“查看开票清单”页面，可
以查看并打印开票清单，开票操作可参见为激励开票。

说明

在“对账期次”中输入对账期次，单击“搜索”，可查看该对账期次下的所有激励申请记
录。

步骤9 （可选）查看激励申请驳回原因。

若申请激励发放被驳回，选择“激励”页签，单击激励“操作”列的“查看驳回原
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查看激励被驳回的具体原因。

步骤10 （可选）查看激励冻结原因。

若某账期的激励被冻结无法申请发放，选择“激励”页签，单击激励“操作”列的
“查看冻结原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查看激励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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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5 为激励开票

合作伙伴收到华为云的激励开票通知后，需要为激励金额开具发票，并将发票和开票
清单邮寄给华为云。

说明

合作伙伴为激励金额开具的发票应符合伙伴注册国的税法要求。不符合当地税法要求的发票可能
导致拒票。

操作步骤

步骤1 根据开票通知邮件中提供的信息，线下开具发票，开票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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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开票通知邮件中的链接，进入“查看开票清单”页面，打印开票清单。

说明

合作伙伴也可以登录伙伴中心，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 申请记录”，在该页面，单击激
励申请记录“操作”列的“查看开票清单”，进入“查看开票清单”页面。

步骤3 伙伴可以在开票通知邮件或开票清单页面查看到发票邮寄地址，将发票和开票清单一
起邮寄给华为云。

说明

华为云收到发票材料审核无误后，将会根据伙伴设置的激励发放方式，为伙伴发放激励。

----结束

7.4.7 发票管理
华为云系统会在伙伴账单生成后自动开具伙伴账单对应的发票（一般每月5号左右生成
上个月的发票）。

合作伙伴可查看并下载华为云系统自动开具的发票。

合作伙伴还可以添加或修改已添加的商票信息，这样系统自动开具的发票会包含您添
加或修改的商票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发票中心”。

查看华为云系统自动开具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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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发票有遗漏开票的，您可单击申请开票前的“提交开票工单”，根据页面提示，在“新建
工单”页面，填写开票信息并上传对应的消费账单，创建申请开票的工单。

● 如需要退票，您可单击申请退票前的“提交退票工单”，根据页面提示，在“新建工单”页
面，填写退票信息并上传对应的发票原件，创建申请退票的工单。

步骤4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可下载对应账期的发票。

说明

您也可以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的“月度账单”区域，单击“发票编号”后的发票下载对
应账期的发票。

----结束

商票信息管理

您还可以在发票中心页面添加或修改商票信息。

● 单击“商票信息管理”，进入商票信息管理页面，填写“地址”、“邮箱”后单
击“新建”，即可保存新添加的商票信息。

● 如果需要修改商票信息，您可以单击“商票信息管理”，进入商票信息管理页
面，修改“地址”、“邮箱”后单击“修改”，即可修改已添加的商票信息。

说明

“税号”自动获取您注册时填写的税号，此处不允许修改。

7.5 运营看板

7.5.1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客户相关统计信息，包括客户数量统计、新增关联客户、客户信息
分析、解除关联客户、贡献收入统计等。

说明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查看的客户统计信息仅包含自己名下的客户，不包含其名下解决方案提供商
关联的客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客户看板”。

● 选择“总览”页签。

– 在客户数量统计区域，可以查看对应权限内的客户总数、关联次数、本月消
费客户数、本季度新拓企业客户数。

– 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信息。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7 解决方案提供商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15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在“客户数量”区域，可以查看全年的客户数量趋势图。

在“按客户关联类型统计”区域，可以查看所有关联类型的客户数量统计信
息；在“消费客户数”区域，可以按月查看有现金消费和其他消费的客户数
量统计。

● 选择“客户关联信息”页签，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
信息。

– 在“关联客户”区域，可以查看近一年客户与合作伙伴建立关联和解除关联
行为的次数累计值。

– 在“客户关联信息”区域，可以根据“关联类型”、“操作类型”和“操作
时间”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关联信息。

● 选择“消费客户信息”页签，可以查看全年的首购客户趋势图和复购客户趋势
图。

– 首购客户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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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购客户趋势图

----结束

7.5.2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客户的消费总览、费用走势和费用分布。

注意事项

客户经理查看客户的消费统计信息时，新分配的客户的消费数据从此客户被分配给该
客户经理时算起。

如需了解消费统计规则，可单击这里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消费看板”。

● 选择“总览”页签，选择消费时间，输入客户经理姓名或者客户账号名，可查看
对应的消费趋势图以及应付金额和实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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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客户消费数据。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说明

伙伴服务中心还可以查看名下关联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子客户的消费趋势图。

● 选择“费用走势”页签，根据消费时间和分组依据（“产品类型”、“计费模
式”、“关联类型”、“客户经理”和“客户账号”）查询客户的费用走势图以
及详细的费用列表，还可在右侧“筛选器”及“高级选项”区域设置查询条件进
行过滤。

导出详细的费用列表。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 单击“费用分布”页签，根据消费时间和分组依据（“产品类型”、“计费模
式”、“关联类型”、“客户经理”和“客户账号”）查询客户的费用分布图及
详细的费用列表，还可在右侧“筛选器”及“高级选项”区域设置查询条件进行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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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详细的费用列表。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结束

7.5.3 查看业绩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本年度业绩金额趋势、业绩金额统计和业绩汇总数据信息。

注意事项
● 客户经理查看客户的业绩统计信息时，新分配的客户的业绩从此客户被分配给该

客户经理的第二天算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业绩看板”。

步骤4 可以查看业绩数据。

● 在“年度业绩金额趋势”区域，可以查看截止到当前月的业绩金额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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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业绩金额统计”区域，可以按月查看TOP 10客户、TOP 10产品类型的统计数
据，以及按消费类型统计的业绩图。

● 在“业绩汇总数据”区域，可以查看客户的消费数据以及退款数据。

----结束

7.5.4 查看激励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本年度激励金额趋势、激励金额统计和激励汇总数据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激励看板”。

步骤4 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激励数据。

● 在“年度激励金额趋势”区域，选择年份，可以查看当前年度激励金额走向图。

● 在“激励金额统计”区域，选择年份，可以按照对账期次查看当前年度TOP 10客
户、TOP 10产品类型的统计数据，以及按激励计划统计的激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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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激励汇总数据”区域，选择年份，可以查看当前年度客户的消费数据以及退
款数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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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销计划

8.1 概述
华为云分销计划是一个仅限邀请的计划，总经销商在获得华为云授权后可以通过其经
销商销售和交付华为云解决方案给最终客户，总经销商可以通过伙伴拓展，技术支
持，运营支持，增值服务等方面拓展其业务。加入该计划后，总经销商将获得分销计
划中总经销商权益和激励。

成为 Distributor

华为云分销计划需要线下联系当地的生态经理发送邀请邮件后受邀加入。

说明

● 受邀加入华为云分销计划之前需要先申请入驻成为华为云合作伙伴，但不能加入解决方案提
供商计划。

登录伙伴中心

管理基本信息

管理组织信息

邀请和管理华为云经销商

Distributor可以在伙伴中心邀请并管理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

邀请华为云经销商

华为云经销商接受Distributor合作邀请

辅助华为云经销商交易

Distributor可以辅助华为云经销商与客户进行交易。

说明

客户与华为云经销商建立关联关系后，账号默认为冻结状态。需要Distributor为客户设置预算并
解除账号冻结，客户才能正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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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客户

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子客户冻结、解冻账号和设置预算的权限

为经销商的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冻结经销商的客户账号与资源

代经销商的客户下单

代经销商的客户运维

查看经销商的客户订单

查询经销商的客户消费

管理账单

Distributor可以在伙伴中心查看和导出账单、查看发票。

说明

● 华为云将Distributor名下的经销商客户消费统一出账给Distributor，由Distributor负责还
款。

● 华为云不参与经销商的结算，经销商与Distributor的结算规则由经销商和Distributor自行定
义。

查询伙伴账单

还款

查看发票

管理业绩和激励

Distributor可以在伙伴中心查看业绩并申请激励。

说明

华为云不向Distributor的经销商提供业绩和激励，Distributor的经销商客户消费均计入
Distributor的业绩。

商业信息认证

申请发放激励

8.2 Distributor

8.2.1 销售管理

8.2.1.1 查询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

合作伙伴可在伙伴中心查询产品类型下的伙伴授予折扣策略和适用激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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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

说明

单击产品列表中“适用激励策略”后的 ，即可查询适用激励策略下的产品列表和伙伴授予
折扣策略。

----结束

8.2.1.2 查看商务折扣

合作伙伴可在伙伴中心查看商务折扣列表。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商务折扣”，即可查看商务折扣列表。

说明

● 单击商务折扣ID，可查看商务折扣详情。

● 单击客户账号名，可查看该客户的详细信息。

----结束

8.2.1.3 邀请华为云经销商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邀请其伙伴成为华为云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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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只能邀请授权区域的华为云经销商。

● 无法邀请已经是华为云经销商的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华为云总经销商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我的经销商”。

步骤4 单击“邀请经销商”。

步骤5 输入待邀请客户的常用邮箱，单击“确定”。

华为云将会给该客户发送邀请邮件，邀请其关联成为您的经销商。

客户收到邮件后，单击邮件中的链接进行关联，具体操作请参见接受Distributor合作
邀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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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操作
● 查看邀请记录

单击“查看邀请记录”，进入“邀请记录”页面，查看华为云总经销商已发送的
邀请记录。

● 重新发送邀请

在“邀请记录”页面，单击“重发邀请”，可以给客户重新发送邀请；勾选多条
邀请记录，单击“批量重发邀请”，可以批量给多个客户重新发送邀请。

8.2.1.4 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子客户冻结、解冻账号和设置预算的权限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给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收回客户预算设置、客户账号冻
结、客户资源冻结的权限。

操作指南

步骤1 使用华为云总经销商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我的经销商”。

步骤4 进入“我的经销商”页面，单击“操作”列的“客户账号冻结和预算设置权限”，进
入“客户账号冻结和预算设置权限”页面。

步骤5 在“客户账号冻结和预算设置权限”页面，单击“是否授权”，可以给华为云经销商
授予月度预算总额和一次性预算总额。授权后，经销商可以对子客户做预算设置、账
号冻结/解冻、资源冻结/解冻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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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开启权限后，华为云总经销商将不再管理该华为云经销商子客户的客户账号冻结和预算设
置。

● 华为云经销商冻结、解冻其拓展子客户的账号与资源的相关操作请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资
源。

● 华为云经销商设置其拓展子客户的月度预算的相关操作请参考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 华为云经销商设置其拓展子客户的一次性预算的相关操作请参考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

步骤6 授权后如需收回权限，可在“客户账号冻结和预算设置权限”页面，单击“是否授
权”，通过邮箱验证后即可收回权限。

说明

取消授权后，华为云经销商将失去管理客户预算、客户账号、客户资源的权限，但已设置的客户
预算不会自动回收；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在“伙伴中心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经销商的客
户”自行完成客户预算的调整和客户账号的冻结与解冻。

----结束

8.2.1.5 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子客户代客下单和运维的权限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给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收回代客下单和运维的权限。

操作指南

步骤1 使用华为云总经销商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销售管理 > 我的经销商”。

步骤4 授予权限。

进入“我的经销商”页面，在经销商列表中，选择一条经销商记录，单击“代客下单
和运维”列的“未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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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勾选《华为云总经销商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协议，输入验证码后单击“确定”。授
权后，经销商可向子客户申请代客下单和运维的操作的权限。

说明

● 仅首次授权时，需要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总经销商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

● 仅拥有授权的云经销商可对其拓展的子客户进行代客下单和运维的操作。

步骤6 收回权限。

进入“我的经销商”页面，单击“代客下单和运维”列的“已授权”，输入验证码后
单击“确定”，即可收回权限。

----结束

8.2.2 客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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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 客户管理

8.2.2.1.1 查询客户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查询其名下华为云经销商关联的所有子客户，以及查看子客户的
已使用预算、基本信息等。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询的客户。

伙伴可以根据客户名称、经销商名称标签查询客户。

说明

● 单击页面上方的“客户关联记录”，可以查询经销商的客户与伙伴的关联/解除关联的事件记
录。

●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在“客户管理”页面，选择“经销商的客户”页签查看其名下华为云经

销商的所有子客户，可以在客户列表查看“是否授权”，单击 进行筛选。如未授权，需
华为云总经销商对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的子客户进行账号冻结/解冻与设置月度预算的管
理。

步骤5 单击客户列表的“账号名”，进入“客户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子客户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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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其他操作

合作伙伴还可以在“客户管理”页面，进行如下操作：

●
● 单击“设置月度预算”，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具体操作请参见为客户设

置月度预算。

● 单击“更多 > 查看订单”，查看指定客户名下的所有订单信息。

● 单击“更多 > 查看资源”，查看指定客户所购买的按需资源详情和包年/包月资源
详情，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客户资源。

● 单击“更多 > 查看消费明细”，查看指定客户的所有消费明细。

● Distributor名下经销商关联的客户的月度预算设置、账号冻结解冻、代客下单、
代客运维等操作由Distributor操作，Distributor操作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经销
商的客户”页签，再进行操作。

8.2.2.1.2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合作伙伴可以为其名下经销商的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次月客户预算自动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预算”，进入设置预算页
面，选择预算模式为月度预算。

● 自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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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冻结

说明

●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预算”，同时为多个客户设置月
度预算；批量设置预算时，会覆盖客户原来的预算。

● 设置月度预算时，需要设置在月度预算耗尽后“自动冻结”或“手动冻结”客户账号。“自
动冻结”是指预算耗尽就会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手动冻结”可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章节。

● 当客户账号处于冻结状态时，客户无法购买资源。如要解冻，可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
并单击确定，即可解冻该账号。

● 如果您需要查看月度预算的调整记录，可以单击设置月度预算页面下方的“调整记录”查
看。

●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为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收回客户预算设置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
考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子客户冻结、解冻账号和设置预算的权限。

步骤5 输入月度预算值，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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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转售类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号，冻结状态下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
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合作伙伴可以在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时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为客
户解除账号冻结。

系统提示设置月度预算成功信息。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8.2.2.1.3 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

合作伙伴可以为其名下经销商的转售类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次月客户预算不自动恢
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预算”，进入设置预算页
面，选择预算模式为一次性预算。

● 自动冻结

● 手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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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预算”，同时为多个客户设置一
次性预算；批量设置预算时，会覆盖客户原来的预算。

● 设置一次性预算时，需要设置在一次性预算耗尽后“自动冻结”或“手动冻结”客户账号。
“自动冻结”是指预算耗尽就会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手动冻结”可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
资源章节。

● 当客户账号处于冻结状态时，客户无法购买资源。如要解冻，可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
并单击确定，即可解冻该账号。

● 如果您需要查看一次性预算的调整记录，可以单击设置一次性预算页面下方的“调整记录”
查看。

●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为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收回客户预算设置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
考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子客户冻结、解冻账号和设置预算的权限。

步骤5 输入一次性预算值，单击“确定”。

说明

转售类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号，冻结状态下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
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合作伙伴可以在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时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为
客户解除账号冻结。

系统提示设置一次性预算成功信息。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8.2.2.1.4 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转售类子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户。伙伴可以在相关页面冻结/解冻转
售类客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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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账号的影响
● 冻结账户的影响

客户账号被冻结后，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已开通资源可能无法正常
操作，但仍会产生费用，需谨慎操作。

冻结账号后对转售类客户的影响如表所示。

操作类型 可操作 不可操作

包年/包月云服务操作 ● 退订资源

● 修改资源名称

● 购买资源

● 变更资源规格

● 续费资源

● 资源转按需

● 资源操作

● 删除资源

按需云服务操作（按需
实例、竞价实例操作
等）

● 修改资源名称

● 查看资源信息

● 购买资源

● 变更资源规格

● 资源转包年/包月

● 资源操作

● 删除资源

 
● 冻结账户与资源的影响

在冻结客户账号的基础上，客户资源被冻结并进入保留期。在保留期内客户不能
访问及使用冻结状态的云服务资源，但相应云服务资源及存储在云服务中的数据
会被系统保留，冻结状态下相应资源不计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冻结账号”，进入冻结账号与资
源页面。

步骤5 选择冻结范围。

● 仅冻结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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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账户与资源：在冻结账户的基础上，冻结按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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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华为云总经销商冻结客户账号时请根据实际需要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先选
择“我的客户”或者“经销商的客户”页签，再单击“操作”列的“冻结账号”。

