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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件小事 (十四)

（接上期）

14.奥运的汽车怎么保障安全？

奥运会的口号已经遍及大街小巷，已经

比那些同行们想的周全、想的招数多”
。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

是妇孺皆知，但是奥运的出行保障方案

诸葛亮说道：“论力气还是皮匠们

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

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如何才能让拥挤的

大，但是论智力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所

木石。

城市交通变得更顺畅、更轻松、更和谐，

以请刘总记住我的一句名言，
我们要靠脖

这一年，中原大地迎来了一次无与

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大难题。尽

子以上的东西吃饭，
而不能靠脖子以下的

伦比的盛会——奥运会。提起这个奥运

管各项工作已经有条不紊，但是突发事

东西吃饭”
。
刘备说：
“那我们就想

会，各方人士是摩拳擦掌，
都准备大干一场，因为有
一个新名词“奥运经济”
。
可以说从天上飞的（飞

几个可以吃上‘奥运饭’的

设计几个三国演义的角色，让书中的主人公在这里活现。
4S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挟主机厂以令客户（来店）
。
传统修理厂——孙权
“江东基业风光仍在”
，
上也困难下也困难。

机）
，到地上跑的（火车、汽

连锁店——刘备“外联内合，资源互补”
。

车）
，再到水里游的（游轮）

路边店——刘表三无企业：理想不远、计划不周、实力不强。

办法吧”
。

诸葛亮说：
“这个不难，
我认为我们蜀国汽修可以
进行下面的奥运营销，这

都想方设法和这个奥运挂

是一个系列的组合拳，包

钩。只要是能够和比赛沾

括6套拳法：1.针对权力部

边的，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向里面靠一靠，

件亦不能排除，如在交通高峰的时候出

门进行奥运安全车辆保障行动；2.针对普

就连刚出生的小娃娃都取名叫福娃、奥

现的车辆故障，在交通主干道上出现的

通车主进行一次为奥运做贡献的倡导活

运。但是这个奥运也确实有一套：让你搭

汽车自身故障拥堵。我们通过交通管理、

动；3.在普通大众媒体上发表系列的奥运

车你才能搭车，不让你搭车你就不能搭，

限行等措施可以控制车流量，但是不可

期间车辆安全使用的讲座；4.进行‘车辆

否则就涉嫌违法。
具体违的哪一个法？可

能通过这些控制车出现故障，而真正的

安全是汽车消费的最高需要’的文化普

能曹操、刘备、孙权都说不很清楚，但是

拥堵就在故障车的停车过程中。因此，保

及活动；5.在距离修理厂周边10km以内

记住了一句话：能够搭车的叫做授权，没

障车辆故障的减少，应该是汽车维修专

的社区进行轮胎安全演示和刹车油兑水

有授权就不能够搭车。
授权的合作伙伴叫

家们主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汽车后市场

试验，借以提高我们的品牌知名度；6.引

做“奥运合作伙伴、奥运赞助商”
。

专家对奥运会的一大贡献。

导礼品文化，把好的汽车服务项目当作

刘备和诸葛亮一直在想：难道我们

想到这些，诸葛亮拍手叫了起来：

礼品赠送给亲人、爱人、朋友、领导；7.

这些没有搭上车或者实力不够又想搭车的

“我想到方案了，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所有的奥运志愿者大约2万人，
我们为奥

“非奥运合作伙伴、非奥运赞助商”就真

到奥运经济中去了，
而且我们要做到其他

运志愿者的车辆提供志愿服务和支援服

的有钱没处花，
被这难得的机遇抛弃了？

对手想不到、做不到、甚至是没听过的奥

务。这是我的详细解释和策划案，请刘总

也许不会。谋事在人，吃不到面包，还有

运营销”
。

过目。
”

馒头充饥，任何时候，机会都会在聪明人
面前出现，只是看你想不想去发现。

“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
，

刘备问道：
“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

说着，刘备从诸葛亮手里接过了一

葛亮，我们现在一个刘备、一个诸葛亮，

份修理厂奥运营销策划案和社区营销方

至少可以顶6个臭皮匠，所以我们肯定会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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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理企业奥运营销策划思路
1.针对交管局、公安局、工商局、市政府等部门推出“我

