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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销痛点



1.1 企业展示推广的机遇

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总规模达9.03亿，较

2019年底增长4910万，这个数据且不断地持续增长中。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较2018年底提升0.7

个百分点；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为32.0%；使用台式电

脑上网、笔记本电脑上网、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

为42.7%、35.1%和29.0%。

1.1 企业展示推广的机遇



1.2 企业展示推广的挑战

获客难

流量广告位贵，投入多，成本高
成效低，渠道少，营销方式单一

商家与粉丝互动性弱

粉丝粘性较差，掉粉严重

粉丝转化率低

运营管理难，缺乏营销人员

无有效营销策略

运营难

同行业竞品多，价格战严重
获取流量成本高

竞争激烈

利润低下



1.2 企业展示推广的挑战



庞大的网民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用户基础。企业应突破自身短板，以最低的成本来提高

数据化管理水平、丰富流量入口，拓展多渠道，从而将巨大的网络

流量转化为利润。

1.3 企业数字化升级



1.4 移动互联网时代全网展示推广的核心渠道

渠道1：PC端平台

近半数网民的聚居地

流量巨大/企业/产品展示全面

后台操作简单，数据操纵方便

渠道2：手机端平台

手机移动流量的蓄养池

随时随地轻松浏览

高效快捷的移动营销

渠道3：小程序

小程序用户量高，日营收也高

小程序无需下载安装，使用方便快捷

是微信/百度/抖音/头条的便捷入口

渠道4：公众号

忠实流量的情怀区

已成为移动流量用户的习性之一

企业品牌营销，通过内容增加客户黏性，

公众号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工具。

公众号

小程序

PC端

传统企业的展示推广布局升级：丰富流量获取渠道，共享渠道数据，获取流量红利。

手机端



市场案例



市场案例

学而思在2003年开始进军教育行业，主攻课外辅导，为了突破地

域的限制，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在国内互联网异军突起的时候，

抓住先机，改变单一的线下教育模式，利用PC+手机+小程序+公

众号的多渠道，实现线上数字化。

学而思网校



打造企业品牌官网，利用PC端，手机端，以及小程序等页面
展示公司实力，课程信息，师资力量等，吸引不同端口的流
量，获客引流

利用在线表单直接线上下单，在线直播进行学习，直接把流
量转化为现金，同时利用公众号标签好用户同时推送信息，
精准触达客户，增加跟用户之间的黏性

通过用户留下的访问数据跟进信息，分析用户画像，安排销
售进行跟进，实现精准运营与优化。同时利用在公众号平台
管理粉丝用户，并利用公众号菜单栏设置链接，跳转引流到
网站及小程序对应的服务端口

市场案例

学而思网校



解决方案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梁先生有一家运行5年的教育公司，但一直让梁先生很头疼的是，

公司招生获客难，缺少把优质课程推广出去的渠道，同时付费转

化率低，成交额难以突破，为了改变现状，梁先生把目光转向了

线上多渠道。

背景介绍：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产品组合解决方案

建站+
小程序+
公众助手

轻小
程序

轻小程序
+公众号
助手

建站

OPTION 01

品牌展示

OPTION 04

精细化运营

OPTION 02

推广引流

OPTION 03

获客转化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一家公司想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必须要有一个曝光自己品牌的官网，

所以梁先生第一步就是利用“建站网站”迅速搭建了一个网站来展示公

司起源/公司实力/教育资源/学生作品等，让人一眼可以通过网页快速

的了解到公司的所有有价值信息，以此提升公司的品牌曝光度和认知

度。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依靠传统渠道推广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费用贵，二是投入与产出难以保证；

梁先生从之前传统广告投放这条路改为线上推广引流，利用建站-百度优化

功能做好了优化设置，站点很快被百度收录，客户直接在百度搜索到企业

网站；

同时依托8.4亿+的小程序来获取移动端的流量，多渠道寻找潜在客户，让

获客不再受地域跟空间的限制。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不同于传统单一的线下填写或者收集信息，梁先生直接通过在线表单

来快速收集客户信息，及时获取学员情况，且系统会自动筛选新人，

主动发放多种好礼给新人，让客户主动找上门，同时结合线下活动线

上预约报名等方式，帮助公司促活留存了更多用户。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找到潜在目标用户之后，如何把流量变现呢？
梁先生利用小程序智能名片去快速传播，通过商机雷达对客
户线索进行跟进与管理，同时引导用户关联公众号组件，实
现相互跳转，并利用公众号的持续消息触达，提升跟学员之
间的粘性，从而提高潜在客户的购买率或者复购率。

市场在线直播的崛起也让梁先生看到了商机，他利用微信官
方提供的营销功能，让用户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实现在线互
动，在线下单，轻松实现流量变现。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盲目的运营跟投放也是梁先生营业额越来越低的原因，于是他

利用小程序强大的会员管理系统，结合公众号助手的群发功能，

按需设置员工权限，有效实现了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同时利用网站跟小程序的实时统计访问数据，如访客量/浏览

量/人均停留时长/访问深度等数据来区分目标群体，然后使用

公众号助手对目标群体推送相关的模板消息，节省人员判断时

间，更近准的触达到用户，有效提升助力企业精细化运营。



场景一：知识付费展示推广解决方案（回顾）

解决方案

产品组合解决方案

建站+
小程序+
公众助手

轻小
程序

轻小程序
+公众号
助手

建站

OPTION 01

品牌展示

OPTION 04

精细化运营

OPTION 02

推广引流

OPTION 03

获客转化



场景二：装修行业线上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白先生的公司成立于十年前，随着是市面上同类型的公司越来越多，

