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与管理

Operation ＆Management

栏目编辑：高中伟

gzw@motorchina.com

随着近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汽车后市场也随之繁荣起来，作为汽车后市场组成
部分的汽车用品市场也同样拥有了发展的空间。但与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汽车用品市场相
比，国内汽车用品市场仍然处于起步、萌芽阶段。中国的汽车用品将何去何从？什么样的经
营模式可以促进中国汽车用品市场的发展？汽车用品如何形成三元盈利模式……作者将就
以上一系列问题作详尽的阐述，并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于本刊。

汽车用品三元盈利模式(七)
——服务站如何进行活动营销
◆文/北京 徐传新

(接上期)
2013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0万，由此看

就很明确了，那么在这里最好要植入一些其他的辅助目
的，比如增加续保等。

来，汽车后市场的蛋糕又大了很多。但是实际情况是几
家欢喜几家忧，如今中国有六个城市步入了限号的行

活动的主题

列，而且在未来，这个数量可能还会增多，这些因素，

我们行业内经常讲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必定会影响整车的销售。所以大家的目光已经不仅仅

那么要想成功地策划一个活动必须使其具备主题新颖、

注视销售，而是盯牢售后这个汽车业的稳定盈利空间，

有冲击力的特质。
“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这些主

由此，汽车后市场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那么在这

题对客户来说已经司空见惯。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名为

徐传新

样的背景之下，客户如何进厂？如何维护老客户？如何

“会游泳的氙灯”(氙灯先体验后付费)的活动，是不是会

具有15年汽车业销售与服

提升客户的运营质量？这些都成为了摆在汽修企业管

比传统的营销活动更让客户觉得难以忘怀。

务的一线实战工作经验。

理者眼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任北京传慧嘉和咨询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决胜终端”已经成为取

有限公司首席讲师、北方

胜市场的“宝典”。成功的促销活动已经成为各经销商

宣传的途径很多，一个成功的活动宣传是盈利的

交通大学汽车营销EMBA

(维修企业)努力追求的目标。通过促销活动，可以达到

基础。如今，宣传通常分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线上方

班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

抢占市场、增加客户回厂率以及提高客户购买商品意

式有微信、微博、门户网站、公司网站、论坛、QQ群、

学海外学院汽车总裁班

愿的目的，同时可以提高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从而

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电话等；线下方式有店内海

客座教授、人民大学汽车

增加维修企业的盈利空间。

报和易拉宝、横幅、电子屏、DM宣传单页等。除这些宣

卓越总裁班高级讲师。
其核心课程有《汽 车销
售服务利润提升课程》、

营销活动是能够促进客户及时回厂以及提升客户
满意度的砝码，要想做好营销活动应做好以下几点重

字管理课程》、
《汽车业
客户满意度提升》等。

100

传渠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向客户推送与发送
与活动相关的软文及短信。

要的内容。

《汽车用品营销管理及
规划》、
《汽车4S店KPI数

活动的宣传

活动的邀约
活动的目的

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邀约工作就是真正

做有创意的营销活动，一定要明确目的。在这里

落地的事情。要想把邀约做好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规

笔者举例，比如我们的目的是增加钣喷的收入，这样

范活动邀约的话术；②提前做目标客户细分；③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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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按数量分派给服务顾问；④活动期间每天要对邀约客户的推进

拉宝、横幅、电子屏、DM宣传单页等。那么这些物料的设计与整理一

情况进行分析。针对没有邀约的进店客户进行活动的详细介绍，从而

定要符合活动的时间进度，并且还要符合活动的核心内容，同时要

促进该部分客户对于活动的了解以及提高其参与活动的可能性。

分配专人来负责物料的设计、制作、布置等工作。

活动的人员

活动的流程

活动要做完美，整个活动的人员架构就要清晰明了。整个活动
首先应具备一个领导者，负责整个活动的统筹安排，其次就是部门

维修厂的活动有单月与单日的区分，不管是哪一种活动，活动的
流程都至关重要。单日活动的流程实例见表2。
表2 整车销售保险活动现场安排及流程

的负责人以及一线员工。整个活动需要组织者、执行者、触发者、总
结者等。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需要一个人员去完善，具体实例见表1。
表1 营销活动人员安排
序号
职责
1 进店接待安排
顾客需求分析
2
及活动确定
3 车间维修总负责
4 钣喷车间总负责
5 综合调配管理

