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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分析

PART ONE



半包、整装

精装
房地产开发商

现状分析

家装公司实体门店
互联网家装公司

家居卖场、硬装材料商

家居卖场、定制家具
成品家具品牌

软装品牌

工程端

家装

零售

工程渠道：品牌方直接与房
地产开发商合作，企业直接
从拿房源头截取流量

家装渠道：品牌方与互联网
家装、整装公司合作，利用
家装环节流量带动主辅料、
家居产品销售。

零售渠道：入驻家居卖场
（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
等），或者独立运营零售网
点。

产业链

流量入口

图例

流量获取及转化问题

消费超低频

客户消费频率低，产品寿

命长，成交及复购率低

消费者流失

随着渠道分化、线上渠道

壮大，消费者分流严重



现状分析

传统家装行业标准化问题
客户服务难以标准化

客户服务面临挑战，监理模式不

成熟，设计图与实际施工的差异

也可能引发矛盾

跟进流程难以标准化

家装行业流程长，层层供应链中

信息不透明，链条上不同角色方

之间利益关系复杂



拉新促活裂变

通过以老带新，形成裂变消费

防止老客户流失、培育信任感

现状分析

精准分层营销

掌握客户的喜好，消费习惯，进

行精准的产品推荐，提高转化率

减少获客成本

减少在团购APP、SEO、广告等

投入的费用，私域广告成本低

深挖客户价值

优惠福利、客户关怀等策略可以

有效触达客户，提高资源粘性

私域流量运营

及变现方案



微信

月活12亿的国民应用，为私

域流量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

现状分析

• 群成员可达500人

• 群内可以设置管理员，有直播、群接龙、群

代办、群公告等多种功能与工具

微信群

• 用户可以发表图片、文字、视频，添加话题

标签，亦可分享音乐、文章、小程序等内容

朋友圈

• 无需安装，“用完即走”