–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为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收回客户账号冻结、客户资源冻结
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考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子客户冻结、解冻账号和设置
预算的权限。

步骤6 输入“冻结原因”。

步骤7 单击“确认”。

系统提示冻结账号成功的信息。

说明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经销商的客户账号冻结后，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单击“操作”列的“解冻账号”为经销商的
客户解冻账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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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5 解冻客户账号

客户账号冻结后，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解冻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解冻账号”，进入解冻账号页
面。

步骤5 输入“解冻原因”，单击“获取邮箱验证码”。单击确认。系统提示解冻账号成功的
系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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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8.2.2.1.6 代客户下单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代经销商的转售类客户下单购买包年/包月资源、按需资源。

说明

当前支持合作伙伴代客户下单的云服务包括：弹性云服务器、云硬盘和弹性公网IP。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经销商的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转售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下
单”。

步骤5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

步骤6 在选择服务页面，选择云服务，并根据页面提示完成下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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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代客下单时，会由伙伴账号切换为经销商的客户账号，若需要切换回伙伴账号，单击页面右上角
账号下拉框中的“切换角色”即可。

----结束

其他操作

合作伙伴代经销商的客户下单后，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查看代客户下
单的包年/包月订单；也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单击“更多 > 查看资
源”，查看代客户开通的按需资源。

8.2.2.1.7 代客运维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代经销商的转售类客户进行资源运维。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转售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运维”。

步骤5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

步骤6 在控制台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完成资源运维操作。

说明

代客运维时，会由伙伴账号切换为客户账号，若需要切换回伙伴账号，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
框中的“切换角色”即可。

----结束

8.2.2.1.8 查看客户资源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指定经销商的客户所购买的按需资源详情、包年/包月资源和预留实
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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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管理”页面，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查看资源”，进入
资源管理页面。

步骤5 查看客户购买的资源详情。

● 查看包年/包月资源详情

在“包年/包月资源”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 查看按需资源详情

在“按需资源”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 查看预留实例详情

在“预留实例”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结束

8.2.2.2 商机报备

8.2.2.2.1 创建商机

合作伙伴可以为经销商的客户创建商机、修改商机和新增商机进展。

注意事项
● 客户经理报备的商机只能选择自己报备或者关联的客户，且商机归属该客户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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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经理主管不能报备商机，只可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商机报备”。

步骤4 单击“创建商机”，进入“创建商机”页面，选择客户后单击“下一步”。

步骤5 填写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步骤6 填写详细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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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填写收入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提交”，创建商机成功，可查看详情或返回商机
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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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填写收入信息”页面全部为必填项。

----结束

其他操作
● 修改商机：单击操作列的“修改”，进入“商机报备 > 修改”页面，可修改商机

的部分信息，但其中新增商机进展的信息，在修改页面不可修改。

– 填写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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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详细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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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收入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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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商机进展：单击操作列的“新增商机进展”，进入“新增商机进展”弹框，
可以更新商机阶段、把握度、技术交流、测试情况和进展详情。每新增一个商机
进展，就会在“商机报备 > 经销商的客户/详情”页面中的进展记录里增加一行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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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2 查询商机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其名下经销商关联的所有子客户，以及查看子客户的客户行业、商
机类型、把握度、商机阶段、预计月流水、最近更新时间等。

注意事项
● 客户经理只能查看归属自己的商机。

● 客户经理主管能看到自己名下所有客户经理的商机。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商机报备”。

步骤4 可根据需要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商机情况。

伙伴可以根据“商机名称”、“客户名称”、“客户账号名”等查询客户的商机情
况。

步骤5 单击商机名称，进入“商机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商机的概要信息和客户信息。

● 在“基本信息”页签，可查看“基本信息”页签的商机名称、客户行业、客户业
务系统、商机类型、把握度、商机阶段、是否测试项目和是否投标项目。

● 单击“详细信息”，可查看“详细信息”页签的客户上云情况和商机运作。

● 单击“收入信息”，可查看“收入信息”页签的预计月流水、预计达成时间、服
务周期、主要产品名称、和主要产品预计月流水。

----结束

8.2.2.3 客户订单管理

8.2.2.3.1 查看客户订单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名下经销商的客户的所有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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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订单。

伙伴可以根据“经销商名称”、“客户名称”、“订单号”、“产品类型”查询客户
订单。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订单的详情信息。

●

步骤5 导出客户订单。

● 导出当前客户订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导出全部客户订单

单击“导出 > 导出全部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客户订
单。

----结束

8.2.2.3.2 为客户订单调价

具有为客户设置折扣权限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订单调价。

说明

● 伙伴不可以为转售类客户的订单调价。

● 订单调价只对本次订单生效，对于自动续订产生的新订单不再生效。

● 订单调价不可以与其他折扣同时享受。

● 设置订单调价，会影响该订单为伙伴带来的业绩返点比例。

● 为客户订单调价的产品适用范围与伙伴授予折扣的产品适用范围一致，详情请参见伙伴授予
折扣的适用范围。

前提条件

已有为客户设置折扣的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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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

步骤4 在订单列表中，选择一条待支付的订单，单击“操作”列的“调整价格”。

进入“调整价格”页面。

步骤5 调整订单价格。

● 整单调价

在“整单调价”页签下，伙伴可以针对整个订单，根据“最大可优惠金额”输入
订单的“订单优惠金额”。

● 按资源调价

在“按资源调价”页签下，伙伴可以针对单个订单项，根据单个订单项的“最大
可优惠金额”输入单个订单行的“优惠金额”。

说明

● 整个订单的优惠金额等于所有订单项优惠金额的总和。

● 整单调价时，订单优惠金额会按照相同比例折算到可以打折的产品上。

● 最大可优惠金额是根据伙伴授予折扣计算，伙伴可给予客户的最大优惠金额。

步骤6 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调整订单价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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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其他操作

单击“查看客户其他订单调价情况”，在系统弹出的“客户其他订单调价情况”对话
框中，可以查看客户名下其他订单的调价详情。

8.2.2.4 客户消费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所有经销商的客户的消费情况并导出客户的消费清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步骤4 根据需要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的消费情况。

伙伴可以根据是“账期”、“客户名称”、“伙伴名称”、“账号名”查询客户的消
费情况。

步骤5 导出客户消费清单。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清
单。

----结束

8.2.3 财务管理

8.2.3.1 账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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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1.1 伙伴账单说明

伙伴账单是合作伙伴作为消费主体在华为云中消费产生的账单，合作伙伴可基于该账
单还款或申请发票。合作伙伴在华为云的消费来源于经销商的转售类客户的消费。

说明

转售模式下，客户计费、账单、发票等服务均由经销商负责提供，华为云不直接向伙伴客户提供
相关服务。

账单金额计算规则

伙伴账单金额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账单金额（即应还金额）= 结算金额-代金券抵扣+税金

说明

税金计税规则根据伙伴注册地决定。不同地区的税金组成不同，包括增值税、中央商品服务税、
邦商品服务税或综合商品服务税等。

账单精度处理说明
● 2021年6月份之前，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分为每小时结算、每

天结算和每月结算， 在每次结算时分以后的金额不扣费进行精度抹零。

● 2021年6月份和7月份，持续性消费（如：按需、竞价实例等）在明细进行四舍五
入后再汇总得到总计金额。

● 2021年8月份开始，出账过程中不再对任何过程金额进行抹零，仅在月账单总计
金额中进行四舍五入到分。示例如下：

消费（$8,083.8494925 USD）+退款（-$853.8495 USD）+调账（-$37.9425
USD）=$7192.0574925 USD，经过四舍五入到分得到账单金额为
（$7,192.06USD）。

– 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 > 账单”页面“按产品汇总”、“按客户汇总”页
签展示直接按照准确金额呈现。

– 在“伙伴账务 > 代金券”页面查看代金券余额时，金额默认展示到“分”。

– 伙伴账单出账过程中的代金券匹配抵扣，按照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进行抵扣
和呈现。

– 在“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页面的“官网价”、“优惠金额”、“应付金
额”、“现金支付”、“代金券抵扣”和“月度结算”均为准确金额即8个小
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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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时，“已使用
预算预估”展示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

– 在“运营看板 > 消费看板”显示的金额为四舍五入到分，涉及的API接口和导
出数据金额均为准确金额即8个小数位。

8.2.3.1.2 账单字段说明

在“伙伴中心 > 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页面，选择“账单明细”页签，设置账期后单
击“导出账单明细”，在导出的账单明细中查看。

字段 说明 示例值

客户ID 客户的唯一标识。 055b11dfc50XXX

账期 与伙伴约定的一个对账时间范围。
通常是一个自然月。当一个账期结
束时，系统计算出伙伴在该账期内
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并生成账
单。

2019-09

客户名称 客户的名称。 GrootXXX

客户账号名 客户的账号名。 jingXXX

伙伴ID 客户关联伙伴的唯一标识。

说明
如果客户关联的是Distributor下的经销
商，这里的伙伴唯一标识指的是
Distributor名下经销商的唯一标识。

a90cdfbd259845afa0596
21XXX

伙伴名称 客户关联伙伴的名称。

说明
如果客户关联的是Distributor名下的经
销商，这里的伙伴名称指的是
Distributor名下经销商的名称。

zhangsan

伙伴账号名 客户关联伙伴的账号名。

说明
如果客户关联的是Distributor名下的经
销商，这里的伙伴账号名称指的是
Distributor名下经销商的账号名。

zhangsan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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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账单类型 客户费用对应的类型，包括：

● 消费

● 退款

● 调账

消费

计费模式 指产品的定价计费方式，包括：

● 按需

● 包年/包月

● 预留实例-订购

● 预留实例-按时计费

按需

产品类型 产品的云服务名称。 云硬盘

产品类型编码 产品的云服务类型编码。 hws.service.type.ebs

产品名称 客户购买的云服务产品名称。 HD3型线性云硬盘 包月

产品ID 云服务产品的唯一标识ID。 00301-28215-0--0

应用名称 云服务硬件产品的应用名称。 XXX

规格 用于描述云服务所需资源的特征信
息，一组属性和属性值域的集合，
同一个资源类型的资源规格所包含
的属性相同，但属性取值不同。

普通IO|10.0GB

资源类型 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 云存储

资源类型编码 云服务所使用到的资源分类编码。 hws.resource.type.volum
e

区域 独立提供公有云服务资源、并服务
于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云服务区
域。

华北-北京一

云服务区编码 云服务区域的独立编码，请参见地
区和终端节点对应云服务的“区
域”列的值。

cn-north-1

订单号/交易号 订单号：包年/包月/预留实例-订购
订单的订单唯一标识号。

交易号：按需/预留实例-按时计费
的交易唯一标识号。

CS19091216532XXXX

原订单号 退订订单所对应的原订单唯一标识
号。

XVS1909121653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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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客户交易时间 客户交易时间为子客户侧流水账单
中的交易时间。

● 包年/包月/预留实例-订购订单的
客户交易时间为订单确认支付时
间。

● 按需/预留实例-按时计费的客户
交易时间为消费时间的截止时
间。如消费时间是 2020-09-10
00:16:50 GMT+08:00 -
2020-09-28 09:00:00 GMT
+08:00 那么这条按需账单的交
易时间是 2020-09-28 09:00:00
GMT+08:00 。

2020-09-28 09:00:00
GMT+08:00

订单类型 包年/包月/预留实例-订购订单的类
型。包括：

● 新订

● 续订

● 变更

● 退订

● 费用调账

退订

订单周期数 包年/包月产品的周期数量。 1

订单周期单位 包年/包月产品的单位，如年、月。 月

是否竞价实例 是否是竞价实例产品。 N

使用量类型编码 使用量类型的编码。 aom.count

使用量类型名称 按需使用云服务时进行计费的方
式，如：时长、容量、上行流量
等。

个

单价 产品用量的单价。 0.15

单价单位 产品用量定价的用量单位，GB/小
时、Mbps/小时、GB等。

元/10,000个(次)

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按需产品或资源的
使用情况（不包含套餐内使用量和
预留实例使用量）。如使用时长、
使用容量、使用次数、使用流量
等。

46800

使用量单位 一定时间范围内按需产品或资源的
使用量的计量单位。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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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套餐内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此部分
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独收
费。

1200

套餐内使用量单
位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套餐内资源包使用量的计量单
位。

秒

预留实例使用量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预留实例内资源包使用量，此
部分用量没有超出资源包时不再单
独收费。

300

预留实例使用量
单位

一定时间范围内某些产品、资源归
属于预留实例内资源包使用量的计
量单位。

秒

客户消费金额
(USD)

客户消费订单产生的总金额。 1000

结算类型 产品的结算类型，包括：

● 普通产品

● 促销产品

● 无折扣

● 特价申请

普通产品

伙伴结算折扣 ● 华为云为伙伴设置的优惠比例

● 华为云与伙伴约定的固定单价

75%

结算金额(USD) ● 当“伙伴结算折扣”为华为云为
伙伴设置的优惠比例时，结算金
额为客户消费金额(USD)*伙伴优
惠比例后的金额。

● 当“伙伴结算折扣”为华为云与
伙伴约定的固定单价时，结算金
额为固定单价*使用量*线性大小
(可选)*有效天数比例(可选) 后
的金额。

说明
“线性大小”为云服务产品的规格
描述，如规格为“云硬盘 通用型
SSD|10.0GB”的云服务产品，其线
性大小为10.0GB。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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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示例值

代金券抵扣
(USD)

伙伴账单出账时抵扣的代金券金
额。账单类型为“退款”时，该字
段为伙伴退款产生的负向代金券，
实际是否退还参见“是否退券”字
段。

代金券使用规则请参见代金券使用
规则。

100

是否退券 伙伴退款产生的负向代金券抵扣金
额是否退还。

是

应还金额不含税
(USD)

伙伴账单的不含税应还金额。

应还金额不含税=结算金额-代金券
抵扣

675

税金 税金计税规则根据伙伴注册地决
定。不同的地区税金组成不同，包
括增值税、中央商品服务税、邦商
品服务税或综合商品服务税等。

10

应还金额(USD) 伙伴账单的应还金额。

应还金额=应还金额不含税+税金

685

有效天数比例 (月统计点数/288)/当月天数的数
值。

如公司A使用CDN按95峰值计费，9
月的月统计点数为4320，
4320/288为9月总计CDN消耗流量
大于0byte的天数，该天数为有效天
数，有效天数/当月天数（15/30）
的数值则为有效天数比例。

50%

订单购买数量 订单购买的数量。 1

RI购买小时数 RI购买的小时数。 8760

退订原因 订单退订的原因。 购买云服务时选错参数。

 

8.2.3.1.3 查询伙伴账单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伙伴的月度账单，并导出伙伴的账单。伙伴中心还提供当月预估账
单的功能，当月预估账单每日刷新，不含税金，且未抵扣代金券。

注意事项
● 北京时间每月5号12:00前会生成上个月伙伴账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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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

步骤4 在“应还金额”区域，可以查看到伙伴的应还金额，包括“最新出账月未还金额”和
“往期未还金额”。

说明

● 单击“还款”，可进行还款操作，具体参见还款。

● 单击“未还清账单”，可查看当前未还清的账单。

● 单击“还款记录”，可前往“收支明细”页面查看还款记录。

步骤5 在“月度账单”区域，伙伴可以选择账期，查看对应账期的伙伴账单信息。

● 在“账单金额”区域，可以查看伙伴的月度账单总金额以及对应的伙伴消费、退
款和调账的金额。

说明

– 退款金额包含客户退订订单产生的退款金额，以及客户变更规格产生的退款金额。

– 当伙伴的所有转售子客户的退款金额总和大于伙伴当期消费时，账单金额为负数，此时
伙伴的应还金额为0。

– 若伙伴当月发票已生成，在“账单金额”区域，可以查看“发票编号”，单击发票编
号，可以下载该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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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可以按照产品汇总或客户汇总查看月度账单明细。

– 按产品汇总

选择“按产品汇总”页签，伙伴可以查看转售类客户在华为云和云商店的相
关消费，支持区域划分，退订和调账在“其他”区域。

– 按客户汇总

选择“按客户汇总”页签，伙伴可以查看每个转售类客户在华为云和云商店
的相关消费。

单击“查看更多”，可以查看该客户的消费详单。

步骤6 导出伙伴账单。

● 导出账单

单击“导出账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伙伴账
单。

----结束

8.2.3.1.4 查询账单明细

伙伴中心提供查询并导出账单明细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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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

