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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广告靠电视台、报纸、杂志，但事实证
明，现在中国人的纸质阅读率低于5%，而互联
网使用率高于70%。

 在80后、90后中，互联网覆盖率98%，未来20
年，必将是80、90的天下，不发力于互联网，
则必将被主力消费人群所抛弃。

 80、90后平均网络使用时间超过5.5个小时/天，
任何一个营销策划人员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
数据。

 理论上，互联网可以决定世界上70%公司的生
死。流言的力量是可怕的，尤其是人云亦云的
中国。

引言——为什么要重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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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在移动互联众多热门应用中脱颖而出

 为什么选择微信营销？

 庞大的用户群：目前微信的注册用
户已经突破5亿，并仍在持续增长
中；

 覆盖年龄广：微信不仅受到年轻人
的热捧，便捷的语音对讲方式也为它
赢得了众多中老年用户；

 用户粘性强：如左图，社交AppTop5
的有效浏览时长中，唯有微信保持了
稳步上升的趋势。



开放性的

第三方应用接口

二维码名片

扫码的便捷性

基于地理位置的

精准搜索

图片、文字、语音

多种形式在线应答

强关系社交

圈层分享

自定义菜单栏的

信息展示方式



懒
微信在教你如何懒！如何让使用者觉得用起来方
便，变懒，是检验你营销成功与否的技术标准。
作为营销者，应该能够流畅使用微信所提供的所
有功能，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推广、营销。



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客户端

  公众账号PC端操作平台

  微信公众号的主要功能平台，主要支持PC端操作；

  企业与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申请及注册属于自己的公众账号。

  个人账号移动端操作平台

  用户通过下载安装客户端，即可在移动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登录操作；

  个人账号的主要访问方式，一般仅支持唯一终端使用。



如何用好微信做营销如何用好微信做营销

1.要做好微信首先得有精准的微信粉丝

公众号粉丝      好友粉丝

2.其次得有让无无法抗拒的营销内容
产品提练      语言和视觉包装

3.强大的自信以及用心的服务加耐心
情感营销      长期经营



一、创客玩转微信，越玩越有钱一、创客玩转微信，越玩越有钱

模式一

  漂流瓶漂流瓶

    语音信息语音信息

附近的人附近的人

  个性签名个性签名

  微信群微信群

    朋友圈朋友圈

二维码二维码

摇一摇摇一摇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六

模式七

模式八



互联网思维与创客思维做营销

• 名字：必须要真实 ？吸引人？

• 头像：必须本人而且还要美观？

    男性：阳光、积极、快乐、帅哥、明星脸？

    女性：可爱、活泼、调皮、时尚、明星脸？

    个性签名：1、企业品牌、  核心产品与优势

                      2、 要体现带给客户的好处









朋友圈的营销布局

2）相册管理的规则

图片：企业产品、自己的照片（工作与生活）、

领导照片、团队照片、客户案例

内容：

• 1、正能量的学习与心得分享;
• 2、与定位相关的内容分享;
• 3、根据微友分类分享感兴趣的内容;





朋友圈的营销技巧

1）建立关系的智慧

• 主动的赞每一个微友

• 每天筛选20个微友用心阅读并回复相应的话题

• 主动发起话题并提醒20个微友进行讨论

• 在讨论中挖掘微友的需求并主动提出为大家提
供解决方法的参考内容

• 一对一的推送解决微友需求的文章，文章来自
企业公共平台。



朋友圈的营销技巧

2）内容编辑的智慧
• 与企业“核心产品”有关的话题
• 与用户体验中“出现的问题”有关话题
• 分享客户现场体验的评价
• 偶尔适当的分享自己生活的有关话题
• 要懂得加入一点惊喜，适当的可以要求转发
• 分享内容要做到“图文并茂”图片必须符合文字内容
• 链接分享必须要加上自己的引导式总结内容



朋友圈的八大注意

1、正文内容文字不得超过40行
2、心灵鸡汤一周最好只分享一次

3、杜绝负面消极的内容信息

4、不可分享与定位无关的花边新闻链接地址

5、不可黏贴不雅的图片

6、广告信息不可泛滥

7、不得直接在圈决绝客怨

8、承诺兑现要及时，不得拖延与沉默



朋友圈的营销技巧

分享推送的智慧
• 分享话题最好的时间晚上8:00-12:00之间，抓住微友最

多的碎片时间

• 链接分享最好的时间晚上12:00之后，第二天微友朋友圈
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你的

• 客户案例与故事一定要即时分享，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借
力客户的鱼塘形成营销裂变