• 用户可以通过二维码、搜索等方式进入小程

序

小程序

• 内容形式丰富，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

• 是品牌建设及营销运营的有力途径

公众号

• 提供企业红包、代金券、立减优惠等营销工

具，满足用户及商户的不同支付场景

微信支付

• 微信生态的搜索入口，打通了腾讯体系的内

容与服务(小程序、公众号、搜狗、QQ音乐、

知乎、微信读书等）

搜一搜



解决方案

PART TWO



解决方案

STEP1 获取线索

营销活动、企业宣传单

STEP5 裂变获客
旧带新，活动裂变

STEP4 商城变现
商城系统，在线下单

STEP3 运营管理

文章营销、主题海报、短视频带货

STEP2 客户跟进
智能名片、智能雷达、公文包

5

1

2

3
4

打通微信客户运营链路闭环，构建私域流量池



解决方案 - STEP 1  获取线索

营销活动促进客户裂变

3分钟快速创建活动，将客户资源引流至微信

海量营销活动模板，员工扫码即可分享



解决方案 - STEP 1  获取线索

多种活动场景，满足引流获客需求



解决方案 - STEP 1  获取线索

企业文化宣传

用趣味传单展示企业/商品内容，可用于企业文化展示，客户访问的同

时也能记录访问轨迹，传单中附带报名表单，用于收集客户意向。



解决方案 - STEP 1  获取线索

收集意向客户信息

结合文章进行活动推广，用优惠活动吸引潜在客户，收集信息

PC端&移动端均可实时查看报名动态，及时与客户取得联系。



解决方案 - STEP 2  客户跟进

传统销售模式 智能名片，树立个人IP



解决方案 - STEP 2  客户跟进

首次与客户来联系利用智能名片，打造人设

无需添加好友，直接聊天



解决方案 - STEP 2  客户跟进

智能雷达系统

① 实时追踪客户浏览轨迹

② 帮助判断名片传递效果

③ 第一时间捕捉合作机会



解决方案 - STEP 2  客户跟进

企业文件夹

① 企业对外文件统一分类收录，

员工直接选用

② 支持PDF、PPT、WORD、

EXCEL、MP4、图片等

③ 文件自带员工简易名片，随

时获取访问轨迹

PDF



解决方案 - STEP 3  运营管理

文章营销

文章内容种草，附带员工联系

方式、商品推荐、精选文章，

促进客户成交。



解决方案 - STEP 3  运营管理

主题海报

① 商品海报展示产品细节，引

导客户扫码访问产品详情页

② 支持企业统一上传海报模板、

或员工上传个人海报

③ 公共海报模板持续更新



解决方案 - STEP 3  运营管理

短视频带货

① 录制产品介绍短视频，引导客户访问产品详情

② 支持企业统一上传视频模板、或员工上传个人海报

③ 公共视频模板持续更新



解决方案 - STEP 3  运营管理

客户标签 通过商品分析数据，了解客户意向商品，根据高意向商品进行推送，保持有效沟通，减少无效推送。

商品分析：

统计客户意向top10的商品

标签管理：

根据客户的互动轨迹和商品分析，贴上对应标签，进行商品分类推送



解决方案 - STEP 3  运营管理

项目进度管理 家装行业客户跟进周期长，项目进度慢，对每一位客户做好进度标记，提高服务质量



解决方案 - STEP 4   商城变现

线上商城，缩短付费流程

商品推广：

可以通过文章种草、名片商城、商品海报等渠道进行商品

推广，抓住客户需求。

访问数据：

员工可在后台查看商品的访问数据，哪个商品最后欢迎了

如指掌。

在线购买：

商品详情页面可直接消费，实现在线购买，缩短成交流程。



解决方案 - STEP 5  裂变获客

红包营销 裂变获客
① 瓜分红包是在微信的红包功能的基础上增加组队瓜分的玩法，达到裂变引流效果的活动，帮助商家更低成本获取

流量。 ② 在节日期间进行红包活动能活跃气氛。



团队管理

一对多发布任务团队共同推广获客 微信实时提醒及时落实完成任务 量化任务进度获客效果加倍清晰

① 每一位员工都成为企业的触手，以标准化的推广内容触达客户

② 真正激发员工的营销获客动力，让员工的流量成为企业的流量
全员任务系统



团队管理

积分龙虎榜 积分奖惩 自定义积分获取与扣除的机制

积分系统 量化工作价值，增进管理者与员工双向了解，刺激内部良性竞争



团队管理

数据中心

① 包含每日新增线索、客户；使用占比统计；客户漏斗数据

② 帮助管理者快速定位个环节的问题，以做出更佳决策



企微助手

消费端
小程序

社交广告

公众号

微信支付

链接微信

开放互联

沟通协同

智慧服务

智慧生态

智慧管理

微信

产业链、生态伙伴

企业内部

企业微信

商家

腾讯定位数字化助手，企业微信做企业专

属连接器，帮助企业连接内部、连接产业

、连接消费者.

腾讯企业微信



企微助手

企业群发 渠道管理

欢迎语 企微小程序

会话存档

聊天工具栏

企业微信提供了专业的私域流量运营工具，帮助实现客户精

细化运营，有效促进成交转化。

话术库

客户裂变
（即将上线）

自动拉群

企业微信



解决方案 - 案例体验

聊天框侧边栏，快速使用客户管理工具，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客户详情 快捷回复 商品列表

企微聊天工具栏



企微助手

自动加客户为好友并拉进群聊新客自动拉群



企微助手

聊天工具栏 后台数据

统计客户群每天的成员数据，成员变动随时了解企微群管理



关于企业

PART THREE



关于企业

北京追效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追效科技）秉承“以质量为主导，以技术奠基础，以服务拓市场”的精神，