步骤4 在“伙伴账单”页面单击“账单明细”页签，设置账期后，可查看当前账期的账单明
细。

步骤5 导出账单明细。

● 导出账单明细

单击“导出账单明细”，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伙伴账
单。

----结束

8.2.3.1.5 还款

合作伙伴为客户设置预算，客户消费后，华为云系统将在出账日（当前出账日为次月5
日，账单的计费周期采用自然月的方式，默认为一个月）为伙伴生成并发送账单，同
时自动从伙伴的账户余额中扣款进行还款。若伙伴的账户余额不足，则需要还款，伙
伴可以使用在线充值或转账汇款的方式为账户还款。

注意事项

当伙伴和华为云的签约主体为“华为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和“智利华为公司”时，
支持在线充值还款方式。

在线充值还款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总览”。

步骤4 在“应还金额”区域，单击“还款”。

进入“还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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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伙伴也可以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页面的“应还金额”区域进行还款。

步骤5 选择“在线充值”页签，填写“还款金额”，单击“还款”。

步骤6 进入在线充值支付页面，输入信用卡信息，单击“支付”。

伙伴还款成功后，进入“收支明细”页面，可以查看到充值记录和还款记录。

----结束

转账汇款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总览”。

步骤4 在“应还金额”区域，单击“还款”。

进入“还款”页面。

说明

伙伴也可以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页面的“应还金额”区域进行还款。

步骤5 选择“转账汇款”进行还款。

合作伙伴使用通用充值账号汇款后，需提交到款工单给华为。新建工单的具体操作，
请参见如何提交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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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其他操作
● 单击“未还清账单”，在系统弹出的“未还清账单”对话框中，可以查看伙伴的

未还清账单。

说明

逾期未还会影响伙伴在华为云的信用，伙伴需要及时补缴逾期欠款，避免影响正常业务。

● 单击“还款记录”，可以在“收支明细”页面查看伙伴的还款记录。

8.2.3.2 查询收支明细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并导出充值账户的收支明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收支明细”。

步骤4 进入收支明细页面。

步骤5 设置交易时间和交易类型，页面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收支明细记录。

说明

● “交易时间”支持跨月查询，超过12个月的记录查询请提工单解决。

● 交易类型为“交易模式变更”的记录，来源于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余额转伙伴子账户。

步骤6 导出收支明细。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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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收支明
细。

----结束

8.2.3.3 代金券管理

8.2.3.3.1 代金券使用规则

华为云直接为伙伴发放代金券，代金券在出账时基于结算金额进行抵扣。

伙伴可通过如下方式获取代金券：

● 伙伴在伙伴中心申请权益类代金券。

● 伙伴在伙伴中心申请激励发放为代金券。

● 联系生态经理申请POC测试券。

伙伴代金券使用规则如下：

● 伙伴账单出账时，基于账单明细的客户交易时间，依次匹配抵扣代金券。

● 限定客户的代金券优先匹配。

● 资源退订、降配不退还伙伴代金券。

说明

仅针对资源退订（未生效）、开通异常退订、续费周期退订（未生效）场景，退还伙伴代
金券。

8.2.3.3.2 查看代金券

合作伙伴可在伙伴中心查看伙伴名下的代金券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代金券”，查看代金券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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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单击代金券名称可以查看该代金券的详细信息及使用记录。

● 单击页面上方“历史代金券额度记录”，可以查看伙伴历史代金券额度及使用记录。

----结束

8.2.3.3.3 测试代金券提醒

伙伴中心提供测试代金券提醒功能。

每月月底前第七天和第三天，会以邮件形式给伙伴发送转售客户为伙伴带来的本月预
估应还金额和该客户适用的测试券余额，供伙伴参考。如涉及POC测试，当测试券不
足时，请及时联系生态经理申请。

测试代金券提醒功能默认开启，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关闭测试代金券提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代金券”，进入“代金券”页面。

步骤4 选择“测试券”页签，单击“测试代金券提醒”后的按钮即可开启或关闭测试代金券
提醒。

----结束

8.2.3.4 激励管理

8.2.3.4.1 业绩金额说明

业绩指经销商自用及其关联的客户购买华为云产品及服务所产生的现金消费（不包括
华为云发放的代金券、测试券等消费），不区分客户的消费为新购、续费等。伙伴业
绩不包括客户购买云商店产品产生的消费。

8.2.3.4.2 激励发放状态说明

伙伴激励发放状态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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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环节

下一
环节

当前状
态

提示说明 伙伴操作

提交
申请

申请
处理

待提交
申请

请申请发放激励，或设置自动申请发放激
励。

申请发放
激励

申请
处理

发票
审核

申请处
理中

系统向华为财经提交申付申请后将进入待
伙伴开票环节。

无

伙伴
开票

发票
审核

待伙伴
开票

请于系统提示的日期前完成开票并寄回华
为云。华为云收到发票后，第二个工作日
将审核发票。财经审核发票通过将进入申
付审核环节。

为激励开
票

发票
审核

申付
审核

发票审
核中

财经审核发票中；发票签收到发票审核完
成，约2个工作日。

无

申付
审核

支付 申付审
核中

财经审核支付申请通过将进入申付环节。
发票审核通过到申付审核通过，约3个工作
日。

无

申付审
核中

结算专员复核中，约3个工作日。 无

支付 已完
成

支付中 申付审核通过后，财经将在收到发票后30
个自然日内完成银行转账付款或向您的华
为云账户充值。

无

已完
成

无 已完成 财经已向您的银行账号转账付款。 无

已完成 财经已向您的华为云充值账户充值。 无

已完成 -（表示代金券已发放） 无

已完成 代金券发放过程中出现错误，请联系客服
进行处理。

伙伴联系
客服进行
处理。

 

8.2.3.4.3 确认激励对账

系统根据业绩数据和激励数据生成账单后，伙伴需要确认账单。账单确认完成后才可
以申请激励。

确认激励对账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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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或单击“激励对账”区域的“对账”。

步骤5 确认激励对账。

● 单个确认激励对账

a. 选择一条待确认的对账单，单击“操作”列的“确认对账”。

系统弹出“确认对账”对话框。

b. 单击“确定”。

● 批量确认激励对账

a. 单击对账单列表前面的复选框，选中所有待确认的对账单。

b. 单击页面上方的“批量确认对账单”。

系统弹出“确认对账单”对话框。

c. 单击“确认”。

说明

● 确认激励对账后，等待华为审批人员审批。客户可在“激励对账”页面的“对账单状态”列
中查看对账进展。如果对账完成，则对账单状态显示为“对账完成”。

● 到达期限而未确认的对账单，系统会自动确认，期限值默认为5天。

----结束

驳回激励对账单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

步骤5 选择一条待驳回的对账单，单击“操作”列的“驳回”。

系统弹出“驳回”对话框。

步骤6 填写驳回原因以及上传驳回账单所需要的附件。

步骤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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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驳回后该账单将无法结算，请谨慎操作。

----结束

查看账单详情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

步骤5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即可查看该账单的激励金额、业绩金额等详细信息。

----结束

导出对账单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步骤4 选择“激励”页签。

步骤5 单击“导出 > 导出对账单”，选择“对账期次”后单击“确定”。页面提示“导出任
务创建成功”。

步骤6 查看导出记录。

1.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2.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伙伴账单。

----结束

8.2.3.4.4 申请发放激励

针对已核算的激励数据，合作伙伴可以申请发放激励，并在收到激励开票通知后，根
据激励金额开票，然后将发票和开票清单邮寄给华为云。华为云收到发票并审核无误
后，将会根据伙伴设置的激励发放方式，为伙伴发放激励。若伙伴选择转代金券的激
励发放方式，则无需开票，系统自动将代金券发放到伙伴账户中。

合作伙伴可以选择激励发放方式（银行转账付款、返华为云账户或转代金券），申请
发放激励。当前支持申请合并发放全部激励，申请发放单个或部分激励、以及自动发
放激励。

说明

合作伙伴申请发放激励时，对应账期的消费需已经全部还款（转售类客户消费需伙伴完成还
款）。如果某账期未完全还款的，该账期的激励会被冻结无法申请发放，在完成还款后次日会解
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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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完成商业信息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商业信息认证。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进入“激励管理”页面。

说明

可申请的激励金额不包括已冻结的激励金额。激励的冻结原因可以单击对应对账期次“查看冻结
原因”了解该期次的激励被冻结的原因。

步骤4 申请发放激励入口包含如下两种方式：

● 在“可申请激励”区域，单击“申请发放”。

● 选择“激励”页签，单击“申请发放”。

进入“申请发放激励”页面。

步骤5 在“申请发放激励”页面，选择“激励发放方式”，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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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申请发放激励时，系统默认选择所有待申请的激励进行合并申请，如果只想申请发放单个或
部分激励，可自行勾选所需条目。

● 申请发放单个或部分激励时，若选择银行转账或返充值账户方式发放，每次申请发放后需开
具与申请激励金额等额的发票，请谨慎选择。

● 激励有效期为一年，请您及时申请发放激励以免失效。

● 如果伙伴选择返华为云账户或银行转账付款的激励发放形式，申请激励发放后，激励数据进
入“申请处理中”状态，系统处理完后，激励数据进入“待伙伴开票”状态。

● 如果伙伴选择转代金券的激励发放形式，申请激励发放后，系统自动将代金券发放到伙伴账
户中，一般当天可到账。

● 若伙伴选的是银行转账付款的激励发放形式，则伙伴当前累计待处理激励金额需大于等于
200美元时，方可申请发放激励。

● 如果存在负向激励，则负向激励默认必选不可取消，且伙伴申请发放激励时，优先扣除负向
激励。

● 未申请发放的正向激励到达失效时间之后，将自动失效不能再申请发放；驳回待提交申请的
激励不受失效时间控制。

● 月返可以选择银行转账付款、返华为云账户或转代金券的激励发放方式，季返可以选择转代
金券或返华为云账户的激励发放方式。

步骤6 在系统弹出框中单击“确认提交”。

系统提示操作成功信息。

步骤7 （可选）开启自动发放激励。

说明

开启“自动发放”后，在激励数据生成后的第五天，系统将自动选择当前所有的激励申请发放激
励。

开启“自动发放”时，如果伙伴选择银行转账付款的激励发放形式，若当前所有待处理的激励总
金额不符合发放条件（待处理激励金额需大于等于200美元），则等待下一个对账期次的激励数
据生成后再次统计金额自动申请发放。

1. 在“激励管理”页面，单击“可申请激励”区域“自动发放”后面的 。

2. 在系统弹出的“修改自动发放激励设置”页面，设置“激励发放方式”。

3. 单击“确定”。

步骤8 （可选）查看申请记录。

伙伴查看激励申请的对账期次、申付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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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激励管理”页面，选择“申请记录”页签，查看激励申请记录。

2. 单击申请记录“操作”列的“详情”，进入“申付单详情”页面，查看激励申请
记录的激励金额、申付激励信息等。

3. 单击申请记录“操作”列的“查看开票清单”，进入“查看开票清单”页面，可
以查看并打印开票清单，开票操作可参见为激励开票。

说明

在“对账期次”中输入对账期次，单击“搜索”，可查看该对账期次下的所有激励申请记
录。

步骤9 （可选）查看激励申请驳回原因。

若申请激励发放被驳回，选择“激励”页签，单击激励“操作”列的“查看驳回原
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查看激励被驳回的具体原因。

步骤10 （可选）查看激励冻结原因。

若某账期的激励被冻结无法申请发放，选择“激励”页签，单击激励“操作”列的
“查看冻结原因”，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查看激励被冻结的具体原因。

----结束

8.2.3.4.5 为激励开票

合作伙伴收到华为云的激励开票通知后，需要为激励金额开具发票，并将发票和开票
清单邮寄给华为云。

说明

合作伙伴为激励金额开具的发票应符合伙伴注册国的税法要求。不符合当地税法要求的发票可能
导致拒票。

操作步骤

步骤1 根据开票通知邮件中提供的信息，线下开具发票，开票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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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开票通知邮件中的链接，进入“查看开票清单”页面，打印开票清单。

说明

合作伙伴也可以登录伙伴中心，选择“伙伴账务 > 激励管理 > 申请记录”，在该页面，单击激
励申请记录“操作”列的“查看开票清单”，进入“查看开票清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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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伙伴可以在开票通知邮件或开票清单页面查看到发票邮寄地址，将发票和开票清单一
起邮寄给华为云。

说明

华为云收到发票材料审核无误后，将会根据伙伴设置的激励发放方式，为伙伴发放激励。

----结束

8.2.3.5 发票管理

华为云系统会在伙伴账单生成后自动开具伙伴账单对应的发票（一般每月5号左右生成
上个月的发票）。

合作伙伴可查看并下载华为云系统自动开具的发票。

合作伙伴还可以添加或修改已添加的商票信息，这样系统自动开具的发票会包含您添
加或修改的商票信息。

如果华为云为伙伴开具的发票中含有代扣税，此时伙伴需要上传代扣税凭证给华为
云。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伙伴账务 > 发票中心”。

查看华为云系统自动开具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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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发票有遗漏开票的，您可单击申请开票前的“提交开票工单”，根据页面提示，在“新建
工单”页面，填写开票信息并上传对应的消费账单，创建申请开票的工单。

● 如需要退票，您可单击申请退票前的“提交退票工单”，根据页面提示，在“新建工单”页
面，填写退票信息并上传对应的发票原件，创建申请退票的工单。

步骤4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可下载对应账期的发票。

说明

您也可以在“伙伴账务 > 伙伴账单”的“月度账单”区域，单击“发票编号”后的发票下载对
应账期的发票。

----结束

商票信息管理

您还可以在发票中心页面添加或修改商票信息。

● 单击“商票信息管理”，进入商票信息管理页面，填写“地址”、“邮箱”后单
击“新建”，即可保存新添加的商票信息。

● 如果需要修改商票信息，您可以单击“商票信息管理”，进入商票信息管理页
面，修改“地址”、“邮箱”后单击“修改”，即可修改已添加的商票信息。

说明

“税号”自动获取您注册时填写的税号，此处不允许修改。

8.2.4 运营看板

8.2.4.1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经销商的客户相关统计信息，包括客户数量统计、新增关联客户、
客户信息分析、解除关联客户、贡献收入统计等。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客户看板”。

● 选择“总览”页签。

– 在客户数量统计区域，可以查看对应权限内的客户总数、关联次数、本月消
费客户数。

– 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信息。

在“客户数量”区域，可以查看全年的客户数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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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客户关联类型统计”区域，可以查看所有关联类型的客户数量统计信
息；

在“消费客户数”区域，可以按月查看有现金消费和其他消费的客户数量统
计。

● 选择“客户关联信息”页签，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
信息。

– 在“关联客户”区域，可以查看近一年客户与合作伙伴建立关联和解除关联
行为的次数累计值。

– 在“客户关联信息”区域，可以根据“关联类型”、“操作类型”和“操作
时间”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关联信息。

● 选择“消费客户信息”页签，可以查看全年的首购客户趋势图和复购客户趋势
图。

– 首购客户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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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购客户趋势图

----结束

8.2.4.2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客户的消费总览、费用走势和费用分布。

注意事项

客户经理查看客户的消费统计信息时，新分配的客户的消费数据从此客户被分配给该
客户经理时算起。

如需了解消费统计规则，可单击这里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消费看板”。

● 选择“总览”页签，选择消费时间，输入客户经理姓名或者客户账号名，可查看
对应的消费趋势图以及应付金额和实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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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客户消费数据。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 选择“费用走势”页签，根据消费时间和分组依据（“产品类型”、“计费模
式”、“关联类型”、“客户经理”和“客户账号”）查询客户的费用走势图以
及详细的费用列表，还可在右侧“筛选器”及“高级选项”区域设置查询条件进
行过滤。

导出详细的费用列表。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 单击“费用分布”页签，根据消费时间和分组依据（“产品类型”、“计费模
式”、“关联类型”、“客户经理”和“客户账号”）查询客户的费用分布图及
详细的费用列表，还可在右侧“筛选器”及“高级选项”区域设置查询条件进行
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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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详细的费用列表。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结束

8.3 Distributor 的经销商

8.3.1 交易模式介绍

8.3.1.1 概述

华为云经销商是由Distributor发展、支持和管理的合作伙伴，具有华为云的售前咨
询、销售、服务能力。

经销商可以以转售模式拓展客户。

转售模式：经销商关联的客户与经销商进行交易（伙伴向客户开票和收款），华为云
按照结算费用与Distributor进行结算（华为云向Distributor开票，Distributor向华为云
付款）。

