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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趋势

各商圈项目品牌关店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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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趋势

百货商场受疫情和新型业态的双重冲击，急需迭代升级

经营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依
赖客户进店

商家痛点：

有赞方案：

抓住社交电商红利，通过直播、
销售员等玩法，随时随地卖货，
引流客户到门店

越来越多消费者在线上购物，
对比线上渠道，产品价格缺乏
竞争力

商家痛点：

有赞方案：

平台牵线搭桥，直接对接品牌
方拿到一手货源，品牌供货一
件代发

自开发成本高、更新迭代能力
弱且缺乏构建生态的能力

商家痛点：

有赞方案：

有赞提供强大稳定的电商系统，
无需独立开发，1500+功能满
足开店需求

缺乏专业的线上运营团队

商家痛点：

有赞方案：

有赞值得信赖的专家团队帮助
你搭建业务



全员
分销

• 导购变成销售员，
微信推广卖货

• 网上开店，网上营
销，网上成交

24小时
云店

• 在门店货品之外，
扩展线上选品池

扩品类

• 金牌导购直播卖货，
带客户「云逛街」

云逛街

线上卖券
到店消费

线上下单
到店自提

线上下单
送货到家

解决方案

百货商场业绩增长的7个核心突破口



解决方案

全员分销：导购变成销售员，在微信推广卖货

有赞销售员

所有一线导购

上层管理：有力度的运营机制

组建运营团队，制定销售员政策、考核目标等，明确奖

惩制度，进行技能培训

中层工具：强大的销售员裂变营销系统

借助有赞销售员裂变营销系统实现「导购在线」，激励

导购分销；同时裂变老客加入分销队伍，扩展销售渠道

底层基础：导购在线化

由一线导购完成离店销售，利用业余时间在微信上卖

货、拓客群



什么是有赞销售员裂变营销系统？

全员分销

总部 客户导购/员工
（内部销售员）

客户/粉丝
（销售员A）

二级销售员
（销售员B）

任务分发

业绩排名

销售商品，获得业绩

添加客户微信，锁定潜客

设置佣金

对外招募

分销裂变

A邀请B，B成交，A获得奖励

推广商品

获得佣金

邀请老客分销，老客有成交，
导购也能获得奖励

总部统一安排发货，处理售后

导购员工帮你卖，粉丝老客帮你卖



全员分销

做好这五步，线上订单持续增长

制定政策，
集中培训

分销激励1 4 5
合理选品，
设置佣金

2
制作销售素材，
统一分发

3

从公司层面推动，制定

各部门的销售员考核目

标并进行动员

自上而下推动

制作销售员操作教程，

并组建沟通群，安排专

人解答疑难问题

集中培训

销售员素材中心

销售员推广，
获取订单

任务奖励 排行榜

销售线索 业绩激励

荣誉表彰，树标杆

多种激励玩法



全员分销：商家案例

10 万销售员，创造 83% 的线上销售额

商品在线了，导购也要在线，交易肯定也要在线，我们的离店销售一定要用导购去完成。

—— 文峰全渠道中心总经理 董栋

15000 名导购，裂变出 85000 名外部销售员

 在今年 5 月的一次品牌日活动中，爆品低至 1-

1.5 折，文峰在这个活动中尝试了二级分销

 靠 15000 名导购和员工的传播、分享、转发分

销海报，3 天裂变了 85000 人

 目前，这 10 万销售员带来的销售额占文峰总线

上销售的 83%

销售员推广商品 销售员推广直播间



解决方案

 文峰大世界，2019年11月
至今，已直播400多场

 北京双安商场一周5播，场
均成交10万元

 李现空降成都王府井，770
万点赞，刷爆热搜

 新世界大丸百货单场直播成
交额近200万

直播电商带来新商机

云逛街：百货商场做直播，品牌导购在线卖货

百货商场组织每天8小时不间断直播，每个时段安排1个品牌的金牌导购做直播

直播预告 商场直播间 明星直播



云逛街

直播卖货的四大要素

主播

内部发展门店优质导购

外部聘请专业主播、嘉宾

直播场地

门店、专柜、商场中庭

线上直播同时聚拢线下人气

直播内容

提前策划内容、确定品类

推出主题直播、专场直播

直播工具

有赞已打通多平台直播，

多渠道引流获客

爱逛 快手

小程序直播

陌陌 映客微博



云逛街

直播前引流 直播时互动 直播时推广1 2 3

导购拉客户直播购物，每一单都有分佣

公众号 微信群 朋友圈

导购拉客户看直播，绑定分销关系

聚集更多观众，提升产品销量

限时折扣 优惠券 福利抽奖

客户每买一单，导购都有分佣

活跃直播间氛围，提升成交转化

粉丝助力榜单 分享有礼

老客参与推广，直播间人气持续提升

粉丝分享直播助力，老带新获客



云逛街：商家案例

门店播一场，销售额超百万



解决方案

扩品类：搭建线上选品池，大大提升盈利能力

门店能够陈列的SKU有