在充分把握初创企业需求的基础上 ，以经营软件为载体 ，与多款企业服务相结合 ，提供数字化经营升级

服务。通过自助、定制、代运营等服务方式，实现初创企业经营更简单的使命。追效科技经营的业务包含：

唯平台——多款高效易用的软件，助力追求经营效率。

唯优选——推广、设计、文案等，助力追求经营效果。

唯咨询——行业数字化经营方案，助力追求经营效益。

唯联帮——企业互联、互帮计划，助力追求经营效力。

追效科技已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持续跟随初创企业

的实际需求，交付价值，共同开创企业服务新生态！



产品矩阵

复购留存 品牌管理

平台搭建 多维展示

曝光获客 引流拓客

转化变现 分销裂变

唯咨询

门店系统 销售系统 短信平台

企业网站 商城 营销活动

小程序 教育系统 云设计

微传单 公众号助手 企业邮箱

唯平台

SEO优化 400号码

设计服务 动画宣传片 智能客服

可信认证 印刷服务 商标买卖

更多服务

软文营销 网络推广 商标注册

唯优选



服务体系

付费前

合作初期

技术团队

1-3日完成建联

产品需求跟进 给到行业相关资讯

唯平台搭建建议指导账号开通

服务回访

系统基础操作在线指导

系统bug问题反馈处理

产品需求收集

设计团队

代搭建服务

定制设计服务

售后服务

培训团队

热门营销玩法

产品应用方案 培训服务

每月定期整理

线上线下指导

客服团队

专属顾问 提供1对1咨询服务，提供行业数字化经营方案



服务报价

PART FOUR



服务报价

产品 版本 服务明细 价格 套餐价

商城 豪华版 多终端同步开发、设计、运营、售后一条路 自建3498/年 定制15000元

产品组合

搭配满6个

8折优惠

可叠加

指定版本

购买2年

最低5折

企业网站 至尊版 多终端同步开发、设计、运营、售后一条路 自建1498/年 定制8000元

小程序 至尊版 多平台同步开发、设计、上线、运营、售后一条
龙 自建1498/年 定制10000元

营销活动 至尊版 互动活动营销制作、指导，每月提供节日和热点 自建1998/年 定制20000元

微传单 高级版 微传单制作、指导、售后、定期更新精美模板 自建998/年 定制2000元

公众号助手 至尊版 公众号运营指导、软件售后、培训 自建1498/年 定制10000元

云设计 高级版 商用图片设计指导、售后、定期更新版权资源 自建1998/年 定制3000元

销售系统 高级版 SCRM培训、售后、每日更新获客文章、视频等 自建2998/年 定制8000元

企业邮箱 高级版 信息安全、系统搭建、同步设置、售后一条路 自建1698/年 定制6000元

教育系统 至尊版 教育系统、教育小程序开发、设计、运营、售后 自建3998/年 定制15000元

门店系统 高级版 门店系统、门店小程序开发、设计、运营、售后 自建2998/年 定制20000元



服务报价

客户运营 企微助手 销售管理 在线商城 营销活动 微传单 启动服务

智能名片 企微代部署 客户分配 产品管理
抽奖

（大转盘、摇一摇等）
邀请函 智能名片编辑

获客文章
视频、海报

客户跟进、流转 任务中心 在线下单 涨粉/推广活动 长页面 员工及权限配置

企业查询 企业群发 积分系统 会员管理
促销活动

（拼团、秒杀等）
预约表单 客户信息录入

公文包 话术库 朋友圈素材 订单管理 留存活动（种树等） 企业宣传 企业资料管理

访客轨迹 渠道管理 商品管理 配送管理 投票活动

多种传单效果

（如微信对话、朋友圈、

视频来电、720°全景、

一镜到底、弹幕）

售后运营咨询

客户标签 企微聊天框工具栏 数据中心 交易数据 答题活动 微信授权服务

客户群管理 企微小程序 微信授权 活动奖品核销 企微助手接入

数据中心 企微第三方应用 成员角色管理 活动数据



服务报价

核心服务

方案包括客户运营功能、销售管理功能、企微助手、营销活动、微传单、

在线商城、启动服务等。

01

02

增值服务

除了上述内容，更提供系统维护、定期功能更新、7*12在线客服咨询服务。



感谢观看 期待与您合作
电话：010-61133881

官网：www.zhuixiao.com.cn

人工客服、案例、方案等请扫码

关注我司微信公众号【追效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