华为云不参与经销商的结算，经销商与Distributor的结算规则由经销商和Distributor自
行定义。

下面介绍经销商的转售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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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 转售模式

拓展客户

经销商以转售模式与客户建立关联关系，即可为转售类客户提供基于华为云的产品和
服务。如何拓展客户请参见拓展客户。

预算控制

为防止客户过度消费，Distributor的经销商可以联系Distributor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用于管理客户每月新增消费金额。

月度预算基于客户每月新增官网价消费金额累计，次月客户预算自动恢复。
Distributor的经销商可在客户详情中查看客户月度预算使用情况。

如果客户消费超出一定的预算比例，Distributor的经销商会收到预警通知。经销商可
选择联系Distributor，调整客户月度预算或者对客户采取冻结措施（冻结后客户无法
新购、续订、变更资源；已开通资源可能无法正常操作，但仍会产生费用）。

如果客户消费超出预算，华为云会自动限制客户购买新的包月、包年、预留实例订
单，但不会限制客户开通按需资源。如需限制客户按需资源的开通，需要Distributor
对客户采取冻结措施。

说明

客户与经销商建立关联关系后，账号默认为冻结状态。Distributor的经销商需要联系Distributor
为客户设置预算并解除账号冻结，客户才能正常消费。

客户购买华为云

经销商的转售类客户在华为云费用中心的消费金额及相关统计，均是基于华为云官网
价计算，用于云服务资源用量参考，并非客户真实要支付的金额。客户实际消费的金
额由您和客户协商。

了解客户消费

客户购买华为云产品和服务后，经销商可以在伙伴中心了解客户的消费情况。

查看消费情况请参见查看客户订单和查询客户消费。

消费汇总并非伙伴的账单，不能作为伙伴结算、还款与开票的依据。

说明

● 消费汇总数据有延时，最终数据请以消费明细为准。

● 消费汇总和消费明细采用北京时间（GMT+08:00）作为基准时间进行统计。

● 消费汇总和消费明细的金额数据均为不含税金额。

● 客户的按需费用在月底出账结算时会抵扣代金券，出账结算前统计的代金券抵扣部分仅包含
订单支付时实时抵扣的券。

8.3.2 伙伴信息

8.3.2.1 管理基本信息

合作伙伴在基本信息页面，可以修改伙伴信息及个人资料，并进行首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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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伙伴信息 > 基本信息”。

步骤4 管理账号信息。

● 修改公司信息

– 更换公司LOGO
单击“更换公司LOGO”，可以上传公司Logo图片，更换公司的Logo。

– 修改公司信息

单击“修改伙伴信息”，在“修改信息”页面，可以修改公司的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详细信息、联系人信息，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保存已修改
的公司信息。

● 修改个人资料

说明

– 合作伙伴可自行设置是否开启验证码验证功能（系统默认为关），验证开启后，部分操
作需通过验证码进行验证，具体参见敏感操作。验证码验证功能仅针对经销商开放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验证码验证”后的按钮来设置是否开启验证码验证功能。

– 修改注册邮箱

单击“注册邮箱”后的“修改”，进入“修改注册邮箱”页面，验证身份，
修改注册邮箱。

– 修改手机号码。

单击“手机号码”后的“修改”，进入“修改手机号码”页面，验证身份，
修改手机号码。

● 首选项设置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首选项”页面设置短信/邮件的接收语言、伙伴所在
的时区以及收支结算的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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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时区设置完成后，系统默认在工作时间发送的消息通知会根据伙伴设置的
时区的对应时间发送，伙伴收到的短信、邮件中的时间会根据设置的时区展示。

币种设置完成后，系统将根据伙伴选择的币种进行收支结算，伙伴设置的币种将
在新账期开始时对月结账单生效。

● 客户消息接收设置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客户消息接收设置”页面接管转售客户的消息接收
配置，为所有转售客户设置统一的消息接收配置模板，客户会依据该配置接收消
息，且客户自身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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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是否接管”后的按钮来设置是否接管转售客户的消息接收功能。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是否接管”按钮后的“查看操作记录”来查看客户消息接收设置的
操作记录。

● 客户账单权限设置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客户账单权限设置”页面关闭伙伴名下转售客户访
问费用中心“账单”和“成本中心”菜单的权限，关闭权限后，所有转售客户将
无法访问这些菜单，也不再接收消费数据的订阅。

说明

–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关闭客户账单”后的按钮来设置是否关闭转售客户费用中心的“账
单”和“成本中心”菜单。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查看预算总额

合作伙伴可以在“基本信息 > 预算总额”页面查看预算总额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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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当您的预算总额不足时，可以通过您的总经销商提升预算总额，或通过提前还款恢复消
费总额。

– 月度预算总额是您可以给子客户授予的最大月度预算额度，基于客户每月新增官网价消
费金额累计，次月预算自动恢复。

– 一次性预算总额是您可以给子客户授予的最大一次性预算额度，基于客户累计官网价消
费金额累计，不自动恢复。

----结束

8.3.3 客户业务

8.3.3.1 客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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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1 查询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其名下的所有子客户，以及查看子客户的已使用预算、基本信息
等。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询的客户。

伙伴可以根据客户名称，客户经理姓名，本月消费，资源到期时间，移动电话或者客
户标签查询客户。

说明

单击页面上方的“关联关系操作记录”，可以查询客户与伙伴的关联/解除关联的事件记录。

步骤5 单击客户列表的“账号名”，进入“客户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子客户的详细信息。

说明

----结束

其他操作

合作伙伴还可以在“客户管理”页面，进行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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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可以导出伙伴名下的所有客户。

说明

仅限超级管理员导出客户列表，其他操作员需要导出操作时请联系超级管理员。

●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在“导出记录”页面，单击“操作”列的“下
载”，可以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客户记录。

● 单击“更多 > 查看订单”，查看指定客户名下的所有订单信息。

● 单击“更多 > 查看资源”，查看指定客户所购买的按需资源详情和包年/包月资源
详情，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客户资源。

● 单击“更多 > 查看消费明细”，查看指定客户的所有消费明细。

● 单击“更多 > 分配客户经理”，为指定客户分配客户经理，具体操作请参见为客
户分配客户经理。

8.3.3.1.2 管理客户关联关系

转售模式下，伙伴可以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并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件。

说明

● 只有伙伴管理员角色可以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

注意事项

1. 客户账号在3个月内提交过解除关联的申请，伙伴需在客户提交解除关联申请的3
个月后才能发起与该客户解除关联的申请。

2. 伙伴在3个月内仅可以发起一次与同一客户解除关联的申请。

解除与客户的关联关系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解除关联”。

步骤5 如果客户账号检查通过，在注意事项页面勾选“我已了解以上注意事项并同意此操
作”后，单击“同意解除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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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客户账号检查不通过，请根据界面显示的状态及提示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可重新进行账号
检查。

页面弹出“解除关联”确认提示框。

步骤6 填写申请原因，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您与客户解除关联的申请已提交成功。在您的客户处理完成后，会第一时间
通知您处理结果，请耐心等待。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其他操作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客户关联、解除关联的事件记录，并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
件。

说明

只有伙伴管理员角色可以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件。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单击页面上方的“关联关系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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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关联关系操作记录”页面，可以查询客户关联、切换关联类型、解除关联的事件
记录。

单击“操作”列的“同意”或“驳回”可以处理客户发起的解除关联事件。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8.3.3.1.3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华为云总经销商为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客户预算设置的权限后，华为云经销商
可以为转售类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次月客户预算自动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预算”，进入设置预算页
面。

● 自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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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冻结

说明

●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预算”，同时为多个客户设置月
度预算；批量设置预算时，会覆盖客户原来的预算。

● 设置月度预算时，需要设置在月度预算耗尽后“自动冻结”或“手动冻结”客户账号。“自
动冻结”是指预算耗尽就会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手动冻结”可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章节。

● 当客户账号处于冻结状态时，客户无法购买资源。如要解冻，可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
并单击确定，即可解冻该账号。

● 如果您需要查看月度预算的调整记录，可以单击设置月度预算页面下方的“调整记录”查
看。

步骤5 输入月度预算值，单击“确定”。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8 分销计划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6



说明

● 转售类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号，冻结状态下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
源，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合作伙伴可以在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时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
号”，为客户解除账号冻结。

● 华为云经销商需在华为云总经销设置的月度预算总额内，为其子客户进行设置月度预算的额
度。您可以在“伙伴中心 > 账号管理 > 基本信息 > 预算总额”页签查看华为云总经销商给
您授予的月度预算总额的额度。

系统提示设置月度预算成功信息。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8.3.3.1.4 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

华为云总经销商为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客户预算设置的权限后，华为云经销商
可以为转售类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一次性预算是基于客户每月新增官网价消费金额
累计，次月不自动恢复。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设置预算”，进入设置一次性预
算页面。

● 自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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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冻结

说明

●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设置一次性预算”，同时为多个客户
设置一次性预算；批量设置预算时，会覆盖客户原来的预算。

● 设置一次性预算时，需要设置在一次性预算耗尽后“自动冻结”或“手动冻结”客户账号。
“自动冻结”是指预算耗尽就会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手动冻结”可参考冻结客户账号与
资源章节。

● 当客户账号处于冻结状态时，客户无法购买资源。如要解冻，可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号”
并单击确定，即可解冻该账号。

● 如果您需要查看一次性预算的调整记录，可以单击设置一次性预算页面下方的“调整记录”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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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输入一次性预算值，单击“确定”。

说明

● 转售类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号，冻结状态下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
源，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合作伙伴可以在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时勾选“同步解冻客户账
号”，为客户解除账号冻结。

● 华为云经销商需在华为云总经销设置的一次性预算总额内，为其子客户进行设置一次性预算
的额度。您可以在“伙伴中心 > 账号管理 > 基本信息 > 预算总额”页签查看华为云总经销
商给您授予的一次性预算总额的额度。

系统提示设置一次性预算成功信息。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步骤6 单击“确定”。

----结束

8.3.3.1.5 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华为云总经销商可以给其名下的华为云经销商授予客户账号冻结、客户资源冻结的权
限。

转售类子客户关联合作伙伴时，默认冻结客户账户；华为云经销商可以在相关页面冻
结/解冻转售类客户账号。

冻结账号的影响

● 冻结账户的影响

客户账号被冻结后，客户无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已开通资源可能无法正常
操作，但仍会产生费用，需谨慎操作。

冻结账号后对转售类客户的影响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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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类型 可操作 不可操作

包年/包月云服务操作 ● 退订资源

● 修改资源名称

● 购买资源

● 变更资源规格

● 续费资源

● 资源转按需

● 资源操作

● 删除资源

按需云服务操作（按需
实例、竞价实例操作
等）

● 修改资源名称

● 查看资源信息

● 购买资源

● 变更资源规格

● 资源转包年/包月

● 资源操作

● 删除资源

 
● 冻结账户与资源的影响

在冻结客户账号的基础上，客户资源被冻结并进入保留期。在保留期内客户不能
访问及使用冻结状态的云服务资源，但相应云服务资源及存储在云服务中的数据
会被系统保留，冻结状态下相应资源不计费。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冻结账号”，进入冻结账号与资
源页面。

步骤5 选择冻结范围。

● 仅冻结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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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账户与资源：在冻结账户的基础上，冻结按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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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输入“冻结原因”。

步骤7 单击“确认”。

系统提示冻结账号成功的信息。

说明

●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 客户账号冻结后，合作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解冻账号”为客户解冻账号。

----结束

8.3.3.1.6 解冻客户账号

客户账号冻结后，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解冻账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解冻账号”，进入解冻账号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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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输入“解冻原因”，单击“获取邮箱验证码”。单击确认。系统提示解冻账号成功的
系统提示。

说明

如果伙伴已开启验证码验证，则需要输入验证码验证身份。

----结束

8.3.3.1.7 查看客户资源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指定客户所购买的按需资源详情、包年/包月资源和预留实例详情。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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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管理”页面，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查看资源”，进入
资源管理页面。

步骤5 查看客户购买的资源详情。

● 查看包年/包月资源详情

在“包年/包月资源”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客户的所有包年/包月资源记录。

– 单击 ，可以查看资源的产品实例信息和开通信息。

– 单击 ，可以查看资源的关联资源。

● 查看按需资源详情

在“按需资源”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客户的所有按需资源记录。

说明

● 查看预留实例详情

在“预留实例”页面，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需要查看的资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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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8.3.3.1.8 申请客户授权

合作伙伴对客户代客下单运维的权限，需要同时获得您的总经销商和客户的授权，如
想申请客户授权请先联系总经销商获取权限。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申请客户授权”。

步骤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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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提示已给客户发送授权申请。客户可以在“账号中心”的“我的合作伙伴”页面
管理客户授权申请。

----结束

8.3.3.1.9 代客户下单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代转售类客户下单购买包年/包月资源、按需资源。

说明

当前支持伙伴代客户下单的云服务包括：弹性云服务器、云硬盘和弹性公网IP。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为转售模式客户代下单前，需要获得客户授权。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转售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下单”。

步骤5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

步骤6 在选择服务页面，选择云服务，并根据页面提示完成下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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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代客下单时，会由伙伴账号切换为客户账号，若需要切换回伙伴账号，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
框中的“切换角色”即可。

----结束

其他操作

伙伴代客下单后，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页面查看代客户下单的包年/包月订
单；也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单击“更多 > 查看资源”，查看代客户
开通的按需资源。

8.3.3.1.10 代客运维

合作伙伴可以在伙伴中心代转售类客户进行资源运维。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代转售模式客户维护资源前，需要获得客户授权。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转售客户记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代客运维”。

步骤5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

步骤6 在控制台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完成资源运维操作。

说明

代客运维时，会由伙伴账号切换为客户账号，若需要切换回伙伴账号，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
框中的“切换角色”即可。

----结束

8.3.3.1.11 为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伙伴可以给为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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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客户通过客户经理发送的邀请邮件、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关联为伙伴子客户，那么该客户关
联后归属于客户经理，伙伴无需再为该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操作影响

分配客户经理后，客户经理可以管理该客户，可以查看管理期间该客户的消费记录，
管理期间该客户产生的消费和业绩也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客户后，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分配客户经理”，进入分
配客户经理页面，单击“下一步”。

步骤5 选择客户经理，单击“确定”。

步骤6 系统提示成功为客户分配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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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也可以在“客户列表”中勾选多个客户，单击“批量分配客户经理”，同时为多个客户分配客
户经理。

----结束

8.3.3.2 客户拓展

8.3.3.2.1 报备客户

报备客户是华为云为经销商提供的一种预先登记客户，抢占客户拓展先机的机制，以
防止伙伴间、伙伴与华为云间的客户拓展冲突。

合作伙伴可以报备客户，报备通过后，在报备有效期内，合作伙伴须发送邀请链接给
客户进行注册、关联。客户收到邀请链接后，可自助完成注册、关联。

合作伙伴可以在线给报备客户发送邮件邀请，也可以根据系统生成的邀请链接或者二
维码，通过线下的方式（例如：邮箱）将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发送给其报备客户，邀
请其注册和关联。

注意事项
● 以下客户伙伴不可以报备：

– 中国站注册的客户；

– 已关联伙伴的客户；

– 已被其他伙伴报备的客户；

– 已经与华为云签约合同的客户；

– 存在现金消费记录且未被华为云直销团队报备的客户。

● 以下客户伙伴可以申请人工审核报备：

– 注册时间超过7天或者存在现金消费且已被华为云直销团队报备的客户；

– 客户的注册国家与伙伴的注册国家不一致的客户；

– 已经归属华为线上销售团队的客户；

● “待审核”和“已报备”的客户之和最多为100个。满了100个后，不可以继续报
备客户。

● 报备有效期为15天，有效期内其他伙伴不可以重复报备潜在客户；过期后，报备
失效，所有合作伙伴都可以报备该客户。

● 若合作伙伴在伙伴中心没有预留手机号码和邮箱，则无法报备客户。需要伙伴前
往合作伙伴中心“账号管理 > 基本信息”的“个人资料”页面增加手机号码或者
邮箱后再报备客户。

● 伙伴报备时请认真填写报备的邮箱，确保报备的邮箱跟客户账号注册的邮箱一
致。

● 若客户不符合直接报备条件，合作伙伴需要申请人工审核报备时，审核将在2个工
作日内完成。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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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在“线上拓展”页签，单击“报备客户”。

进入“报备客户”页面。

步骤5 输入客户全称、手机号等信息后，单击“确认”。

系统提示报备成功信息。

步骤6 （可选）若客户不符合直接报备条件，合作伙伴需要申请人工审核报备。

1.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继续申请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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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继续申请报备”页面，填写可能带来的新增消费数据以及与客户沟通的过
程，包括项目详情、客户账号等信息，单击“提交申请”。