汽车维修服务、不是配件，而是倡导汽车的安全文化。我们销

为奥运做贡献，汽车安全无故障”、
“奥运连着我和你，汽车安

售给客户的是安全、时间和省钱。如果能够有好的项目和这些

全进万家”的全面车辆服务系统方案，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对

目标吻合，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益处，都可以捆绑起来提供给消

夏季汽车最容易出现的故障和应急处理，包括：夏季水箱开锅、

费者。消费者花钱买的就是益处，而不是产品的功能或特色。

夏季空调不凉、夏季发电机不发电、夏季制动失灵、夏季轮胎
爆胎等问题的最新解决方案和技术方案。

5.举办特色安全演示活动，
活动项目包括：刹车油兑水后
油溶于水的演示试验；安全轮胎可以转动承载车体运动的功

2.针对普通车主的“车辆少出一次故障，奥运多增一点光

能；任扎不漏是特色；安全才是最终收益，是消费的目的。所

辉”、
“天有不测风云，车有瞬息变化”、
“奥运为我饱眼福，我

以要明确告诉消费者花钱的理由就是——安全
（客户消费是购

为奥运少添堵”、
“驾车人的奥运行动：少坏、少开、少吵”、
“我

买的是一种有保障的商品）。

为奥运做贡献，汽车安全大讲堂”、
“奥运在我身边，汽车在我

6.推出一种理念，
创造一种新的汽车消费文化，
尽管暂时

左右”、
“汽车少出一次故障，是对奥运的最大贡献”的汽车知

看不到收益，但是第一效应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汽

识普及活动。

车维修行业，达到曹操的 4S 店规模的修理企业不计其数，但

3.在《汽车维修与保养》、
《车主生活手册》、
《蜀都晚报》、

是更多的还是在原来的基础层面上进行利润的竞争，
大多数还

《青年报》、
《现代司机报》等平面媒体上刊登系列文章：
“奥运

是靠“钣金事故车”的利润。甚至在行业内有一种不成文的规

期间的汽车如何保障安全”、
“汽车水箱漏水怎么办？”、
“汽车

矩“不和保险公司搞好关系，就可能不容易赚钱”，于是各种

空调不凉为什么不能仅靠加制冷剂解决”，
“免费检测为什么有

各样的修理厂拼命地拉关系、拉车源，大家的竞争点几乎一

声音没市场？”。无论从内容的新闻性、权威性，还是可读性、

样，而这是没有办法赢得绝对胜利的。有这样一句话：
“三流

通俗性，都能激起强烈的阅读欲望，里面蕴含了大量的信息资

企业造产品，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定标准”，这实际上

料，在刊登时可能会收到相当的阅读效果。

也可以引申为：
“三流企业造产品，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

4.组织进行有亮点的项目，
在周边社区举办汽车知识普及

业定标准，特级企业引潮流”。我们要把汽车维修以及汽车维

活动，推出一种区别于普通修理厂的文化普及活动。因为世界

修新项目当作“关爱生命，安全行车”的一种理念，把汽车的

上所有成功的公司卖的都不是有形产品，而是一种理念、一种

维修消费当作礼品赠送。

文化，他们都有独特的销售主张。所以我们蜀国汽修卖的不是

社区营销方案 “新年送好礼，安全献爱心”
一、方案背景：通过对产品分析及市场细分，设想能够在
产品功能概念的基础上赋予产品以品牌概念，提高附加值，给

六、活动时间：2008 年 1 月 19 日

消费者一个明确合理的花钱理由——“安全”，从而说服消费

七、活动的受众：所有愿意把“安全的爱”送给上级、领

者。试图通过满足客户的心理需求，强化市场需求的迫切性，引

导、丈夫、妻子、男友、女友、兄弟姐妹、好朋友、长辈、孩

导消费，最终实现销售的目的。为此希望利用春节、情人节两

子、业务伙伴等的所有愿意奉献爱心的有车人士。

节送礼之际，验证这一想法的可行性。
二、总体思路：中国是礼仪之邦，过节送礼是生活习俗，因
此催生了庞大的第三方消费市场。然而“送礼到底送什么好？”
却成了让人十分头疼的问题，既要实用又要有意义有内涵，可
以准确地表达送礼者的心愿。其实没有什么比送健康送安全更
能表达心愿的了，所以“送给你所爱的人一份安全的真爱吧！”

八、活动实施： 讲究互动性。

1.前期准备：
A.做好战前动员。
与密云店充分沟通，
达成共识并做好本
公司与终端加盟店员工的培训、任务布置等细节工作。
B.做好物料准备，包括天衣轮胎安全升级卡、
“天衣安全
关爱”证明贺卡、宣传彩页、告示牌、条幅、充气吉祥物、赠

三、活动主题：新年送好礼，安全献爱心

送礼品、视频宣传片、背景音乐、现场展示车辆、现场体验及

四、活动副标题：
“你是我所爱的人，我要送你一份安全的

游戏用轮胎等。

爱！”——天衣轮胎安全升级卡 - 奥运年表达爱意新时尚、新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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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动地点：蜀国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C.新闻稿的准备。从多角度、不同标题准备新闻稿件（包
括领导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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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媒体邀请及安排。根据情况，尽可能邀请平面、网络、电
视等媒体的参与（详细见媒体名录）。
E.领导邀请及安排。邀请维修管理处、交通管理局、公安

