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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销痛点

门店业务 本地生活服务业务 线上电商业务



1.1门店业务痛点

从2015年开始，随着电商行业的飞速发展，交易规模每年

都以成倍的数据在增长，而线下门店单一的消费模式，已

经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门店客流量日渐减少，

获客成本高，利润无法保障。此时，转型线上商城成为一

大趋势。

但很多门店商家开通线上商城后，依然会存在一些经营上

的痛点。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1.1 门店业务痛点

1.线上开店粉丝从哪里来？

2.线下门店的流量怎样做好沉淀？

3.如何引导公众号的粉丝进商城消费？

5.怎样将线上的客流引到线下？

4.如何培养用户养成线上下单的习惯？



1.2 本地生活服务业务痛点

外卖

同城鲜花

本地生鲜

+

+

+

+

……

……

1.平台抽佣比率高，商家经营成本高，利润低

2.大部分流量集中在头部平台，小平台获客成本高

3.用户信任难建立，复购率低
X

1.商家受限于平台的规则

2.商家与客户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互动/客户沉淀少

3.商家离开平台就意味着失去客户



1.2 本地生活服务业务痛点

平台抽佣比率高，商家经营成本高，利润低

这一单客户付款15.4，但商家到手只有6.9

其中15.4-6.9=8.5

5.5是抽佣，3元是配送费

实际抽佣：5.5/15.4=0.357~~~

烧麦成本2元，糯米鸡3元，粥3元，打包成本2元，共10元

一餐就净 块

注：不算水电煤气房租人力

商家成本：

例子：



1.3 线上电商业务痛点

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电商行业已经从一个初生的婴

儿走向成熟的中年，其增速逐渐变缓，各种新型商业模式如雨

后春笋，迭代更新飞快，传统的电商模式已然不再能满足时代

的需求。

2014年-2020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1.3 线上电商业务痛点-传统电商发展困境

淘宝、京东等巨头平台拦截大部分电商流量，

头部平台掌控流量，同行竞争激烈，为获得

更高广告位需投入高额广告成本，但广告效

果与高额广告成本不相符合。

信息传播形式不断变化，直播带货、短视频

导购等营销方式多样，传统的宣传渠道已无

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吸引其进行消费、复购。

毫无特点的店铺与无亮点的会员管理机制，
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消费者体
验不佳，难以做好用户留存。



市场案例



2 市场案例

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的意见》，《意见》指出实体店与传统电商已然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从传