----结束

其他操作

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单个客户；也可勾选多个客户后，单击客
户列表上方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客户。

说明

● 不支持删除“待审核”和“已关联”状态的客户。

● 删除“已报备”状态的客户后，该客户报备失效。

8.3.3.2.2 线上邀请报备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给“已报备”客户在线发送邮件，邀请其完成关联。

说明

报备状态为“未报备”的客户即为伙伴原先录入的客户。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在给“已报备”客户发送邀请邮件之前，需要先报备客户，具体操作请参见
报备客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在客户列表中，选择一条客户信息，单击“操作”列的“邀请”。

说明

伙伴也可以勾选多个客户后，单击“批量邀请”，同时给多个客户发送邀请邮件。

步骤5 在“邀请”页面，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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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关联类型：

转售：客户和合作伙伴签约，合作伙伴负责客户相关的合同、计费、账单、发票和支持服
务，客户向合作伙伴付款。

● 邀请链接存在有效期，请根据页面提示，提醒客户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完成注册。

● 单击“预览邮件内容”可查看给被邀请的客户发送的邮件内容。

系统自动给被邀请客户发送邀请邮件，客户收到邮件后，单击邮件中的链接进行注册
和关联，具体操作请参见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

----结束

8.3.3.2.3 线下邀请报备客户

合作伙伴除了在线给报备客户发送邮件邀请，也可以根据系统生成的邀请链接或者二
维码，通过线下的方式（例如：邮箱）将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发送给其报备客户，邀
请其注册和关联。

注意事项
● 伙伴管理员以及操作员进入线下拓展页面，查看的邀请链接和二维码中均携带自

定义标签，且自定义标签为当前登录客户的账号名。

● 具有分配客户权限的客户经理以及客户经理主管，使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线下邀
请客户，客户关联成功后将自动分配给相应的客户经理及客户经理主管。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线下拓展”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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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获取邀请链接及二维码。

伙伴可使用通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也可以生成自定义邀请链接及二维码，或者活动
链接邀请报备客户。

客户收到邀请后，单击邀请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和关联，具体操作请参见如
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

说明

● 生成自定义邀请链接及二维码时，需要设置自定义标签，用于标识通过该链接注册并关联的
客户。伙伴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的“客户列表”中查看客户的自定义标签。

● 伙伴不需要给客户生成自定义标签时，可以使用通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

● 伙伴通过活动邀请生成的邀请链接和二维码，有效期会根据具体活动而定，伙伴需要留意活
动时间并提醒客户在活动有效期内完成注册。

● 使用通用邀请链接及二维码邀请报备客户

a. 选择“通用邀请链接”页签。

b. 单击“邀请链接”后的“复制”或者单击“二维码”图片上的“点击下
载”，获取邀请链接或二维码，并通过线下方式（例如：邮件）发送给报备
客户。

● 使用自定义邀请链接及二维码邀请报备客户

a. 选择“自定义邀请链接”页签。

b. 设置“自定义标签”，单击“生成邀请链接及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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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系统弹出的“生成邀请链接和二维码”页面，单击“邀请链接”后的“复
制”或者单击“二维码”图片上的“点击下载”，获取邀请链接或二维码，
并通过线下方式（例如：邮件）发送给报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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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合作伙伴可以单击“生成记录”，查看已经生成的自定义链接，还可以直接将历史记
录中的链接或二维码发送给报备客户。

● 使用专属活动链接邀请报备客户

当前暂无可参与推广的活动。

----结束

8.3.3.2.4 管理已邀请客户

合作伙伴给客户发送关联邀请后，可以在伙伴中心查看客户关联状态，管理已邀请客
户。

针对关联状态为“关联失败”的客户，将鼠标悬浮于“关联失败”后的 ，可以查看
关联失败的原因。

关联失败的原因及操作提示

提示说明 伙伴操作

系统繁忙，请稍后重试！ 请联系客服处理。

邀请链接不存在。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邀请链接已失效。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邀请码已被使用。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邀请链接已被使用。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预付费伙伴无法以转售模式拓展子客
户。

建议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客户已被其他伙伴报备，无法关联伙
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已是合作伙伴或者正在申请成为合
作伙伴，无法成为伙伴子客户。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已关联其他伙伴，无法再次关联。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有特殊合同，无法关联伙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是华为内部账号，无法关联伙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关联伙伴。

客户作为企业主账号，无法以转售模式
关联伙伴。

该状况客户无法以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客户作为企业子账号，无法关联成为伙
伴的转售子客户，如果想继续关联，请
先解除和企业主账号的关联。

该状况客户无法以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客户有消费记录，无法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提工单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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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说明 伙伴操作

当前充值账户有余额，并且欠票金额大
于限定值，无法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提工单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
联。

客户注册时间超过限制，无法关联伙
伴。

提醒客户提工单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
联。

客户已欠费，无法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充值还款后再提工单或者联系
客服进行关联。

客户的信用账户已出账、且有欠款，无
法以转售模式关联伙伴。

提醒客户偿还所有账期欠款后再提工单
或者联系客服进行关联。

 

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若报备客户未及时进行关联，链接过期失效后，合作伙伴需要重新发送邀请邮件。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拓展记录”页签。

步骤5 筛选“状态”为“已失效”的客户，单击客户记录“操作”列“重发邀请”。

说明

伙伴也可以勾选多个客户后，单击客户列表上方的“重发邀请”，批量重发邀请。

步骤6 在系统弹出的“重发邀请”对话框中，确认客户信息，单击“确定”。

----结束

查看已邀请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在“拓展记录”页面，查看已经收到邀请邮件的客户和已经接受线下邀
请并完成注册关联的客户。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拓展记录”页签。

步骤5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看的已邀请客户记录。

伙伴可以根据客户名称，账号名称，自定义标签，邮箱，邀请方式，状态查询已邀请
客户记录。

步骤6 单击 ，可以查看已邀请客户详细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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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已邀请客户

合作伙伴可以导出所有的已邀请客户记录。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步骤4 选择“拓展记录”页签。

步骤5 单击“全部导出”，导出所有的已邀请客户记录。

----结束

8.3.3.3 客户消费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所有客户的消费情况并导出客户的消费清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步骤4 根据需要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的消费情况。

伙伴可以根据“账期”、“客户名称”、“客户经理姓名”查询客户的消费情况。

步骤5 导出客户消费清单。

● 导出消费明细

a. 单击“导出 > 导出消费明细”，系统弹出“导出消费明细”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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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消费明细弹框中，填写明细信息，单击“导出”。

c. 系统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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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8.3.3.4 为客户经理分配客户

伙伴可以分配客户给客户经理，查看已分配的客户列表，收回已分配的客户。

拥有权限的客户经理，可以在“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页面，查看伙伴为其分配的所
有子客户。

分配客户后，客户经理可以管理该客户，可以查看管理期间该客户的消费记录，管理
期间该客户产生的消费和业绩也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分配”。

进入“客户分配”页面。

说明

如果“客户分配”页面无客户经理可选，可以在“账号管理 > 组织管理 > 创建人员”页面新增
客户经理，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增组织人员。

步骤4 单击“操作”列的“分配客户”。

进入“分配客户”页面。

步骤5 单击“选择客户”。

步骤6 在系统弹出的“选择客户”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分配给该客户经理的客户，单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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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选择客户时，不可以选择已经分配给客户经理的客户。可以勾选对话框上方的“只显示未分配客
户”，显示所有未分配的客户。

步骤7 在客户列表中确认添加的客户无误后，单击“确定”。

步骤8 页面提示“分配客户成功！”。

说明

伙伴可以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已添加的客户。

----结束

其他操作

● 查看客户列表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客户列表”，在“查看客户列表”页面，可以查看伙伴
客户经理信息以及已经为该客户经理分配的客户信息。

● 收回客户

收回客户后，客户不再归属于该客户经理管理，后续客户产生的消费和业绩也不
再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 单个收回客户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客户列表”，在“查看客户列表”页面，单击“操
作”列的“收回客户”，在系统弹出的“收回客户”页面，单击“确定”。

– 批量收回客户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客户列表”，在“查看客户列表”页面，勾选需要
收回的客户，单击“批量回收客户”，在系统弹出的“收回客户”页面，单
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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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收回客户并非立即生效，将在下月1日(北京时间GMT+08:00)开始正式生效。期间客户产生
的消费，仍归属于当前客户经理。

8.3.3.5 客户订单管理

8.3.3.5.1 查看客户订单

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名下客户的所有订单。

说明

合作伙伴的业务员只能查看其名下客户的订单。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

步骤4 设置查询条件，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订单。

伙伴可以根据“客户名称”、“订单号”、“产品类型”查询客户订单。

● 单击“操作”列的“详情”，可以查看订单的详情信息。

步骤5 导出客户订单。

● 导出当前客户订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导出全部客户订单

单击“导出 > 导出全部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a.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b.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客户订
单。

----结束

8.3.4 运营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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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客户相关统计信息，包括客户数量统计、新增关联客户、客户信息
分析、解除关联客户、贡献收入统计等。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客户看板”。

● 选择“总览”页签。

– 在客户数量统计区域，可以查看对应权限内的客户总数、关联次数、本月消
费客户数。

– 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信息。

在“客户数量”区域，可以查看全年的客户数量趋势图。

在“消费客户数”区域，可以按月查看有现金消费和其他消费的客户数量统
计。

● 选择“客户关联信息”页签，单击“选择主管/客户经理”，筛选出待查看的客户
信息。

– 在“关联客户”区域，可以查看近一年客户与合作伙伴建立关联和解除关联
行为的次数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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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户关联记录”区域，可以根据“关联类型”、“操作类型”和“操作
时间”设置查询条件，查看客户关联信息。

● 选择“消费客户信息”页签，可以查看全年的首购客户趋势图和复购客户趋势
图。

– 首购客户趋势图

– 复购客户趋势图

----结束

8.3.4.2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

合作伙伴可以查看客户的消费总览、费用走势和费用分布。

注意事项

客户经理查看客户的消费统计信息时，新分配的客户的消费数据从此客户被分配给该
客户经理当月的第一天开始算起（如某客户8月10日被分配给客户经理，则该客户从8
月1日开始的消费均归属于该客户经理）。

如需了解消费统计规则，可单击这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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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运营看板 > 消费看板”。

● 选择“总览”页签，选择消费时间，输入客户经理姓名或者客户账号名，可查看
对应的消费趋势图以及应付金额和实付金额。

导出客户消费数据。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 选择“费用走势”页签，根据消费时间和分组依据（“产品类型”、“计费模
式”、“关联类型”、“客户经理”和“客户账号”）查询客户的费用走势图以
及详细的费用列表，还可在右侧“筛选器”及“高级选项”区域设置查询条件进
行过滤。

导出详细的费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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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 单击“费用分布”页签，根据消费时间和分组依据（“产品类型”、“计费模
式”、“关联类型”、“客户经理”和“客户账号”）查询客户的费用分布图及
详细的费用列表，还可在右侧“筛选器”及“高级选项”区域设置查询条件进行
过滤。

导出详细的费用列表。

– 导出当前记录

单击“导出 > 导出当前记录”，页面提示“导出任务创建成功”。

– 查看导出记录

i. 单击“导出 > 查看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ii. 单击“操作”列的“下载”，下载并查看导出状态为“已完成”的消费
数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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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9.1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
客户线下联系合作伙伴，获取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通过复制链接到浏览器或者扫描
二维码，完成注册和关联合作伙伴。

说明

客户转售模式关联合作伙伴时，关联成功后，客户账户会自动处于冻结状态，冻结状态下客户无
法新购、续订、变更资源，也无法正常使用资源。客户需要联系合作伙伴为其设置月度预算并且
解除账号冻结，才能正常运行业务。

注意事项

● 以下客户不能关联合作伙伴：

– 客户在中国站注册；

– 客户已关联其他合作伙伴；

– 客户已与华为云签署指定合同（线下直签合同、电销授权合同折扣、直签特
价商务）等；

– 客户注册时间超过7天或者存在现金消费不能直接关联合作伙伴，需要先联系
合作伙伴完成报备后再关联。

– 客户账号存在未结清账单，客户可充值还款结清账单后再关联伙伴。

● 以下客户不能以转售模式关联合作伙伴：

– 客户已与华为云签署专业服务合同；

– 客户存在未失效预留实例；

– 客户账号为企业子账号；

– 客户账号为已关联企业子账号的企业主账号。

● 客户以转售模式关联合作伙伴时，代金券处理规则如下：

– 客户名下的代金券仅可用于抵扣关联合作伙伴前的消费。

● 若邀请的客户已开通资源，与您关联成转售模式后，客户的消费会产生伙伴账
单，如需限制客户继续产生费用，可以通过冻结客户账号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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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单击合作伙伴发送的邀请链接或者使用手机扫描合作伙伴发送的二维码。

步骤2 阅读《客户关联华为云合作伙伴须知》，并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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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仅关联合作伙伴成为转售模式客户需要执行此步骤。

● 当合作伙伴线下邀请您成为转售模式客户时，如需使用已有账号关联伙伴，请联系伙伴重新
发送线上邀请链接。

● 如果想为伙伴授予代客下单、代客运维权限，可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用户授权
书》”。也可后续单独如何管理授权申请，不影响当前的关联流程。

步骤3 关联合作伙伴。

● 注册新的华为云账号并关联。

a. 单击“注册并关联”，进入注册账号页面。

b. 选择国家/地区，设置密码、邮箱等信息后，获取并输入邮箱验证码，单击
“注册”。

● 使用已注册的华为云账号关联。

a. 单击“已有账号，登录后关联”。

b. 在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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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用户协议》、《隐私政策说明》以及《客户关联华为
云合作伙伴须知》。若不同意，可点击取消开通华为云。”后，单击“开通并下一
步”，成功开通华为云后方可关联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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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如何取消/解除关联合作伙伴

说明

● 对于转售模式的客户，以下情况不可直接申请解除关联关系：

● 客户关联了企业主账号或企业子账号，需要先解除与企业主账号或企业子账号的关联关
系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系。

● 客户账户有欠款，需要先联系合作伙伴申请调大信用限额抵消欠款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
系。

● 客户存在未失效预留实例或合作伙伴支持计划产品，需要先退订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
系。

● 客户尚未设置币种，需要前往账号中心设置币种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系。

9.2.1 转售模式如何取消/解除关联合作伙伴
转售模式下，客户可以在账号中心申请与合作伙伴解除关联。

说明

1. 为避免频繁切换合作伙伴关联关系，客户在3个月内仅可以提交一次解除关联的申请。

2. 客户账号下有待合作伙伴支付的订单，需要先取消订单或者联系合作伙伴支付后再申请解除
关联关系。

3. 对于转售模式的客户，以下情况不可直接申请解除关联关系：

● 客户关联了企业主账号或企业子账号，需要先解除与企业主账号或企业子账号的关联关
系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系。

● 客户账户有欠款，需要先联系合作伙伴申请调大信用限额抵消欠款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
系。

● 客户存在未失效预留实例或合作伙伴支持计划产品，需要先退订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
系。

● 客户尚未设置币种，需要前往账号中心设置币种后再申请解除关联关系

操作步骤

步骤1 进入“我的合作伙伴”页面。

步骤2 单击页面下方的“更多操作 > 解除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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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还可以单击“操作日志”，查看你与合作伙伴关联关系的操作记录。

步骤3 如果账号检查通过，在注意事项页面勾选“我已了解以上注意事项并确认解除关联”
后，单击“解除关联”。

说明

如果账号检查不通过，请根据界面显示的状态及提示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可重新进行账号检
查。

步骤4 输入“短信验证码”后单击“确定”。

系统提示您与合作伙伴解除关联的申请已提交成功。在您的伙伴处理完成后，会第一
时间通知您处理结果，请耐心等待。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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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操作

客户可以在“账号中心 > 我的合作伙伴”页面，单击页面上方的“立即处理”，在系
统弹框中输入验证码后，单击“确定”，处理合作伙伴发起的解除关联的申请。

9.3 如何充值到华为云账户
顾问销售类客户的华为云账户余额不足时，可以通过平台支付方式进行充值。

转售类客户接受合作伙伴设置月度预算的账户预算不足时，需要线下联系合作伙伴，
由合作伙伴调整预算。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客户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费用中心”。