限，供应链深度不够

线下上货节奏固定，过季

商品难处理

货品不够、爆品少，导购

无货可卖，推广积极性差

线上流量大，需要多少货才能把线上流量的价值最大化？需要多少货才能让销售员够卖？

有赞推荐
主动寻找品牌方

谈合作

品牌方上架货品到有赞分销市场，商家从

分销市场上架销售，品牌方一件代发

有赞百货行业

专家对接选品

B方案：百余款爆品打造经验，
严选高转化商品

A方案：分销平台一站式服务，
没有繁杂的合作流程



扩品类

两大合作方案，让你的线上商城有足够多的货

主动寻找品牌方，或通过门店

经销商联系品牌方洽谈合作

A
百货行业专家对接选品，提供一

手货源消息，严选高转化商品

B

品牌方上架商品到有赞

分销市场，一件代发
品牌方=分销市场供货商

商家从分销市场上架到

线上商城，推广销售
商家=分销市场分销商

新锐品牌合作 传统品牌合作 国际大牌合作

强强联合



如今：
顾客在线上，需依托线上经营触达潜在客户，引流到门店

过去：
顾客在线下，选址代表客流，决定门店的营业额

解决方案

引流到店：百货商场的核心命题



线上卖券，到店消费

线上卖券，客户到门店排队核销

后台上架卡券类商品 宣传推广 线下核销1 2 3

地面物料
公众号
社群

本地
自媒体

消费者可以到指定的收银台
出示核销券码

兑换通用的纸质券

再进行消费/体验

兑换纸质券

线下核销机打通有赞

收银台直接核销

核销机核销

某品类或多品类通用，如化妆品/服饰

品类券、超市代金券等

通用券

可用于兑换指定单品或某项服务，

如餐饮券、美甲券等

单品券

指定面额，可用于多次消费抵扣，如

200抵220、500抵550代金券

储值券



线上卖券：商家案例

团购券+到店核销，王府井单日抵用券销售 2100 万元

双11期间，王府井百货在有赞微商城上架了“900元抵1000元”的商场购物抵用券，引导用户到线下门店消

费，实现了单日抵用券销售2100万元。

客户使用团购券到线下采购

各地王府井都在玩「线上卖券」，通过本地自媒体大号等渠道引流推广



线上下单，到店自提

到店自提，拉动关联销售的重要手段

1 每一件门店货品都支持到店自提

2 客户在手机下单，到线下取货

3 门店/专柜按订单备货，现场核销

4 导购可以引导客户加微信送小礼品，
沉淀私域流量，为往后的营销做准备

线上更容易触达消费者

消费者渐渐往线上转移，线上能够覆盖的客户面更广，

也有更多方式可以快速触

到店产生关联交易的比例达 1:2~2.5

预先购买，可以提前锁定精准客流，一般线上卖10万块，

到店产生的关联交易是20万到25万之间



引流到店：商家案例

引流到店 12 万人，团队 70% 的工作是为门店赋能

在文峰，整个全渠道中心 60~70% 的工作都是为门店赋能，截至 6 月，已经给线下引流达 12 万人次。也

是从 6 月开始，团队决定派人驻店，协助门店开启线上销售。

线上买券、到店核销

文峰在线上销售的卡券包括美食券、化妆品券、服饰

券、黄金珠宝饰品券等，它们都由品牌门店和文峰一

起策划、定好毛利空间后上架销售。

线上下单、到店自提

每一件商品都可以到店自提，设置自提区域，每一个

自提区都放置一个货架，这样客户在来自提的路上、

过程中，都能够顺便再买一点别的东西。

线上售卖 99 元代金券，帮曼卡龙卖出 9000 多个手镯，客户成群结队核销



解决方案

送货到家：线上下单送货上门，足不出户便捷购物

 快速将商品送到客户手中，

给客户带去便利

 上门安装、上门服务，解决

客户难题

 客户已经养成线上购物习惯，

万物皆可配送到家

送货到家，提升购物体验



送货到家

多种送货场景，营造购物新体验

家用电器，上门安装

空调 电视机 冰箱 油烟机

生活用品，配送到家

洗发水 拖鞋 牙膏牙刷 纸巾

美妆服饰，当日下单当日送达

口红 香水 衣服 鞋包

餐饮美食，外卖到家

奶茶 午餐晚餐 蛋糕甜品 生鲜果蔬



送货到家

启动同城配送业务，当日达当日结算

开启同城配送 一键设置配送范围和配送费 客户线上下单，配送到家1 2 3

商家自配送

两种配送方式

第三方同城配送

达达

多家同城配送平台供选择

蜂鸟

点我达 闪送

UU跑腿 快服务

• 操作路径：有赞店铺后台–订单–配送管理–同城配送

同城配送订单最快2小时结算，商家快速回笼资金



知名百货商场，他们都在用有赞

王府井 新世界大丸百货文峰大世界

百盛百货 泰富百货 海信广场



松雷商业

南京新百伊藤洋华堂

江南大厦

河北盐百

常州购物中心 上海新天地

上海高岛屋西单商场

新光天地

乐天百货连卡福商业广场

北京双安商场

成都群光广场

新世纪百货

新疆太百购物 常州百货大楼

知名百货商场，他们都在用有赞









有赞，是一个商家服务公司，我们通过产品和服务，帮助互联

网时代的生意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客户、拓展互联网客群、全面

提高经营效率，让生意更好做。

我们致力于成为商家服务领域里最被信任的引领者；并持续作

一个Enjoy的组织。

# 有赞的使命和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