统模式转型升级是必然趋势，商家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开展商业模

式创新，利用小程序等新载体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案例一 达芙妮

百年老店连锁品牌，如何向线上转型？

品牌介绍： 达芙妮品牌创立于1990年，旗下产品包括女鞋，男鞋，童鞋，

女装，箱包，配饰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各大线上电商平台的兴起，线下鞋类

市场整体性遭遇寒冬，线下营销成本不断增加，成效低，只做线下无法满足

品牌升级等。于是

背景现状：



案例一 达芙妮

百年老店连锁品牌，线上转型-解决方案

创建企业线上微商城，重点主打微信社交平台

1、线上微商城

创建微信端的H5营销活动-积分大转盘互动活动

2、趣味营销

对活动过程中访问关注公众号的粉丝进行记录管理，持续推送活动

3、粉丝精细化运营



针对达芙妮的顾客群特征，为这类人群进行精准化推荐，

同时店铺装修以及主打款商品延续原本独一无二的品牌风

格，减弱消费者对线上商城的陌生感

开放分店管理权限，方便店长自主开展运营活动和线上分

销，最大限度拓展销售渠道，促单转化。

案例一 达芙妮

百年老店连锁品牌，如何向线上转型？

1.打造线上微商城



案例一 达芙妮

百年老店连锁品牌，如何向线上转型？

设置查看直播抽免单 / 限时积分无门槛优惠券来吸引客户观看直播，
直播中借势推广新品 / 火爆商品，为商城获得曝光流量和引流获客

对公众号的粉丝会员每月开展积分秒杀活动，并对粉丝参与情况流

程记录，分析粉丝的需求与喜好等，通过公众号和社群推送专属的

优惠活动触达老客户，提高老客复购率

2.定期开展趣味营销-积分兑奖活动

3.粉丝精细化运营

在公众号上线积分大转盘互动活动，粉丝需消耗商城积分就可以参
与抽奖，建立 消费闭环，最终把粉丝沉淀为
商城会员，为最后的销售转化做铺垫。



案例二 幸福西饼

线上线下双渠道并行的商业模式

幸福西饼于2008年成立，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品牌有了足够深

厚的老客积累和较大的知名度，目前已覆盖了深圳、上海、北京、广州、

澳门等200多个城市，公众号粉丝达到1300多万，已创造4万日单的奇迹。

从前蛋糕行业客单价较高，消费频次不多，加上商家数量持续增

加，商家间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能找到更高效、低价、粘性更强的流量来源

成为销售上更大突破的一个难题。

2015年幸福西饼开创了o2o蛋糕模式的先河，利用互联网蛋糕的创新模式降

低运营成本，以点滴极致的细节创造幸福体验。

背景现状：

品牌介绍：



创建企业线上微商城，与微信公众号搭配使用

1、线上微商城

利用H5营销活动-每日签到+直播+幸运大转盘，花样刺激消费

2、趣味营销

创建并管理会员积分商城+会员日+粉丝群+公众号触达

3、会员积分体系

案例二 幸福西饼

线上线下双渠道并行的商业模式-解决方案



案例二 幸福西饼

线上线下双渠道并行的商业模式

开通微商城，链接至公众号菜单栏，借助微信平台流量，提

升店铺浏览量；同时为商城合理划分专区，方便客户检索，

以便快速成交。

1.打造线上微商城



案例二 幸福西饼

线上线下双渠道并行的商业模式

2.每日签到+直播+幸运大转盘，花样刺激消费

直播：每周五定时组织直播，将滞销款以特价的方式刺激用

户下单转化，同时也推出新品及爆款，吸引越来乐越多的客

户下单

每日签到：设置每日签到活动，全勤即可获得积分，而积分

又可在商城内兑换商品，大大提高用户的留存率

幸运大转盘：借助互动游戏玩法，游戏过程中既发放了蛋糕

优惠券，又提高了获取门槛，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复购率



案例二 幸福西饼

线上线下双渠道并行的商业模式

3.合理的会员积分体系（积分商城+会员日+粉丝群+公众号触达）

为不同等级的会员设置对应的兑换比例，并及时扩充、更新积分

商城内的产品，积极鼓励会员去兑换

除日常互动游戏外，为了更好维护老客户，每周四会举办会员积

分秒杀活动，每天及时在粉丝群中同步最新资讯，而不在粉丝群

中的客户也会通过公众号推文、公众号消息精准触达到这部分会

员。维系留存老客户的同时，也加快了订单的转化速度。



解决方案

商城产品组合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场景一：零售行业

背景介绍：李小姐线下拥有25家连锁超市，但受成本高昂、时间空间限制，人效停滞不前，于是李小姐决定转型线上，搭建起线上多商户商城。

为了解决线下门店的客流量低、成本高、人效低的情况。李小姐在互动后台

创建多种结合自己店铺的有趣活动，活动的奖品是超市的优惠券，主要吸引

客户前去李小姐的商城进行消费，从而实现销售转化。

同时，李小姐在发布互动游戏的时候，开启互动里面的功能-粉丝专属，只

有关注公众号，才能玩游戏，拿到最终奖品。

李小姐在公众号助手给自己粉丝打下标签，方便后期活动的精准传播。



商城产品组合解决方案

互动+商城 商城 商城+公
众号助手

互动+商
城+公众
号助手

OPTION 01

推广引流

OPTION 04

营销促活

OPTION 02

获客派券

OPTION 03

消费转化

解决方案

场景一：零售行业



引流品是店铺里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被顾客接受的寻常商品，也是最容易成

为爆款，为此，针对店铺自身的属性和客户需求，

即每周周六上午10点开设「鲜到鲜得」专场：每人可免费参与幸运

大转盘抽奖活动一次，奖品有：限购一份 的1 分钱生鲜产品、超市专享50元

优惠券、生鲜满减送券。借助互动游戏的趣味性吸引顾客参与和进店，提升

店铺活跃和留存。

公众号粉丝可以在在公众号中获取活动信息，点击公众号菜单或输入关键词

获取链接跳转到互动游戏入口参与活动

新用户在被互动游戏吸引后关注公众号，公众号助手可根据用户付费/未付

费特性，对用户下发相应消息，有效促单。

解决方案

场景一：零售行业

1.互动+商城+公众号三端互联推广引流 （互动+商城+公众号助手）



用户在公众号内链接的进入互动游戏后，需要注册成为商城会员才能参与互

动活动并领取优惠券后，可直接跳转商城。

商城也可以设置新人有礼优惠券和消费有礼等多重优惠券，刺激新注册用户

和原有商城会员，在能参加互动活动领券的同时也可以领券商城的优惠券使

用，快速提升用户注册量、会员消费产品数量。

解决方案

场景一：零售行业

2.互动+商城双平台激励获客派券（互动+商城）



在商城使用优惠券下单购买后，再配合同城配送与到店自提，完整线上线下

消费闭环。整体上保证了购物的流畅性，大大提升用户购物体验，提升复购

率。

解决方案

场景一：零售行业

3.线上+线下消费转化（商城）

线下门店为了提高客户到店率，同时减少成本，李小姐通过商城砍价、拼

策划出较大的活动力度，吸引客户线上商城下单、线下门

店自提，降低活动门槛的同时，给线下大量导流。



解决方案

场景一：零售行业

新客户引进来了，光一次消费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提高客户粘性，让他们转

为忠实的老客，才是李小姐的目标。为此，她策划出一系列留存计划方案:

通过设置每日签到得积分、下单付款得积分、参与活动得积分等多种获取积

分方式，搭建积分商城，再利用公众号助手用户标签管理功能，精准传达给

用户最新信息，构建一套完整的会员积分体系。

客户在参与活动以及下单后会得到积分，当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后，可消耗积

分进入积分商城兑换商品，或者可消耗积分参与会员专属互动游戏。

4.营销促活：积分商城+用户便签管理（商城+公众号助手）



酒店旅游 文具书店

综合电商 服饰箱包

生鲜蔬果

餐饮服务

手机数码

美容护肤商超便利

更多行业

商城产品组合-适用行业



产品组合概述



产品组合概述

互动 公众号助手

商城

节日
活动

裂变
传播

防作弊

模板
消息

智能
推送

商城会员
专属活动

赠送商城优惠券
吸引到商城消费

自动识别出是
的公众号粉丝

针对不同对象
发送精准内容

热点
模板

粉丝专属：关注商家公众号，解锁互动游戏

标签管理：自动识别玩过互动游戏的粉丝，方便后期精准内容推送

获客引流 沉淀粉丝/ 消费转化 精准运营



商城网站

会员养成
会员属性标签化
实现留存复购

两种分销模式任选
实力助拓销售渠道

在线商城搭建工具，无需懂技术代码,提供多种营销活动商家搭建、运营、一站式管理的诉求



商城网站

在线商城搭建工具，无需懂技术代码,提供多种营销活动商家搭建、运营、一站式管理的诉求

结合商城会员系统与优惠券等
通过互动游戏实现活动引流
获客促活、消费转化



商城版本介绍



互动游戏

400款营销活动，趣味性营销方式，灵活设计，性价比高



互动版本介绍



公众号助手

• 打破服务号每月四次的群发限制，天天都能群发

• 直接在微信聊天列表呈现，转化率大大超过推送

• 支持按照用户标签下发，实现精细化运营

• 统计各个渠道涨粉情况，精准掌握粉丝来源

• 支持根据渠道做不同回复，转化率更高

• 针对推广员个体分发独有二维码，轻松统计推广业绩

运营公众号必备营销工具，解决用户增长、用户留存和业务转化三大难题



公众号助手版本介绍



商城产品组合参考话术—冻品行业为例（商城+互动）

张老板，今年受疫情影响，各类线下门店其实都不好做，但看您线下的业务发展得这么好，您的经营方式想必有过人之处。现在想做线上商城网站，是

想布局线上运营打通在线交易，摆脱区域限制，获取更多订单吧？

刚好我们目前就有几款产品就能帮您实现这一需求。它们除了能够帮助您实现线上全方位展示与交易售卖，还能实现多样化的线上营销场景，给客户带

来良好的参与消费体验。方便的话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商城网站不仅能打造电脑+手机+微信小程序等在线交易三端商城，近期还推出了社区团购的功能。能帮助您实现区域化的运营，以社区为节点，

线上建立社群，定期发布接龙团购。另外因为的新搭建的商城，流量与粉丝用户有限，为了快速拓展渠道和增加粉丝，推荐搭配我们的互

动营销产品一起使用

通过在高颜值的三端商城和三端的数据互通，不仅可以强化企业的线上运营能力，还能更方便客户随时随地多端口的使用与购买。发货方面使用快

递配送、到店自提、同城配送，配送服务覆盖本地及全国区域。互动营销与商城会员数据的互通帮助您快速的增加商城的流量和会员数量，快

到中秋节了，到时候有是冻品的消费热点，使用互动营销结合中秋节这个主题创建一些活动，让访客在趣味小游戏的过程中，成为了您的商城新会

员，并领取了商城的优惠券，即增加了会员数量同时还能刺激了会员的消费转化，为您企业的线上线下运营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用户基础。

现在很多线下的冻品行业商家都开始使用商城产品，实现线上运营和产品在线售卖了，前不久有个做做冻品的商家，今年3月份才开始发展线上商

城，月订单数就超过了400+，销售额也非常可观。您可以看下我们的案例。

我们通过商城的多行业模版，无需开发即可以快速创建高颜值的三端商城，利用商城支付系统可以设置线下支付和绑定第三方微信和支付宝等在线

支付功能，就能帮助您轻松的开展线上经营，另外商城有丰富的营销工具像社区团购等。只需要开启后简单设置规则，即可推广运作。获客引流方

面，使用互动营销可利用各类节日热点，快速创建微信端的H5小游戏，将更多的微信用户引流到您的商城上面注册和消费，补充一下，商城和互

动营销的会员和优惠券数据是互通的，结合起来一站式管理运营更加便捷；

A（优点）

F（特征）

B（利益）

E（佐证）



商城产品组合参考话术—冻品行业为例（案例部分）



产品组合参考话术—蔬果酒水行业为例（案例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