步骤3 单击这里查看如何给华为云账户充值。

----结束

9.4 如何使用伙伴授予折扣

9.4.1 如何查看折扣

顾问销售类客户可以查看合作伙伴授予的折扣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客户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费用中心”，进入费用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优惠与折扣 > 商务折扣”，进入“商务折扣”页面。

步骤4 选择“伙伴授予折扣”页签，查看合作伙伴授予的折扣信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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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如何使用折扣

顾问销售类客户在支付订单时，可以选择使用伙伴授予的折扣。伙伴折扣基于官网价
进行打折。

注意事项

● 伙伴授予折扣目前适用于标准产品和优惠产品，针对这两类产品伙伴可授予的折
扣范围不同。

– 标准产品：指华为云网站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所列的按需实例（产品）的按需/包月/ 1年期预留实例（产品）、普通1年包
周期产品。

– 优惠产品：指华为云网站（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所列的各类促销实例（产品）、竞价实例、3年期预留实例（产品）、云专
线。

不适用伙伴授予折扣的产品如下：

– 竞价实例

– 云商店产品

详细的适用产品清单可在伙伴中心“销售管理 > 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页面查
看。

● 合作伙伴折扣不能和商务优惠（特价合同折扣）、促销折扣、合作伙伴调价优惠
同时使用。

说明

若伙伴已为子客户设置了订单折扣，子客户支付订单时，不可再使用其他折扣优惠。

操作步骤

支付订单时，根据界面提示，选择“伙伴授予折扣”完成支付操作。

后续操作

客户单击已完成订单的“详情”，可以查看该订单使用伙伴授予折扣扣减的费用情
况。

9.5 如何购买华为云产品

操作步骤

以购买“弹性云服务器”为例：

步骤1 进入“产品”页面。

步骤2 选择“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3 单击产品简介页面的“立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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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设置购买产品信息后，单击“立即购买”。

步骤5 确定订单信息后，单击“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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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在“支付”页面，设置订单的支付方式，根据界面提示完成支付操作。

----结束

9.6 如何管理授权申请
合作伙伴代转售模式客户操作前，需要获得客户授权。转售模式客户可以在“账号中
心 > 我的合作伙伴”页面管理合作伙伴提交的授权申请。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客户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账号中心”，进入账号中心。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我的合作伙伴”。

步骤4 选择“授权管理”页签。

步骤5 单击“处理授权”。

步骤6 勾选“我阅读并同意《华为云用户授权书》”，单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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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弹框中输入验证码后，单击“确定”。

说明

授权成功后，建议您立即开通云审计服务，以便查看合作伙伴操作资源的记录。

----结束

后续操作

步骤1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我的合作伙伴”。

步骤2 选择“授权管理”页签。

步骤3 如果想收回权限，单击“取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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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输入“取消原因”和验证码，可以取消合作伙伴代下单授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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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题求助和反馈

合作伙伴遇到问题需要求助或者反馈时，可以提交工单，联系华为云的售前或者售后
服务人员，或者直接联系当地的华为云生态经理。

问题求助和反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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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

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鼠标悬浮于页面右上角的“工单”，单击“新建工单”。

步骤4 在“新建工单”页面，选择产品为“合作伙伴”，单击“提问”。

步骤5 选择“问题类型”，进行提问。

----结束

其他操作

除了提交工单，您还可以联系华为云的售前或者售后服务人员，具体联系方式请参见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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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查看资料库

合作伙伴加入伙伴计划后，可以在资料库中查看并下载伙伴政策、产品与解决方案、
业务支持相关的文档。

前提条件

合作伙伴已经加入伙伴计划。

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合作伙伴账号登录华为云。

步骤2 单击页面右上角账号下拉框中的“伙伴中心”，进入伙伴中心。

步骤3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服务支持 > 资料库”。

步骤4 伙伴可以根据分类、格式或更新日期查询文档。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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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12.1 HCPN 协议

12.1.1 Huawei Cloud Partner Network Certification
Agreement

国际站目前未提供中文版Huawei Cloud Partner Network Certification Agreement，
请您查看英文版Huawei Cloud Partner Network Certification Agreement，详情请
见：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declaration-sg/hcpn_ca.html

12.1.2 Huawei Cloud Solution Provider Cooperation
Agreement

国际站目前未提供中文版Huawei Cloud Solution Provider Cooperation Agreement，
请您查看英文版Huawei Cloud Solution Provider Cooperation Agreement，详情请
见：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declaration-sg/spca.html

12.2 HCPN 徽标使用指引
如需下载此使用指引，可以单击HCPN徽标使用指引下载。

一、定义

HCPN合作伙伴徽标是华为云授予合作伙伴的一种身份标记，清晰地展现HCPN合作伙
伴的身份、级别及所在专业领域，帮助客户识别HCPN合作伙伴，帮助合作伙伴进行
HCPN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产品及服务推广。

二、使用资格

只有符合条件并通过华为审批的合作伙伴会被授予HCPN合作伙伴徽标，合作伙伴依据
HCPN在线协议条款，将享有非排他性、不可转让、全球范围、免版税许可授权，能够
在他们的网站或广告营销材料中单独展现最新版本的HCPN徽标，以彰显该伙伴与华为
云的合作伙伴身份。

徽标示例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12 附录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1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declaration-sg/hcpn_ca.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declaration-sg/spca.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bpconsole/resource/HCPN_Badge_Usage_Guide.pdf


三、适用范围

本使用指引适用于被授予并希望使用HCPN徽标的全球合作伙伴（不含中国区）。在使
用HCPN徽标时，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必须遵循本使用指引，同时还须遵循《华为云品牌
VI规范手册》的要求。在您不确定这些要求是否适用于您的具体商业案例时，请联系
您的华为云合作经理以获得帮助。

四、HCPN徽标使用须知

1. 合作伙伴必须依据《HCPN CERTIFICATION AGREEMENT》在线协议的相关条款
使用HCPN徽标。

2. HCPN徽标的使用场景

合作伙伴官网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使用HCPN徽标来推广与其加入HCPN
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线上广告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使用HCPN徽标来推广与其加入HCPN
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品牌广告物料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品牌广告营销物料中使用HCPN徽标
来展示他们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
保证HCPN徽标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营销物料包括但不
限于：手册、传单、数据/销售表、白皮书、案例研究或活动促
销等。

活动投放/展览展
示物料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活动投放物料中使用HCPN徽标来展
示他们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保证
HCPN徽标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活动投放/展览展示物
料包括但不限于：展台图形，Session演示、Demo演示、功能
架构演示，或任何纸质或电子化营销资料。

电子邮件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名片中使用HCPN徽标来展示他们的
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保证HCPN徽标
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

合作伙伴名片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名片中使用HCPN徽标来展示他们的
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保证HCPN徽标
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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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媒体广告 受限使用。户外广告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广告、户外大牌、机
场广告、Print广告及电视广告的物料。合作伙伴需要在户外广
告使用HCPN徽标来展示他们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
算的，请通过您的合作生态经理向华为云提交审核申请。

社交媒体 不允许使用。

促销物品 不允许使用。

 

3. 合作伙伴使用HCPN徽标时，必须保证HCPN徽标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不允许拆解
徽标的元素（比如华为LOGO）单独使用。

4. 请聚焦您自己的公司及产品，HCPN徽标不应喧宾夺主，与您的徽标并列或比您的
徽标更突出。在任何宣传活动中，您的公司是所有宣传内容的主体，所有的宣传
内容都必须明确由您的公司发出的，而不是华为或华为云。此外，不得在任何电
子邮件主题、直邮材料封面提及华为或华为云。

5. HCPN的徽标授予范围仅限于您加入的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合作内容，合作伙伴必
须秉承实事求是原则，在任何场景下不夸大与华为的合作内容、合作范围和合作
层级。在使用 HCPN徽标时，您不应暗示您与华为有超出合作伙伴计划之外的合
作关系，或者华为或华为云是您的促销活动的赞助方。

6. 在使用华为云品牌和/或HCPN标志时，合作伙伴不得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或损害华
为或华为云声誉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贬低华为或华为云的产品、服务或其合作
伙伴。

7. HCPN徽标样式组合规范

8. 您有义务在下载HCPN徽标时，登记您将发布的所有网址链接、广告及营销物料，
我们可能不定期随机地审核客户材料，以确保符合本使用指引及华为和华为云品
牌管理规范的要求。

9. 华为云保有自行决定修改HCPN合作伙伴徽标使用方针的权利，以及保留针对任何
未经允许或与要求不符合的使用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12.3 HCPN 徽标使用指引（新）
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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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N合作伙伴徽标是华为云授予合作伙伴的一种身份标记，清晰地展现HCPN合作伙
伴的身份、级别及所在专业领域，帮助客户识别HCPN合作伙伴，帮助合作伙伴进行
HCPN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产品及服务推广。

二、使用资格

只有符合条件并通过华为审批的合作伙伴会被授予HCPN合作伙伴徽标，合作伙伴依据
HCPN在线协议条款，将享有非排他性、不可转让、全球范围、免版税许可授权，能够
在他们的网站或广告营销材料中单独展现最新版本的HCPN徽标，以彰显该伙伴与华为
云的合作伙伴身份。

徽标示例

三、适用范围

本使用指引适用于被授予并希望使用HCPN徽标的全球合作伙伴（不含中国区）。在使
用HCPN徽标时，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必须遵循本使用指引，同时还须遵循《华为云品牌
VI规范手册》的要求。在您不确定这些要求是否适用于您的具体商业案例时，请联系
您的华为云合作经理以获得帮助。

四、HCPN徽标使用须知

1. 合作伙伴必须依据《HCPN CERTIFICATION AGREEMENT》在线协议的相关条款
使用HCPN徽标。

2. HCPN徽标的使用场景

合作伙伴官网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使用HCPN徽标来推广与其加入HCPN
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线上广告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使用HCPN徽标来推广与其加入HCPN
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品牌广告物料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品牌广告营销物料中使用HCPN徽标
来展示他们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
保证HCPN徽标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营销物料包括但不
限于：手册、传单、数据/销售表、白皮书、案例研究或活动促
销等。

活动投放/展览展
示物料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活动投放物料中使用HCPN徽标来展
示他们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保证
HCPN徽标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活动投放/展览展示物
料包括但不限于：展台图形，Session演示、Demo演示、功能
架构演示，或任何纸质或电子化营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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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名片中使用HCPN徽标来展示他们的
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保证HCPN徽标
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

合作伙伴名片 允许使用。合作伙伴可以在名片中使用HCPN徽标来展示他们的
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算的，使用时须保证HCPN徽标
的完整性，不允许拆解使用。

户外/媒体广告 受限使用。户外广告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广告、户外大牌、机
场广告、Print广告及电视广告的物料。合作伙伴需要在户外广
告使用HCPN徽标来展示他们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是基于华为云计
算的，请通过您的合作生态经理向华为云提交审核申请。

社交媒体 不允许使用。

促销物品 不允许使用。

 

3. 合作伙伴使用HCPN徽标时，必须保证HCPN徽标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不允许拆解
徽标的元素（比如华为LOGO）单独使用。

4. 请聚焦您自己的公司及产品，HCPN徽标不应喧宾夺主，与您的徽标并列或比您的
徽标更突出。在任何宣传活动中，您的公司是所有宣传内容的主体，所有的宣传
内容都必须明确由您的公司发出的，而不是华为或华为云。此外，不得在任何电
子邮件主题、直邮材料封面提及华为或华为云。

5. HCPN的徽标授予范围仅限于您加入的合作伙伴计划相关的合作内容，合作伙伴必
须秉承实事求是原则，在任何场景下不夸大与华为的合作内容、合作范围和合作
层级。在使用 HCPN徽标时，您不应暗示您与华为有超出合作伙伴计划之外的合
作关系，或者华为或华为云是您的促销活动的赞助方。

6. 在使用华为云品牌和/或HCPN标志时，合作伙伴不得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或损害华
为或华为云声誉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贬低华为或华为云的产品、服务或其合作
伙伴。

7. HCPN徽标样式组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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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有义务在下载HCPN徽标时，登记您将发布的所有网址链接、广告及营销物料，
我们可能不定期随机地审核客户材料，以确保符合本使用指引及华为和华为云品
牌管理规范的要求。

9. 华为云保有自行决定修改HCPN合作伙伴徽标使用方针的权利，以及保留针对任何
未经允许或与要求不符合的使用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12.4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使用指引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使用指引

一、 适用范围

本使用指引适用于已获得能力认证徽章授权的合作伙伴。

二、 定义

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是华为云授予合作伙伴的能力认证标记，使伙伴在面向市场和
客户拓展时，直观展现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综合能力等多方面的专业技能和成功经
验。

能力认证徽章示例

三、 使用资格

只有符合《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计划》规定要求，并通过华为云审批的合作伙伴才被
授予能力认证徽章。合作伙伴对能力认证徽章享有在限定区域内、非排他性、不可转
让、有限的一般使用的许可授权。

四、 能力认证徽章使用须知

1. 合作伙伴必须依据《华为云合作伙伴认证协议》的相关条款及本指引相关要求，
使用能力认证徽章，如果对使用资格和要求存有疑议，请联系接口的华为云合作
伙伴经理寻求指导。

2. 合作伙伴使用能力认证徽章时，必须保证徽章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不允许拆解、
变换徽章的元素单独使用，不允许改变徽章的比例，必须遵循：《能力认证徽章
授权使用规范》。

能力认证徽章使用规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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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伙伴使用能力认证徽章辅助宣传本公司及产品时，应注意聚焦自己的公司及
产品，能力认证徽章不应喧宾夺主，故意突出能力认证徽章。在任何宣传活动
中，合作伙伴应明确所有的宣传行为是合作伙伴自己的行为，与华为云无关，由
合作伙伴承担宣传行为的一切后果。未经华为云事前书面授权，合作伙伴不得使
用 “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的品牌、名称及商标。

4. 合作伙伴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规定、华为云授权的能力标签内容及范围使用能力认
证徽章。合作伙伴在任何场景下不得夸大与华为云的合作内容、合作范围和合作
层级，更不能向第三方明示或暗示与华为云有超出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计划之外
的合作关系，如： “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是合作伙伴的促销活动赞助方等等。

5. 在使用能力认证徽章时，合作伙伴不得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或损害 “华为云”及其
关联公司声誉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贬低 “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的产品、服务
或其合作伙伴，否则华为云有权立即取消对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的授予并要求
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 合作伙伴须遵从如下规定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合作伙伴官网 若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合作伙伴可在授权范围内使用能力认证
徽章：

1. 合作伙伴的官网内容、营销物料、展览展示物料等须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确保在该等物料上使用能力认证徽章，不会导
致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可能遭受任何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2. 合作伙伴仅能在自身的官网、营销物料、展览展示物料合法
使用能力认证徽章，不得在任何第三方或者他方的官网、物
料、宣传活动或者营销素材里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3. HCPN合作伙伴可以使用华为云能力认证徽章，向伙伴的客
户展现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综合能力等多方面的专业技能
和成功经验，获得客户的认可。 但是华为云能力认证徽章
和HCPN合作伙伴徽章二者不得同时使用，合作伙伴需参考
《能力认证徽章授权使用规范》使用。
需注意不要将能力认证徽章与您的标志并排使用或位于您
LOGO的上方。

合作伙伴营销物料

合作伙伴的展览展
示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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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的营销邮
件

若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合作伙伴可在营销邮件内使用能力认证
徽章：

1. 合作伙伴的营销邮件内容以及电子邮件营销活动及其方式须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确保在该等物料上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不会导致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可能遭受任何负面影响或者损
失；

2. 合作伙伴仅能在自身的营销邮件合法使用能力认证徽章，不
得在任何第三方或者他方的营销邮件里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3. 合作伙伴需参考《能力认证徽章授权使用规范。》
需注意不可用于邮件签名中

线下广告/线上广
告

受限使用（合作伙伴不得使用能力认证徽章除非获得华为云的
事前明确授权）。线下广告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广告、户外大
牌、机场广告、Print广告及电视广告的物料。线上广告包括但
不限于：信息流、SEM、APP开屏广告等。使用前请通过您的
合作经理向华为云提交审核申请。

社交媒体 不允许使用。不得使用华为云能力认证徽章或者HCPN合作伙
伴徽章作为伙伴社交媒体的头像或标识。如需在用在社交媒体
上推广的营销资料，合作伙伴需遵从本指引有关规定使用。

促销物品 不允许使用。

如超出以上使用场景，请联系接口的华为云合作伙伴经理寻求指导。

 

7.华为云有权随时审核合作伙伴提交的有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即将发布的产品网址链
接、营销物料），以确保合作伙伴符合本使用指引及华为云品牌规范的要求。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由华为云进行解释和维护。

