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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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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10年来的玩法变化

1 2 3 4

不用懂美工、设计、促销、运营...

只要是个还行的产品

只要你上架了

就有人问，就有成交

拓荒时代 2008以前

类目爆款，大鱼吃小鱼

当做到类目/TOP排名时

流量将出现严重倾斜

一款产品养活一个厂不是问题

刷单、卡搜索，黑搜...

阿里审核机制从人工机制转向AI机制

一切为了页面数据

爆款时代 2009-2014

人群标签化、千人千面

开始以用户需求为核心，注重复购

中国网速进一步提升，手机流量大幅释放

开启大数据时代，内容营销战略侧重

关联、推荐...流量入口发生变化

标签时代 2015-2018

未来

跨场景个性化服务新阶段

阿里数据银行，观星台，地动仪等

阿里全生态链路开始无缝闭环实现

用户标签化、场景化实现

大量数据储备及分析机制

用户喜欢什么样的聚焦点

以用户为中心升级推荐机制

时代背景：电商10年来的玩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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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5G时代的到来，直播得以快速推广，特别是此次疫情后，

“直播电商”成为各行业企业拓展市场的新模式，大量消费群体聚集在

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新媒体内容电商的网络影响力迅速

扩大，直播带货成效显著。“万物互联”正逐步成为现实，互联网应用

日渐实现“随时、随地、随心、随行”，数字经济产业已成为驱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

时代进步，技术革新

传统电商

产业的互联网

当下背景：直播电商，万亿产业

电商 + 直播 + 社群

短视频内容机构 短视频 + 电商直播



02 各互联网平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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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里系
淘宝/天猫/阿里巴巴  强势类目：
日用大百货，服饰，食品，鞋帽，
包包，化妆品，家电等
2）京东系   强势类目：家电，
电子设备等
3)腾迅系   微店  
4）拼多多   团购，低价

短视频内容营销平台

传统电商平台

私域流量平台

抖音/快手/火山/美拍等

传统电商平台与新媒体电商平台解析

1）微信端小程序  微商城
2）微信公众号  APP
3)朋友圈  微商

科普及社群内容营销平台小红书/B站/微信视频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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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时代新的商业模式认知

人

货 场

传统：买货的人
Z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的社交关系

传统：卖的产品
Z时代：更注重产品自身与提供的服务

传统：卖货的地方
Z时代：平台赋能、工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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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火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Z时代最火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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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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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甄选

淘宝直播的内容是建立在电商基

础之上的，它的核心是“电商

＋”，走的是“电商＋内容”的

路子。

淘宝直播

抖音的内容逻辑是人围绕着内容，

内容的标签化比人的标签化更重

要，所以抖音的强项在于内容。

抖音

快手是内容围绕着人，人的标化

要重于内容的标签化，快手的长

处在于人设。

快手

通过颜沿直播的优势在于应用范

围广，便于分享，有效挖掘私域

流量。

颜沿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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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销售VS传统销售

传统销售
 
u每一步都会流失20%左右的客户

u最终只有不到1%的人被成功转化

直播销售
 
u边看边买，从推广到成交路径短

u大部分消费来自于冲动性购买



03 电商运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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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那点事

野蛮生长期
（1年）

各类平台活动参与/提报
自身促销需求展开

全年数据分析
广告策略

新店考核期
（90天）

各平台设定系数差不多
可明晰的系数考核

及一些条款
不要违规

店铺装修、开店准备
（1-7天）

图片拍摄、详情制作
美工装修

开业营销方案
人力储备

从这里我们开始
（2-6天）

确定经营主体
提交营业执照/身份证

一个在线考试

一个收款账号

根据平台要求提交资料
（2-3周审核）

商标证书
按状态TM/R提交背书资料、

或自荐材料
（死在这里人最多）

品牌库入驻、类目招商机制
授权关系不得超过三级

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3C/69条码证书

生产许可证

提交保证金，技术费用等
（1-3天）
开通各接口

提交保证金，年费确认等
各平台收费不等3-15万/店

各平台按品类销售扣点2-5%个点
广告资源预留5-8%个点
价格/资源预留一定点位

企业店铺账号到手

旗舰店  
专卖店
专营店  

                   天猫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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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

市场调研
市场容量摆在那里

同款同质的产品很多，要找到切入口
产品定位、装修风格，视觉营销、定价策略

时刻顶牢竞品动作，先模仿，后预判

规划产品
不是所有产品都赚钱

电商思路之一，流量为王
产品必须要有一定的差异组合选择

借此来打造流量款，利润款，形象款

积累销量
选择电商购买的因素很多

但不可忽视的是页面销售量的积淀
营销活动的持续性是必须的，策划要围绕着需求

当达到一定的销售时，才能影响搜索规则

会员营销
那些在同一店铺购买过的客户
开发二次购买难度，
比开发新客户低，
他们的推荐
更重要

关联爆发
珍惜流量，每一个流量在你这里没买，会在其他人买
内站报活动，外站自媒体（微信、微博、头条、抖音）
页面关联，产品套餐这些都不可忽视
宣传无止境

渠道打造
根据自身产品和销售需求
找一群同样需求的商家
释放政策，日常维护
引入多平台

                   产品电商营销策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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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卖点挖掘