当地市场也趋于饱和。依靠线下单一的推广方式，获客的成本也越

来越高，竞品增加的同时客户流失率也多，盲目的投入也没有带来

收入的大幅增长。

为了寻找更多的客户，不受制于本地市场，白先生利用互联网开始

转型，搭建了自己的品牌官网，拓宽多渠道实现数字化增长。

背景介绍：

品牌展示+互动引流+商机转化+运营管理（建站+轻小程序+助手）



场景二：装修行业线上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产品组合解决方案

建站+
小程序+
公众助手

轻小
程序

轻小程序
+公众号
助手

建站

OPTION 01

品牌展示

OPTION 04

运营管理

OPTION 02

互动引流

OPTION 03

商机转化

品牌展示+互动引流+商机转化+运营管理（建站+轻小程序+助手）



场景二：装修行业线上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传统中小企业装修公司，经常因为知名度而丢失客户，白先生用不到

一天的时间，利用我们自助建站平台搭建了一个品牌官网来展示公司

已有的装修服务，在图文信息模块展示之前客户的装修案例，让客户

直接可以看到过往公司的实力，通过导航，快速找到需求板块，同时

跳转外部链接，轻松实现VR展示，让客户足不出户，体验优质服务，

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让客户对公司更有信心。



场景二：装修行业线上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为了解决信息收集渠道单一的问题，白先生在线上开启在线表单功能，在

PC，手机，小程序端在线收集客户数据，同时开启了自动报价功能，客户

只要输入相应值就可以在线完成自动计算，获取想要了解的数字信息，也

可以直接查询数据。

而企业则可以获取客户报价信息和联系方式，沉淀客户资源。并且为了加

强跟用户的互动，白先生也利用一些热点话题创建了投票活动，通过拉取

好友投票的动作，加强了企业品牌的传播。



场景二：装修行业线上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借助百度SEO优化功能和搜索直达服务以及微信60+的入口，白先生彻底

告别了之前的单一线下渠道获客的方式，让更多的客户可以在不同的端

口主动发现公司；

获取客户之后，公众号助手可以把建站会员标识出来，帮助公司快速查

看自家公众号粉丝中有哪些是会员，从而针对不同的会员等级群发不同

的优惠政策，有效刺激潜在客户，从而提升客户成交量。



场景二：装修行业线上展示推广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

为了人工降低成本，白先生利用后台的可视化数据展示，从不同的维

度查看网站小程序的运营状态，跟踪客户记录访问行为，实现线索有

效管理。

针对公司员工，按职能分配，专人做专事，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效。



适用行业

教 育 培 训 汽 车 服 务 家 装 家 饰 广 告 设 计 生 活 服 务 建 材 能 源 房 产 运 输

医 疗 医 院 展 览 设 计 摄 影 婚 庆 旅 游 酒 店 工 商 法 务 智 能 科 技 更 多 行 业



产品组合概述



产品组合概述

推广 /  引流 精准运营

网页
端口

手机
端口

百度
小程序

微信
小程序

智能
推送

用户
管理

抖音
小程序

今日头条
小程序



建站网站

在线门户搭建工具，无需懂技术代码,覆盖30+市场主流行业，1000+行业模板，一站式解决各行各业需求

10000 + 图片
高清素材图、免抠插图/矢量图多种类图标/形状/文字容器…

3000+ 精美模板
使用模板只需一键即可生成专属网站
TA还在为不懂代码而发愁，你的网站已经上线并获得客流

100+ 行业覆盖
免费使用，随时更改，总有一款适合你

海量精美模板，一键生成网站 众多功能控件，让网站效果高大上

100+功能控件
产品、文章、预约、表单、留言、信
息查询、图册…
网站功能一应俱全

高程度自定义
图片特效、模块动画、背景颜色…
你的网站效果全由你来定

100 + 字体
喜鹊造字、仓耳字库、锐字云字库…均支持在企业中心平台免费商用

300 + 组合素材
图文组合素材，预设样式排版，适用于公司优势、产品展示等多种场景

内置大量素材，轻松挥洒创意



建站版本介绍



轻应用小程序

一款主流小程序制作工具，快速制作官网展示等各行业小程序，实现营销推广和线上转化。

• 沉淀私域流量，下单均在自己小程序完成

• 强社交互动、强转化，支持一键订阅，加快潜在客户购买决策

• 提高品牌曝光，轻松收获客户的信任，快速实现品牌的曝光

• 60+流量入口等你来解锁
• 微信11亿用户，让客户更快发现企业



轻应用小程序

一款主流小程序制作工具，快速制作官网展示等各行业小程序，实现营销推广和线上转化。

• 支持将音频、视频、图文或创建专栏等形式推出知识付费产品

• 利用小程序社交平台便利优势，轻松触达客户，实现支付转化

• 方便灵活的体验，结合打卡活动，有效提升客户体验增加客户粘性

• 智能名片快速传播，覆盖更多潜在客户
• Al实时跟踪反馈客户行为轨迹
• CRM系统有效采集客户信息，便于客户数据运营
• 合理分配客户资源，客户跟进更有序



轻应用小程序版本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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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号助手版本介绍



产品组合参考话术—线下教育行业为例（案例）



产品组合参考话术—线下家装行业为例（案例部分）

欧派整装大家居产品是欧派家装旗下一家专注于整装大家居的子公司。

通过建站+轻应用小程序，搭建了高颜值pc站、手机站和微网站，实现月访问量 30000+的

品牌和产品曝光。

通过产品系统及表单系统，实现预约、广告投放、获取报价，等功能，获客量超过5000+。

通过官网，小程序，公众号之间的相互跳转，相互引流，沉淀了客户，和私域流量。

案例2-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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