12.5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使用指引（新）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使用指引

一、 适用范围

本使用指引适用于已获得能力认证徽章授权的合作伙伴。

二、 定义

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是华为云授予合作伙伴的能力认证标记，使伙伴在面向市场和
客户拓展时，直观展现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综合能力等多方面的专业技能和成功经
验。

能力认证徽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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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资格

只有符合《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计划》规定要求，并通过华为云审批的合作伙伴才被
授予能力认证徽章。合作伙伴对能力认证徽章享有在限定区域内、非排他性、不可转
让、有限的一般使用的许可授权。

四、 能力认证徽章使用须知

1. 合作伙伴必须依据《华为云合作伙伴认证协议》的相关条款及本指引相关要求，
使用能力认证徽章，如果对使用资格和要求存有疑议，请联系接口的华为云合作
伙伴经理寻求指导。

2. 合作伙伴使用能力认证徽章时，必须保证徽章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不允许拆解、
变换徽章的元素单独使用，不允许改变徽章的比例，必须遵循：《能力认证徽章
授权使用规范》。

能力认证徽章使用规范示意

3. 合作伙伴使用能力认证徽章辅助宣传本公司及产品时，应注意聚焦自己的公司及
产品，能力认证徽章不应喧宾夺主，故意突出能力认证徽章。在任何宣传活动
中，合作伙伴应明确所有的宣传行为是合作伙伴自己的行为，与华为云无关，由
合作伙伴承担宣传行为的一切后果。未经华为云事前书面授权，合作伙伴不得使
用 “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的品牌、名称及商标。

4. 合作伙伴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规定、华为云授权的能力标签内容及范围使用能力认
证徽章。合作伙伴在任何场景下不得夸大与华为云的合作内容、合作范围和合作
层级，更不能向第三方明示或暗示与华为云有超出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计划之外
的合作关系，如： “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是合作伙伴的促销活动赞助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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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使用能力认证徽章时，合作伙伴不得进行任何可能影响或损害 “华为云”及其
关联公司声誉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贬低 “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的产品、服务
或其合作伙伴，否则华为云有权立即取消对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的授予并要求
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 合作伙伴须遵从如下规定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合作伙伴官网 若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合作伙伴可在授权范围内使用能力认证
徽章：

1. 合作伙伴的官网内容、营销物料、展览展示物料等须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确保在该等物料上使用能力认证徽章，不会导
致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可能遭受任何负面影响或者损失；

2. 合作伙伴仅能在自身的官网、营销物料、展览展示物料合法
使用能力认证徽章，不得在任何第三方或者他方的官网、物
料、宣传活动或者营销素材里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3. HCPN合作伙伴可以使用华为云能力认证徽章，向伙伴的客
户展现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综合能力等多方面的专业技能
和成功经验，获得客户的认可。 但是华为云能力认证徽章
和HCPN合作伙伴徽章二者不得同时使用，合作伙伴需参考
《能力认证徽章授权使用规范》使用。
需注意不要将能力认证徽章与您的标志并排使用或位于您
LOGO的上方。

合作伙伴营销物料

合作伙伴的展览展
示物料

合作伙伴的营销邮
件

若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合作伙伴可在营销邮件内使用能力认证
徽章：

1. 合作伙伴的营销邮件内容以及电子邮件营销活动及其方式须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确保在该等物料上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不会导致华为云及其关联公司可能遭受任何负面影响或者损
失；

2. 合作伙伴仅能在自身的营销邮件合法使用能力认证徽章，不
得在任何第三方或者他方的营销邮件里使用能力认证徽章；

3. 合作伙伴需参考《能力认证徽章授权使用规范。》
需注意不可用于邮件签名中

线下广告/线上广
告

受限使用（合作伙伴不得使用能力认证徽章除非获得华为云的
事前明确授权）。线下广告包括但不限于：地铁广告、户外大
牌、机场广告、Print广告及电视广告的物料。线上广告包括但
不限于：信息流、SEM、APP开屏广告等。使用前请通过您的
合作经理向华为云提交审核申请。

社交媒体 不允许使用。不得使用华为云能力认证徽章或者HCPN合作伙
伴徽章作为伙伴社交媒体的头像或标识。如需在用在社交媒体
上推广的营销资料，合作伙伴需遵从本指引有关规定使用。

促销物品 不允许使用。

如超出以上使用场景，请联系接口的华为云合作伙伴经理寻求指导。

 

7.华为云有权随时审核合作伙伴提交的有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即将发布的产品网址链
接、营销物料），以确保合作伙伴符合本使用指引及华为云品牌规范的要求。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由华为云进行解释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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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敏感操作
开启验证码验证功能后，在伙伴中心进行敏感操作时，将通过手机短信或者邮箱再次
确认操作者的身份，进一步提高账号安全性，有效保护您安全操作相关功能。

具体影响的敏感操作如下表所示：

伙伴类型 敏感操作

解决方案提供商 ● 冻结/解冻客户账号

● 为客户设置折扣

●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 为客户订单调价

● 客户消息接收设置

● 客户账单权限设置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 ● 冻结/解冻客户账号

● 为客户设置折扣

●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

● 为客户订单调价

● 客户消息接收设置

● 客户账单权限设置

 

12.7 伙伴计划证书说明

计划名称 是否有
证书

下载证书条件及如何下载

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 是 已加入伙伴计划，可在伙伴中心“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下载证书。

服务伙伴计划 是 已加入伙伴计划，可在伙伴中心“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下载证书。

SaaS伙伴计划 是 已加入伙伴计划，可在伙伴中心“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下载证书。

运营商伙伴计划 是 已加入伙伴计划，可在伙伴中心“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下载证书。

HMS生态扶持计划 是 已加入伙伴计划，可在伙伴中心“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下载证书。

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计划 是 已加入伙伴计划，可在伙伴中心“伙伴计划
> 已加入伙伴计划”页面下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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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伙伴计划外的其他伙伴计划暂无伙伴证书。

12.8 税务告知书
华为云渠道伙伴条款变更通知

1. 税务条款简介

根据您所在地税法规定，华为云计划于2021/11/01 00:00（北京时间）起对马来西
亚、肯尼亚伙伴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主要变化点如下：

依据2021年11月1日之前的条款，华为云官网/云商店价格不包含WHT，如果当地税法
有要求，您须另行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WHT。

协议修订后，华为云官网/云商店价格已包含WHT，您自2021/11/01 00:00（北京时
间）在华为云消费的云服务所产生的应付款项，应根据当地税法的要求及税务机关实
践，扣缴相关WHT税款（包括申请税收协定优惠税率），并向华为云提供合法、有效
的WHT扣缴凭证。

例如，您向华为云支付100美元服务费，根据当地税法，该服务费需要扣缴
10%WHT，则您应代扣并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10美元WHT，以及向华为云支付90美
元款项，并提供10美元的WHT缴纳凭证。

上述例子仅供展示，实际交易中的税率或金额可能因地域、产品等有所不同。如您有
任何问题，可随时通过工单与我们联系。

2. 官网合同条款链接

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en-us/declaration/hcpn_spca.html

3. Tax Resident Certificate (“TRC”)下载及WHT相关信息：

华为云服务商为香港税收居民，您申请税收协定所需的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可从
如下链接下载获取：HK Services TRC 2021 - Malaysia。

如果您是肯尼亚用户，您可以在申报WHT时填写以下邮箱地址，用于发送税务机关出
具的WHT凭证：KENYAITAX1351@HUAWEI.COM。

如果您是马来用户，请您在获取税务机关出具的WHT凭证后，邮寄至以下地址：

Low Ee Lyn

Huawei Technologies (Malaysia) Sdn. Bhd.

Suite 32-01, Level 32, Integra Tower, The Intermark, 348, Jalan, Kuala Lumpur,
Malaysia

12.9 华为账户与华为云合作伙伴关联声明
尊敬的华为云用户，华为云缔约方（由《华为云用户协议》第15.4节定义，以下简
称"华为云"或"我们"）根据本声明向您提供账户关联服务（以下简称为"本服务"）。您
向我们声明并保证，您是华为云合作伙伴（以下简称"合作伙伴"）的雇员。如果您不
是华为云合作伙伴的雇员，以下声明不适用。

在将您的华为账户与合作伙伴关联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并接受本声明（包括任何后
续修改）。选择"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账户与华为云合作伙伴关联声明》"并开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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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服务，即视为您已同意并接受本声明中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如果您不同意本声明
的任何内容，请停止使用本服务。

1. 您理解并同意，为了在伙伴中心(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partners/)向您提供更好的管理和互动服务，我们会在以下场景中收集、处理和披露
您的个人信息，包括账户名称、账户ID、个人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及
在开发者云学堂中的学习、考试、认证证书信息（以下简称"个人信息"）：

（1） 关联您与合作伙伴；

（2） 审查合作伙伴提供的材料或信息，以确定合作伙伴是否满足能力认证、计划认
证，能力提升（包含等级提升）及其他专项激励或补贴项目的条件。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否则未经您事先同意，我们不会向任何第三方分享、转移或
披露您的个人信息。

2. 您理解并同意，您已合法授权合作伙伴向我们传输和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并在此明
确授权我们从您或者合作伙伴处收集这些个人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根据本声明合法使
用、处理和管理您的个人信息。对于您向合作伙伴披露的信息，合作伙伴应根据您与
其之间的协议负责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您可以联系合作伙伴了解有关您个人信息
保护政策的更多信息。您理解并同意，您已充分阅读本声明，充分考虑并同意将您的
账户与合作伙伴关联。

3. 必要时，您可以在伙伴中心(https://www.huaweicloud.com/intl/zh-cn/
partners/)中解除您的华为云账户与合作伙伴的关联。解除关联后，合作伙伴仍可管
理您在关联期间已向其披露的个人信息，请联系合作伙伴行使您的隐私权利。

4. 我们理解您隐私信息的重要性，并将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加密，以
保护您的隐私信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通过https://www.huaweicloud.com/
intl/en-us/personal-data-request或dpo.sg@huawei.com联系我们。有关华为云隐私
政策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隐私声明》 (https://www.huaweicloud.com/
intl/zh-cn/declaration/sa_prp.html)。

5. 对于本声明未涵盖的事项，如责任限制、安全和数据保护等，应适用《华为云用户
协议》。我们可能通过在网站上传修改后的版本或者其他方式通知您发布本声明的修
改版本，包括声明中所提及的文件和政策。除非更新后的版本、文件或政策另有规
定，修改的条款将于发布或通知后生效。您需要定期在网上查阅这些条款。您在条款
修改生效后继续使用服务将被视为您接受修改后的条款。

更新日期：2022年11月17日

12.10 华为云总经销商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
在最终同意本承诺书前，请您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华为云协议及本承诺书内容。线上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总经销商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选项将视为您对本
承诺书的同意，如您不同意本承诺书中的任何内容，您将无法授权华为云经销商开通
代客操作的功能。

鉴于承诺人与华为云已签署《华为云合作伙伴认证协议》、《华为云总经销商合作协
议》以及华为云相关协议（以下合称“华为云协议”），承诺人作为华为云总经销商
伙伴，与华为云已建立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使用代客操作服务，承诺人需授权其华为云经销商（以下简称“云经销商”）通过
最终用户同意并签署的最终用户授权书的形式，由云经销商获得最终用户就其账户下
相关运维权限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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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确认云经销商通过最终用户授权书所获得其最终用户的授权将仅适用于云经销
商和其最终用户之间就最终用户名下账户相关操作权限的授予，并不改变承诺人与华
为云，以及最终用户与华为云之间基于已签署的华为云协议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

承诺人特就以下事项向华为云承诺如下：

1. 承诺人将确保云经销商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进行的所有操作不得违反华为云协议、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商业道德。

2. 承诺人将确保云经销商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获得最终用户授权后，不得未经最终用
户的许可以任何形式修改或删除用户账号下订购或配置的华为云产品及服务，不得在
华为云服务中植入任何形式的恶意软件、后门、木马或其他病毒。

3. 承诺人将确保云经销商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进行授权操作时，应同时遵守华为云协
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合理谨慎地在最终用户的授权范围内进行操作，包括对于授权操
作内容及可能后果以忠诚的注意义务进行处理，并对云经销商在授权操作范围内的操
作内容的完整性和保密性以及信息的内容负全部责任。

4.云经销商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及华为云协议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
商务、合同、订单、消费、资源信息均视为保密信息。承诺人将确保云经销商不得复
制、转让、直接或间接使用保密信息，因泄密给华为云或最终用户造成的损失，承诺
人和云经销商负责赔偿并承担法律责任。

5. 承诺人应确保最终用户授权书项下产生的云经销商与最终用户之间的纠纷，由云经
销商与最终用户依据其签署同意的承诺书以及其他协议进行解决，华为云并不以任何
形式参与或介入云经销商与最终用户就最终用户授权书项下所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关
系。

承诺人将对云经销商因代客操作产生的一切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6.承诺人如果违反本承诺书、最终用户授权书、其他承诺人已签署的协议、适用法律法
规，华为云有权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警告、减少或者取消违规行为涉
及的销售业绩或销售激励、取消伙伴资格和/或要求赔偿一切损失或追究法律责任。

7.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确认并点击同意本承诺书之日起生效，在承诺人授权分销商依据最
终用户签署的华为云用户授权书进行相关授权操作期间持续有效。

8.本承诺书未尽事宜，以承诺人与华为云之间的华为云协议为准。

12.11 华为云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
在最终同意本承诺书前，请您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华为云协议及本承诺书内容。线上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选项将视为您对本承诺书的
同意，如您不同意本承诺书中的任何内容，您将无法开通代客操作的功能。

鉴于承诺人与华为云已签署《华为云合作伙伴认证协议》、《华为云解决方案提供商
合作协议》以及华为云相关协议（以下合称“华为云协议”），承诺人与华为云已建
立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

为使用代客操作服务，承诺人需通过最终用户同意并签署最终用户授权书的形式，获
得最终用户就其账户下相关操作权限的授权。

承诺人确认通过最终用户授权书所获得其最终用户的授权将仅适用于承诺人和其最终
用户之间就最终用户名下账户相关操作权限的授予，并不改变承诺人与华为云，以及
最终用户与华为云之间基于已签署的华为云协议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

承诺人特就以下事项向华为云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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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诺人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进行的所有操作不得违反华为云协议、适用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商业道德。

2. 承诺人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获得最终用户授权后，不得未经最终用户的许可以任何
形式修改或删除用户账号下订购或配置的华为云产品及服务，不得在华为云服务中植
入任何形式的恶意软件、后门、木马或其他病毒。

3. 承诺人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进行授权操作时，应同时遵守华为云协议项下的所有义
务，合理谨慎地在最终用户的授权范围内进行操作，包括对于授权操作内容及可能后
果以忠诚的注意义务进行处理，并对承诺人在授权操作范围内的操作内容的完整性和
保密性以及信息的内容负全部责任。

4. 承诺人依据最终用户授权书及华为云协议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
商务、合同、订单、消费、资源信息均视为保密信息。承诺人不得复制、转让、直 接
或间接使用保密信息，因泄密给华为云或最终用户造成的损失，承诺人负责赔偿并承
担法律责任。

5. 最终用户授权书项下产生的承诺人与最终用户之间的纠纷，由承诺人与最终用户依
据其签署同意的承诺书以及其他协议进行解决，华为云并不以任何形式参与或介入承
诺人与最终用户就最终用户授权书项下所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关系。

6.承诺人如果违反本承诺书、最终用户授权书、其他承诺人已签署的协议、适用法律法
规，华为云有权采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口头或书面警告、减少或者取消违规行为涉
及的销售业绩或销售激励、取消伙伴资格和/或要求赔偿一切损失或追究法律责任。

7.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确认并点击同意本承诺书之日起生效，在承诺人依据最终用户签署
的华为云用户授权书进行相关授权操作期间持续有效。

8.本承诺书未尽事宜，以承诺人与华为云之间的华为云协议为准。

12.12 华为云用户授权书
作为华为云合作伙伴（以下简称“我们”），为了更好地向您提供代客操作服务（以
下简称“服务”），需要您在华为云用户授权书（以下简称“本授权书”）项下就您
账户的相关权限对我们进行授权。在最终同意本授权书前，请仔细阅读并理解华为云
网站协议及本授权书内容。线上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华为云用户授权书》”选项
将视为您对本授权书的同意，如您不同意授权，您将无法开通代客下单及运维等授权
服务。如您后续需撤销授权或操作授权，可随时访问华为云账号中心。