人员
要求
李** 活动接待台

孙** 应急处理

备注
接待大厅设活动接待顾问
符合要求车型即可参与免费
A/B套餐
对活动车辆优先进行维修交接
协调钣喷车间维修进度
调配活动车辆
客户谈判困难让总经理
与客户洽谈
氛围场景记录
对活动车辆进行全面检查
尽可能发现顾客续保
需求并促进成交
及时反映活动现场情况

方** 三类话术

导入方案内容

胡** 激励士气

开展动员会

李** 活动深度
谭** 及时维修
谢** 钣喷车间
佘** 及时

6

特殊问题处理

佘** 其他要求

7
8

活动拍照
活动车辆验车

胡** 现场记录
冯** 检验车辆

9

续保开展登记跟踪 夏** 发现需求

10

活动监控
活动宣导应对
话术制定
动员鼓励

11
12

活动的政策
活动是否对客户有吸引力，关键在于活动的客户政策，客户政策
是决定客户对于活动接受程度的关键。传统的活动政策无非包含以
下方面：折扣、套餐、搭配赠品、代金券、抽奖、自驾游、有奖竞赛等。
这些固然很实用，但是过于老套而传统。
笔者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比如我们做一个续保提升产
值的活动，我们推出的商务政策有五重大礼：①某保险公司AB套餐
(只要续保险便可任选一个部位的免费钣喷服务)；②到店便赠送18
项价值88元的免费检查；③凡来维修厂参加续保的维修客户赠送价

序 项 项目
时间
项目分解
主担当 协助人
号 目 内容
音响
灯光 音 响 调 试、现 场 音乐设 制
杨*
冷**
(轻快音乐)
现 准备
背景板(展厅现有背景板)、代金
场 物料
冷**
券、红包、礼炮等
前 准备
1
9∶00-12∶00
期 礼品
邀约名单、到店红包等
李*
准 准备
备 现场
清理桌面及现场卫生
袁**
布置
签到
前台签到、派发红包(代金券)；礼
13∶00-14∶00
李*
邓**
准备
品(签到鲜花、活动资料)
主持
人 14∶00-14∶10 邀请现场客户签到、简介活动
杨*
崔*
热场
主 持人 致 欢 迎 辞、简介活 动 流
开场 14∶10-14∶15
崔*
杨*
程、邀请崔*上台宣布政策
崔*
崔*致欢迎辞、公布价格、宣布优
服务
14∶15-14∶25
崔*
致辞
惠政策
顾问
活
预售
服务
14∶25-14∶40 即定即抽，当场开奖
崔*
动
环节
顾问
2
流
汽车美容知识讲座：聘请本地的
程
美容 机 构的美容顾问开展汽 车 杨*
崔*
美容知识讲座
现场
14∶40-15∶00
互动
售后知识竞答：售后服务顾问与
客户现场互动，提出与汽车相关 王**
刘*
的小问题，答对可获得神秘礼品
洽谈、接待；主持人配合唱单、
15∶00-15∶20
杨*
崔*
抽奖(客户选择定车礼)
现场
现场客户抽奖，抽出3名幸运客
15∶30-16∶00
杨*
崔*
团购
户，送出1个车模和2个抱枕
糕点及时补充供应，及时清理桌
14∶00-17∶00
袁*
面及现场卫生
活动
17∶30
整理现场物料
冷** 服务部
结束

值180元的110发动机保护液1瓶；④凡来店续保客户，若在本店做保
养还可以免费享受发动机机油滤清器1个；⑤针对能够帮助我们介绍
其他车主到店来续保的本店老车主，赠送其200元维修代金券一张。
那么在这样重复而加码的商务政策下，更能让客户变心动为行动。

活动的总结
活 动 总 结 是 依 据 整 个 活 动 的 执 行，进 行 P D C A(P l a n , D o,
Check, Action)循环式的思路总结。主要是把活动中存在的亮点
以及缺点进行梳理，从活动的成本、收入、盈利的KPI(Public Key

活动的绩效
绩效的合理性是决定活动成败的关键。关于绩效的促进办法，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讲到，这里不再赘述。最后，笔者还想建议各位管
理者，拿出活动毛利的30%作为员工的奖励基金。

Infrastructure)角度进行分析。同时，也要根据人员的绩效情况来分
析员工的收益回报率。
要想把活动做好必须按照上述的十步流程来进行操作，这样才能
使所举办的活动成为客户需要的营销活动，成为植入客户心中的活动。
汽车三元盈利模式的系列文章，到本期连载结束。笔者希望在

活动的物料
在活动的宣传里面笔者已经讲到关于线下宣传的物料，海报易

未来能与广大读者分享更多的关于汽车用品经营的模式以及创新的
运营思路。(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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