产品卖点挖掘

公
司
产
品  

挖掘产品卖点，加以提炼，形成视觉营销点

目的    

从产品原料，加工过程，成品功效、使用场景及

包装和附加值上寻找。

方法   

根据市调数据，进行定位，根据定位人群，有针

对性的挖掘产品卖点，配合营销手段，提高销量。

目标    

                   产品卖点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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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运营简述一

店铺装修

店铺入驻

产品上架

客户服务

产品拍摄

店铺定位 明确店铺的行业定位和品牌定位，制定网店年度计划。

确立电商平台风格，并由专业美术团队提供全程装修服务。

梳理产品系列，重新组合产品后一并按标准统一上架。

协助企业入驻各平台电商，成为与平台沟通的专业顾问。

以旺旺为基础构建7*24小时客服体系，形成标准化流程。

专业拍摄机构紧密合作，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照片拍摄。

                   电商运营简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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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运营简述二

站外推广

站内推广

成本控制

节奏控制

店内促销

活动策划

依托自有商务的资源，构建站外立体化的推广体系。

提升店铺点击率和转化率，合理控制营销成本。

定期参加电商平台站内固定的市场推广活动并评估效果。

分阶段制定、实施推广计划，预估推广效果。

充分利用店内促销工具，增加用户粘性，提升销量。

根据经营分析，策划每月、每周的主题活动。

                   电商运营简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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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运营简述三

运营监测

数据分析

分销策略

线下结合

产品培训

数据采集 运用数据工具，全方位采集客户数据供分析。

24小时监测网店流量与销量。

协助企业进行网络分销商招募，开辟网络分销渠道。

依托数据分析团队，形成数据分析报告供决策。

协助企业解决线上线下的产品差异化、销库存等问题。

针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产品知识培训，如客服等。

                   电商运营简述3



04 传统品牌发展电商面临的问题



传统品牌发展电商面临的问题

1

2

3

人才难找
网店运营包括了策划、设计、网络营销等各方面人才，
需要专业的团队；目前电子商务人才非常紧缺，未必能
找到合适的人才。

硬件费用：办公场地、电脑等费用，至少10万元起。

由于人员不专业，需要承担初期的学习成本，包括对淘
宝规则的熟悉等诸多问题，然而时间却是最宝贵的。

人员费用：至少5人的专业团队，年薪在10万元以上。

费用巨大

时间成本

                 自建电商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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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匹配

客服2-4人

美工1人

店长1人

运营1人

招商1人

数据分析1人

运营团队

电商整体统筹，团队管理
整体任务达成

销售数据、广告投入
会员管理、竞品分析
实时数据、预警监控

全国各平台/各地域招商

首页/导航/详情/活动页面
各类页面装修支持

早9:00~晚10:00售前/后咨询

促销策划/活动提报/价格管理
售后处理/库存管理/资源优化

团队人员配置



05 选择专业合作团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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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风险

轻装上阵，专业事，专业人干

无需从零开始，专业团队带你一程

电商规则千变万化，不违规

各类活动易提报

美工不存在版权风险

电商经营零风险

店铺收付款均为您对公账户

资金收付两条线，无风险

往来明细均可以订单核查

资金往来零风险

仓库设立在您所在地

每天只需对接发货

资产安全有保障

商品库存零风险

没有直接劳动合同，无人力纠纷

无需另购置相应的专业设备

培训、管理、营运全无忧

人力资源零风险

                    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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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乙方

仓库设立
甲方设立仓库，专人看管。
每日对接发/退/换货，月度盘点

发货对接
乙方每天下午4点前截单
以表格形式录入销售单，发至甲方。

产品定价/费用审核
甲方拥有产品定价权
所有支出费用审核权

店铺经营
按甲方要求执行价格体系
所有支出费用向甲方申请（书面形式）

产品质量
甲方把控产品质量，库存等
确保相关信息符合可销售条件

活动提报
乙方根据销售情况，提起各类活动申请
相关信息的配合均以甲方书面回复为准

结算流向
所有对外开的店铺及平台
结算方式为甲方对公账户

授权管理
所有店铺的归属权均为甲方
乙方对外活动的授权均来自于甲方

                    合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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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代运营计划3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销售额 访客数 成交转化率 客单价= × ×

                 选择专业团队运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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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产品服务有保证
价格有区间优势

没有做不起来的电商
只有不会全盘实操的运营

无论什么类目
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突破空间

                给品牌方的几句话



感谢您的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颜沿（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奇葩創意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聯繫人              :     Kay Lee
聯繫電話              :    (852) 2771 6816   
WhatsApp/WeChat    :    (852) 6905 9360 
電郵地址              :    kay.lee@cre8digitalmedia.com
公司網站              :    www.cre8digitalmedia.com
公司地址              :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10-116號永恆商業大廈18樓

颜沿香港合作夥伴:

Wec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