本授权书仅适用于您和我们之间就您名下账户相关操作权限的授予，您对我们做出如
下授权并同意如下事项：

一、授权范围及影响。

我们将可以以您的身份登录华为云客户账号中心、费用中心、资源中心、工单管理、
消息中心、云服务控制台等模块。

您对我们授予如下您账户项下的操作权限：

1. 管理您购买的华为云云资源。

2. 新购、续订、退订、变更云服务等操作。

3. 进行开机、关机、重启、删除云资源等操作。

4. 重置云服务密码、修改云服务策略等操作。

5. 查看您的账户、消费、订单、优惠和折扣、合同信息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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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悉并同意，上述所列授权的权限类型可能并不能完全涵盖我们出于为您提供服务
之需求所需要的操作授权范围。

本授权书并不能取代或改变您基于华为云网站协议的相关权利义务，本授权书由您直
接向我们做出，华为云不参与及承担您在本授权书项下的各项授权行为及后续影响。

您与我们之间因本授权书项下的各项授权行为产生的任何争议与纠纷，将依据我们之
间的合同约定自行处理，华为云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授权更新及撤销。

本授权书可能适时更新，更新后的授权书您可以登陆华为云账号中心查看。请您及时
查看新的授权内容并了解最新的变化。如果您并未同意新的授权，请及时在华为云账
号中心线上终止授权。

三、授权期限。

本授权书项下的授权期限从您确认并点击同意本授权书时开始，直至您在华为云账号
中心线上终止该授权为止。

四、如何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本授权书的疑问，可通过华为云账号中心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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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档修订记录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八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伙伴权益申请 > 专职人员激励（FH）”章节。

● 新增“伙伴权益申请 > 代金券 > 服务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加入HCPN > 伙伴计划 > 分销计划”章节。

2023-4.27

第八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Distributor > 销售管理 > 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
子客户代客下单和运维的权限”章节。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一次
性预算”章节。

● 修改“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章节。

● 新增“分销计划 > 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一次性预算”章节。

● 修改“分销计划 > 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算”章节。

● 新增“分销计划 > Distributor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
设置一次性预算”章节。

● 修改“分销计划 > Distributor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
设置月度预算”章节。

● 修改“分销计划 > 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伙伴信息 > 管理基本信
息”章节。

2023-3.28

第八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设置年度业绩目标”章节。

20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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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八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运营看板 > 查看业绩统计信息”章节。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运营看板 > 查看激励统计信息”章节。

2023-2.28

第八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Distributor > 销售管理 > 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
子客户代客下单和运维的权限”章节。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申请客户授权”
章节。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代客户下单”章
节。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代客运维”章
节。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申请客户授
权”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代客户下
单”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代客运维”
章节。

● 新增“问题求助和反馈 > 附录 > 华为云总经销商伙伴代客操作承
诺书”章节。

● 新增“问题求助和反馈 > 附录 > 华为云伙伴代客操作承诺书”章
节。

● 新增“问题求助和反馈 > 附录 > 华为云用户授权书”章节。

2023-1.17

第八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账务管理 > 指标管理”章节。

● 修改“账号管理”改为“伙伴信息”。

2022-12.13

第八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加入伙伴计划 > 设置年度业绩目标”章节。

● 新增“伙伴组织管理”章节。

● 新增“问题求助和反馈 > 附录 > 华为账户与华为云合作伙伴关联
声明”章节。

● 新增“伙伴账号管理 > 能力认证”章节。

● 新增“伙伴组织管理 > 专职人员管理”章节。

● 新增“伙伴权益申请 > 申请市场发展基金（MDF）”章节。

20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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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八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
月度预算”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冻结客户账
号与资源”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解冻客户账
号”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 > 销售管理 > 为华为云经销商授权对其拓展的
子客户冻结、解冻账号和设置预算的权限”章节。

● 修改“Distributor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预
算”章节。

● 修改“Distributor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冻结客户账号与资
源”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解冻客户账号”章
节。

● 新增“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解冻客户账号”
章节。

● 新增“服务伙伴计划（新）”章节。

● 修改“Distributor的经销商 > 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2022-09.27

第八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解决方案提供商 > 账务管理 > 发票管理”页面。

● 修改“伙伴培训认证指南 > 华为云伙伴培训与认证指导”页面。

● 新增“分销计划”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章节。

● 新增“Distributor的经销商”章节。

● 新增“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受邀加入分销计划”
章节。

2022-08.02

第八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为“解决方案提供商”；修改“经销商计
划”为“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修改“云市场”为“云商
店”。

● 修改“解决方案提供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章节。

● 新增“问题求助与反馈 > 附录 > 华为帐号关联伙伴公司须知”章
节。

20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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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七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精英服务商伙伴 > 接受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合作邀请”章
节。

● 修改“HCPN合作伙伴培训认证指南 > 华为云伙伴培训与认证指
导”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冻结客户账号与资
源”章节。

2022-06.07

第七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问题求助和反馈 > 附录 > 税务告知书”章节。

2022-04.12

第七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推荐”为“顾问销售”，修改“垫付”为“代售”。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商机报备”章节。

● 新增“伙伴培训认证指南 > 华为云伙伴培训与认证指导”章节。

2022-03.29

第七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伙伴账号管理 > 能力认证”章节。

● 修改“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伙伴 > 接受华为云伙伴服务
中心合作邀请”章节。

● 新增“问题求助与反馈 > 附录 > 华为云合作伙伴能力认证徽章使
用指引”章节。

2022-01.25

第七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管理客户关联关系”
章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 > 如何取消/解除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2021-12.28

第七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2021-11.16

第七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发票管理”章节。

● 新增“问题求助和反馈 > 附录 > 税务告知书”章节。

● 修改“加入HCPN 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加入HCPN 伙伴 > 成为技术合作伙伴”章节。

202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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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七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章节。

2021-09.28

第七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

2021-08.27

第七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账单管理 > 查询账单明细”章
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销售管理 > 查询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章
节。

2021-07.13

第六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账单字段说明”章节。

2021-06.26

第六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号管理 > 管理组织信息 > 新增组织人员”
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上邀请报备客户/
线下邀请报备客户”章节。

2021-06.15

第六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伙伴权益申请 > 申请SaaS伙伴计划权益”章节。

2021-06.01

第六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新增“附录 > 伙伴计划证书说明”章节。

2021-05.18

第六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还款”章节。

2021-04.27

第六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新增“经销商伙伴 > 销售管理 > 查看商务折扣”章节。

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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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六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章节。

2021-03.31

第六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修改账号密码”章节。

● 增加“经销商伙伴 > 交易模式介绍 > 概述”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上邀请报备客户/
线下邀请报备客户”章节。

2021-02.09

第六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报备客户”章节。

● 增加“经销商伙伴 > 销售管理 > 查询产品折扣与激励策略”章
节。

● 修改“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报
备客户”章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2021-01.26

第六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新增“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询账单明细”章节。

2021-01.12

第五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成为技术合作伙伴”
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修改基本信息”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为激
励开票”章节。

● 修改“伙伴权益申请 > 申请咨询合作伙伴基础权益/申请技术合作
伙伴基础权益”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账单字段说明/查询账单明细”
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代金券管理”章节。

2020-12.30

第五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成为技术合作伙伴”
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修改基本信息”章节。

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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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五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修改基本信息”章节。

2020-11.17

第五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下邀请报备客
户”章节。

● 修改“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
下邀请报备客户”章节。

2020-11.03

第五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2020-10-20

第五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技术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经销商伙伴
计划/申请加入SaaS伙伴计划/申请加入HMS生态扶持计划”章
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取消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2020-09-28

第五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还款”章节。

2020-09-15

第五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报备客户”章
节。

● 修改“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报
备客户”章节。

2020-09-01

第五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章
节。

20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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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五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查看
客户资源/代客户下单”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查看客户订
单”章节。

2020-07-28

第四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章节。

2020-07-14

第四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技术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管理组织信息 > 组织人员登录伙伴中心”
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交易模式介绍 > 转售模式”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为客
户设置月度预算/冻结客户账号/为客户设置折扣/代客运维/为客户
分配客户经理”章节。

● 修改“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
询客户/为客户设置折扣/为客户分配客户经理”章节。

2020-06-30

第四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技术合作伙伴”章节。

2020-06-02

第四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 > 客户拓展 > 管理已邀请客
户”章节。

2020-05-26

第四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销售管理”章节。

● 新增“华为云伙伴服务中心的经销商”章节。

2020-04-21

第四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账单管理”章节。

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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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发票管理”章节。

2020-04-01

第四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管理已邀请客
户”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还款”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账单管理> 查询伙伴账单”
章节。

2020-03-18

第四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华为云HMS生
态伙伴计划”章节。

2020-02-26

第四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代金券管理 > 为客户下发代
金券”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账户充值 ”章节。

2020-02-19

第三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冻结客户账号”
章节。

2020-02-13

第三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华为云
HMS生态伙伴计划”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
章节。

2020-01-19

第三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收支明细”章节。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华为云
HMS生态伙伴计划”章节。

2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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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SaaS伙伴计
划”章节。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AI伙伴计
划”章节。

● 新增“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华为云
HMS生态伙伴计划”章节。

2019-12-31

第三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
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分配客户
经理”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
章节。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

2019-12-18

第三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技术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章节，修改客户
拓展页面布局等。

2019-12-04

第三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运营看板 >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章节。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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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分配客户
经理”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 查询消费汇总”
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为客户经理分配客户”章
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账单管理 > 伙伴账单说明”
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账单管理 > 查询伙伴账单”
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运营看板 >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章节。

2019-11-20

第三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修改商业信息认证截
图。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查看客户订
单”章节。

2019-11-06

第三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查询已加入伙伴计划”。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
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月度
预算”章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附录 > 敏感操作”章节。

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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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如何成为咨询合作伙伴”。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如何成为技术合作伙伴”。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预
算”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分配客户
经理”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代金券管理 > 回收已下发代
金券”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激励发放状态”
章节，修改支付环节的到账时间。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确认激励对账”
章节。

● 修改“附录 > 敏感操作”章节。

2019-10-23

第二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章节，优化部分
截图。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章节，优化部分
温馨提示截图。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运营看板 >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章节。

2019-09-30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13 文档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8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二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下邀请潜在客
户”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代金券管理 > 查看操作记
录”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折
扣”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为客户订单
调价”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代客运维”章
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使用伙伴授予折扣 > 如何查看折
扣”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收支明细”章节，刷新
收支明细截图。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
章节，刷新申请发放激励步骤。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确认激励对账”
章节，刷新激励对账截图及内容。

● 新增“附录”章节，新增合作伙伴协议、经销商伙伴协议、
HCPN徽标使用指引和敏感操作。

2019-09-24

第二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使用伙伴授予折扣 > 如何使用折
扣”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查看客户订
单”章节，增加导出客户订单的操作。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冻结客户账号”
章节。

2019-09-02

第二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 查询消费汇总”
章节。

2019-08-27

第二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代客户下单”章节。

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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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将用户指南中的“业务员”修改为“客户经理”，“业务员主
管”修改为“客户经理主管”。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经销商伙伴
计划”章节。

2019-08-14

第二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伙伴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章节。

● 修改“HCPN简介及常用操作”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 查询消费汇总”
和“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 查询消费明细”章
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伙伴账单”章节。

2019-07-31

第二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
节。

2019-07-24

第二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HCPN简介及常用操作”章节。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成为技术合作伙伴”
章节。

2019-07-17

第十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 > 查看消费汇总”
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报备客户/线上邀请报备客
户”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看伙伴账单”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确认激励对账/
申请发放激励”章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2019-07-11

第十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伙伴账单”章节。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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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2019-06-14

第十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看客户资源”章
节。

2019-06-12

第十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章节。

2019-05-30

第十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章节。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成为技术合作伙伴/
提升咨询合作伙伴等级/提升技术合作伙伴等级”章节。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服务伙伴计
划/申请加入AI合作伙伴俱乐部”章节。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查询已加入伙伴计划”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2019-05-22

第十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运营看板 >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代金券管理 > 查看代金券额
度”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申请发放激励”
章节。

● 修改“伙伴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增加修改公司名称
描述。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发票管理”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看伙伴账单”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 > 确认激励对账”
章节。

201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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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使用伙伴授予折扣 > 如何使用折
扣”章节。

● 更新“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节
中的截图。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看客户资源”
章节，新增查看预留实例详情。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报备客户/管理
已邀请客户”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看伙伴账单”章节。

● 修改“加入HCPN伙伴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成为技术合作伙伴”
章节。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2019-03-22

第十一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新增
注意事项并修改图片。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取消关联合作伙伴”章节，新增
注意事项。

● 删除“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消费汇总”章节。

● 删除“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消费明细”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消费”章节。

2019-03-08

第十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新增“伙伴培训认证指南”章节。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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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激励管理”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账户充值”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号管理 > 商业信息认证”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
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管理已邀请客
户”章节，新增客户关联伙伴失败的原因及伙伴操作建议。

● 修改“经销商子客户操作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新增
注意事项。

● 修改“加入HCPN伙伴计划 > 成为咨询合作伙伴”章节，增加注
意事项说明并优化操作步骤。

● 修改“加入HCPN伙伴计划 > 成为技术合作伙伴”章节，增加注
意事项说明并优化操作步骤。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服务伙伴计
划”章节，增加注意事项说明并优化操作步骤。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AI合作伙伴
俱乐部计划”章节，增加注意事项说明并优化操作步骤。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经销商伙伴
计划”章节，增加注意事项说明。

● 修改“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软件应用伙
伴计划”章节，增加注意事项说明。

2019-02-22

第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操作 > 账务管理 > 查询伙伴账单”章节，增加
伙伴账单金额为负的说明。

● 修改“经销商伙伴操作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管理已邀请客
户”章节，增加关联失败的原因及操作提示。

2019-02-01

第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增加关于
消息接收设置的描述。

● 刷新“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下邀请潜在客户”
章节自定义邀请的截图。

● 新增“经销商子客户 > 如何取消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 优化“管理伙伴类型与等级> 管理伙伴等级”章节，刷新截图。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运营看板 >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章节。

● 优化“管理伙伴类型与等级> 管理伙伴类型”章节，刷新操作步
骤。

2019-01-25

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指南 13 文档修订记录

文档版本 89 (2023-05-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63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第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为客户订单调
价”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运营看板 >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调整信用额
度”章节。

2019-01-08

第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注册成为经销商伙伴”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登录伙伴中心”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经销商伙伴计划”章
节。

● 新增“概述”章节，介绍伙伴类型。

● 新增“加入HCPN伙伴”章节。

● 新增“加入伙伴计划 > 申请加入伙伴计划”章节。

2018-12-28

第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还款”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伙伴账单”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为客户订单调
价”章节。

● 优化“经销商子客户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运营看板”章节，刷新截图。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发票管理”章节及子章节“向华
为云索取发票”、“退回华为云发票”。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节。

● 新增“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调整信用额
度”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折扣”章
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章节。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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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询消费明细”章节，刷新截
图。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订单管理 > 查看客户订单”
章节，支持按照“产品类型”查询客户订单，并修改客户订单截
图。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运营看板 >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章节，在
“消费客户数”区域，将有消费行为的客户数量统计修改为有现
金消费和其他消费的客户数量统计。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账号管理 > 管理基本信息”章节。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支持与服务”章节。

● 优化“客户详情”的截图。

● 优化“经销商子客户 > 如何申请关联合作伙伴”章节，刷新截
图。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询消费汇总”章节，修改关于
伙伴消费的描述。

2018-12-14

第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变更说明如下：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章节。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询消费汇总”、“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询收支明细”、“经销商伙伴 > 账务管理 > 查询
调账记录”章节的导出操作。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为客户设置折扣”章
节，增加查看操作记录的操作。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看客户资源”章
节，增加关于查看关联资源的描述。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管理 > 查询客户”章节，修
改截图，增加关于查看客户关联记录的说明。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为客户代支付订单”章节，增加
关于通知子客户重新下单的说明。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线下邀请报备客
户”、“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使用专属活动链接
邀请报备客户”章节，修改截图，截图中的二维码增加小图标区
别顾问销售和代售模式。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运营看板 > 查看客户统计信息”章节，增加
新增页签的描述及对应的截图。

● 优化“经销商伙伴 > 运营看板 > 查看消费统计信息”章节，修改
截图。

● 修改“经销商伙伴 > 客户业务 > 客户拓展 > 使用专属活动链接邀
请报备客户”章节，增加操作步骤。

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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