微信模式的简单综合应用举例——O2O商务

70人次

20-40万

60万次

40%

1000人次
4.定位一个点的
效果。

5.娱乐行业转化

率 

1. 一天内加个人
QQ人数

2.一个城市 每天
玩微信的人数

3.搜索附近人的
次数 微信和短信一样具有高到达率，是侵入

式营销的范畴，所以企业推送内容要有
创意，不能太死板和官方。

定点

微信常见运营模式





微信营销                                                 
微信公众平台应用



    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

1.订阅号

2.服务号

个人的信赖品牌个人的信赖品牌
信息快速传播的窗口信息快速传播的窗口
一对多微友互动的平台一对多微友互动的平台
强关系高粘度的建设工具强关系高粘度的建设工具
目标客户消费行目标客户消费行为为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微信媒体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主要有实时交流、消息发送和素材管理。用户对自己的粉丝分组管理、实时交流都在可
以在这个界面完成。 　　
微信公众号主要面向名人、政府、媒体、企业等机构推出的合作推广业务。在这里可以通过微信渠道
将品牌推广给上亿的微信用户，减少宣传成本，提高品牌知名度，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形象。



 微信公众平台的作用？

微信公众平台细分功能营销功能：
      微信公众平台提供了细分的推送方式，你可以在分组里，按区域、性别
等细分的参数来定向推送，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设计不同的宣传内容。
只要选择合适的分类，定位明晰，就会取得很好有效果。

微信公众平台关键字营销功能：
     微信公众平台还能按照关键字设置自动回复功能，用户可以输入问题，自
行获得想要的答案，堪称自动客服。比如：输入“天气”可获得你所在地的天
气。回复设置为语音或文字，更真实有趣。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群发推送：

自动回复：
主动向公号提取常
规消息；FAQ

结合微信的消息群发功能，微信公众平台的
主要功能的定位如下

 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定位：

公众号主动向

用户推送

重要通知或趣味内
容。

1对1交流：
公号针对用户的

特殊疑问

为用户提供1对1的
对话解答服务。

用户根据指定

关键字



精准的目标客户

粉丝 曝光度

微博 微信

微博实现品牌曝光度的提高，微
信在营销中的主要作用不是依靠
粉丝数来提高品牌曝光度，而是
促成以效果为导向的营销目标。

 

微信与微博不同定位



创客微信营销训练营                          
创客培训系列教程



微信营销所基于的强关系网络，如果不顾用户的
感受，强行推送各种不吸引人的广告信息，会引
来用户的反感。凡事理性而为，善用微信这一时
下最流行的互动工具，让商家与客户回归最真诚
的人际沟通，才是微信营销真正的王道。



    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干啥？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干啥？



    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干啥？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干啥？



    微信公众平台如何增粉丝？微信公众平台如何增粉丝？



三、公众平台帐号推广三、公众平台帐号推广

• 1、二维码宣传

•       线上：网站、微博、博客、QQ等各种网上平台

•       线下：名片、宣传单页、展架、喷绘等     

• 2、内容推送

•       每日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推送     

• 3、小号分享

•       通过小号朋友圈分享、微信群分享引起圈子好友关注 

• 4、圈子好友转发



各大社区处处留情各大社区处处留情  
       博客、贴吧、人人、开心网等等，各个社交网站，软文写的好，

一日破万，这都不是事，用心做你能行！ 



无活动不营销无活动不营销  
       如果只是单纯的发硬广，如我的微信号是：****，关注我吧！

这样的转化率基本上零。发动一个关注度高的活动，吸引用户的

积极参与，让用户体验到品牌，才能真正吸引铁杆粉丝。



    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干啥？微信公众平台还能干啥？







活动礼品的运用策略

1.别送什么ipad、Mini，海南三亚双飞等都送烂东西

2.有噱头、有新意，自家的产品也行

3.可以跟其他公众账号合作，等价互换各自的产品

4.订阅用户数量同一等级，目标客户群体有交集或相关

5.互补产品打包一起做活动

6.同质化、有竞争产品不可合作



微信销售文案

1）你不明白我的问题
2）我怎么知道你是正确的？
3）我不相信你
4）我现在不需要
5）对我来说没用
6）如果我不喜欢那又怎么样？
7）我买不起。

每个人都有某种形式的购买障碍。
你的销售信的目的就是克服你的读者的购买阻力， 同时
说服他们采取行动。



写作步骤

     1）引关注
     2）挖痛点
     3）提方案
     4）拿凭据
     5）现好处
     6）举外证
     7）报价格
     8）显区隔
     9）供保障
     10）呼行动
     11）给警告
     12）提个醒

普篇动机
     1）要富 裕
     2）要漂 亮
     3）要健 康
     4）受欢 迎
     5）有安全感
     6）实现内心安宁
     7）时间自由
     8）有情 趣

微信销售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