FOR UM

他所关爱的人：要提前安排）→媒体跟踪报道。

九、活动人员安排：（本刊略）
十、活动时间安排（见附件）

局、
工商局等政府机关的领导以及天衣总部领导到现场致辞
（详

附件(一) 现场游戏说明

见欲邀请领导名录）。

A.轮胎寻宝

2.前期宣传：

1.事先准备六条轮胎，按ABCDEF进行编号，其中有两条为

A.电话宣传

天衣安全处理过的轮胎。

对公司市场开发人员进行天衣安全轮胎产品培训及电话销
售技巧的培训，使他们对产品及销售方式有详细的了解，便于

2.选出六位观众，
每人选择一条轮胎，
选重的协商解决，
若
不行就抽签决定结果。

日后开展工作。

3、六人同时用改锥刺入轮胎并拔出，不漏气的为天衣宝

通过市场人员对客户状况的深入分析，
对潜在购买客户进

贝，两人将获得奖品并发表获奖感言。

B.财源滚滚，抢夺宝藏

行电话宣传与销售。
B.开通网上咨询及电话咨询购卡热线。

1.准备两只天衣安全轮胎。

C.现场派驻促销员对维修保养客户进行一对一的销售。

2.从观众中选出两个家庭的观众（或者同事），绑住双腿，

3.现场发布：

同时站在起跑线的一端，哨声响起，立起轮胎让轮胎滚动以最

2008 年 1 月 19 日，在密云店召开现场发布仪式，请相关领
导及媒体朋友参加。

快的速度推过 20m 的跑道，到达终点，全力抢夺宝藏（将改锥
刺入轮胎）。

4.活动内容：

3.整个过程历时 2min，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抢夺宝藏

产品介绍；产品现场演示；客户现场体验；汽车安全知识

（刺入改锥）最多的选手获胜，将赢取奖品，并发表获奖感言。

讲座；产品购买；现场颁奖；爱心快递。

4.此游戏可选三对选手分别进行，
可考虑安排一对女性选

5、活动流程：

手。

领导致辞→产品现场演示→客户现场体验
（游戏形式详见

附件（二） 活动执行计划（本刊略）

游戏说明）→产品介绍说明→ 现场互动、答疑、现场签售天衣

附件(三)

新闻稿标题清单（本刊略）

轮胎安全升级卡以及“天衣安全关爱”证明贺卡→为第一个成

附件(四)

欲邀请领导名录（本刊略）

交的客户赠送礼品→爱心快递（陪同用户一起或负责将卡送给

附件(五)

人员分工及时间进度表（本刊略）

本节主要问题

配合销售进行的前期准备。
但是很多策划

很多企业都要面对成百上千的机会，

都变成了搞宣传、作活动、写文案，至于

有句名言叫
“机会只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

与企业的结合度，
当然怎么讲都能联系在

但是似乎很多人都无缘机会，
似乎很多企

一起。

业都没有准备充足，
于是很多企业只是看

（2）奥运会是个大事情，
是个全世界

解决方案
把“人（员）
、机（设施）
、料（材料）
、
法（制度）
、环（环境）
、软（软件）
、硬
（硬件）
、资（资源）
、服（服务）
、标（标
准）
”的十个关键点，设计一张表格，然

着别人赚钱而大加羡慕。
真的是这样吗？

都关注的大事情，直接参与的困难很多。

后逐级、逐项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够在

看了本文的内容你会发现：这种准备只是

很多人和企业就成了配角，甚至沦落到

众多的工作中完成每个具体工作。

思路的准备和必要的物质准备，
远没有想
象得那样复杂。

误点分析
很多企业之所以无缘机会，最主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个人都是在无休止地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地步。

切忌

（3）
“策划创意——文案——执行计

做事之前过度小心谨慎，过度精挑

划——落实情况——人员安排——后期跟

细选。我们不能承担失败的代价，但是更

踪——策划验证”
，
这是一套完整的流程，

不能承担“不做即是无过”的后果。前者

很多维修企业似乎没有干完工作。

只是单个事件的失败，而后者却是“整个

做计划，无休止地讨论方案的可行性。要

（4） 产品销售必须完成的过程：让

知道，字面的理解是永远都会有漏洞的

人知晓——让人来看——让人试用——

小有失败，也不能看着“企业乌烟瘴气，

让人信任——让人推荐。这是一个很难

人浮于事”
。

跨越的过程，很多企业没有真正完成这

（未完待续）

（包括本文的策划）
。
（1）市场策划是个新名词，
更是个新
鲜事物，但是策划的宗旨是不能变的，是

个过程。

企业文化、企业风气”的后退。我们宁可

（编辑 范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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