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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化官网，引流到官网成交
Build a digital official website and lead to official website transactions. 01

u 快速搭建多端官方网站，一个后台，统一管理。

u 海量主体风格一键生成，个性化官网的创建基础，

多种类型组控件让官网功能更加齐全。

u 官网内容多渠道引流，助力获客。互动工具实时

把控，加速客户沉淀。

u 提供强而有力的数据支撑，表单配合官网主动获

取客源，形成线索。

无代码、个性化高效建设网站数字化能力



丰富的行业场景电商解决方案
This Text Box Is From Shuzi Impression Studio. 01

ü 满减、拼团、秒杀、抽奖、直播等多种营销应用组合营销

ü 拉新、转化、促活、复购、裂变，快速打通，持续进行

营销活动，可根据需求进行实时调整

ü 灵活的二级分销体系，佣金明细、等级设置、地区代理、审核统计满足场景营销需求

ü 你的员工是你的分销，你的客户是你的分销，其他商家是你的分销

ü 轻松拥有自己的知识付费平台，支持图文、视频、音频多种课程体系呈现

分销、知识付费体系拓展销售渠道



数据驱动营销带来营收增长
This Text Box Is From Shuzi Impression Studio. 01

ü 多端搭建商城开店，多渠道引流聚合曝光

ü 客户来源和标签帮你了解客户，会员管理精细化运营

ü 精准营销增强客户粘性，提高复购，拉升客单。

精细化管理客户，提高留存

ü 全面掌握流量、交易、客户行为、互动统计的数据剖析

ü 多维度的数据营销决策促进业绩增长

数据分析全方位，多角度



搜索引擎优化技术的标准动作功能化
Standard action functionalization of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01



助力企业构建多应用场景
Help enterprises build multiple application scenarios. 01

抓住⼩程序的机遇

• 享受各社交平台环境下⼩程序⼏⼤专属⼊⼝。

• 获客⼿段、链接⼿段⽐⽹⻚更丰富。

• 公众号、⼩程序、聊天群互联互通，流量变现途径更多。

• 产品体验更流畅，转化效果更好。

• 发布⼩程序后，享受平台带来的流量倾斜。



建立数字媒体矩阵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media matrix. 01

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

社交网站

问答网站

和 ，针对已关注的用户进行 1对多 的推送，

推送形式包括文字、语言、图片、视频等，并基于微信

用户本身的庞大基础，遥遥领先于其他渠道。

互动直接，推送不受数量和时间的限制，形式也是多

样化的，开放性也很容易造成 的效果。

社交网站包括 等社区、论坛。

等。

视频网站

都是视频网站的代表，

用户通过 弹幕、评论的方式来进行互动。

短视频网站

等等，短视频更符合大众移动手机端的使

用习惯，在用户碎片化的生活节奏中非常受用。



内容数字化
Digitalization of market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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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意皆内容
All businesses are marketing content. 02

塑造品牌，提高转化与留存

⽤户来到官⽹最优先想了解的就是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卖什么产

品与服务？这些产品服务是否能帮到我。所以需要补充完善公司相

关公告、资讯、产品服务、案例等内容。同时，新⼀代的买家更喜

欢自主搜索和研究。更需要构建更生动流畅的、能够令客户能够⻓

时间停留的内容。

提高搜索引擎收录，带来自然流量

对搜索引擎来说，提⾼⽹站的收录需要经常发布新的原创内容。如

果每周甚⾄每天都更新与企业相关的或者和关键字相关的⽂章与内

容，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自然流量 。



一键链接九大社交媒体平台
One click link to n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02

对于部分官方没有提供授权发布方式的媒体平台，请托管账号和

密码，由服务商代运营，省去您繁琐的操作。

授权媒体号可通过媒体平台提供的渠道进行媒体号的授权，授权

完成后可以通过官微中心将内容分发到各个平台。

媒体授权

关联媒体号可以作为社交链接在您的官网、名片中呈现，并能获

取到该媒体账号下发布的内容及数据。

社交关联



主流媒体，营销内容一键分发
Mainstream media, one click distribution of marketing content. 02

关联媒体号，让客户找到您

关联越多的媒体平台，就会让更多的客户找到您，

从而获取更多线索，形成更多销售。

内容一键分发，提升运营效率

媒体号授权后，可以将内容分发到各个媒体平台，

极大提升了运营的效率。



活动宣传渠道多样化
The promotion channels are diversified. 02

新闻营销

选择新闻媒体发稿稿件内容可以作为新闻源被收录，网站对于新闻源内容收录效率非常快，部分用户在

搜索企业信息关键词的时候，作为新闻源内容能展现在首页，可以达到用户“一搜即达”的状态，能让

企业信息更好进行展现。同时，信息录入后台统一管理，方便后续社交分享。



开通官方直播与客户产生互动
Open the official live broadcast to interact with customers. 02

自建微信小程序或官网可开通直播功能，独立站的商城小程序新增加直播插件的选项。



服务在线化
Onlin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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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展示形式数字化
The presentation of activities is digital. 03

全面覆盖业务场景，成绩查询、流程审批、问卷调查、在线收款、投票报名等收集

任何对你有价值的信息，助力企业高效协同。



付费营销推广赋能
Better realize paid marketing promotion. 03

长期运营，积累针对多层人群的拓词策略

核心人群

意向人群

潜在人群

品牌词
品牌名称/品牌官网

产品词
红豆薏米茶/薏米茶/

明星红豆薏米茶

功效词
祛湿/除湿/排毒

红 豆 薏 米 茶 新 品 长 期 优 化 ， 竞 价 广 告 酝 酿 爆 款 销 量



基于LTD营销中台进行广告投放的好处
Help in advertising based on LTD marketing platform. 03

基于自己官网落地页进行投放，所有

数据和线索企业都自己掌握

掌握销售线索

销售可以在官微中心app直接进行线

索跟进，即使换销售也不担心客户资

源流失。

线索数据分配

线索重复触达

线索可以重复触发，不用担心账户

被封或者关闭后看不到线索数据

用户行为数据统计，例如：表单填写、

电话拨打、微信二维码添加、QQ对

话、邮件发送等。

交互行为统计



营销数据的交互统计
Interactive statistics of marketing data. 03

表单功能可以获取到，填写手机号码但是没有提交表单的客户手机号信息，增加销售线索来源。



在线客服，及时沟通促进用户转化
Online customer service, timely communication, promote user transformation.  03



销售自动化
Sales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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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成为营销指南
Let data be the marketing guide. 04

官网访客
统计官网每日访问量、访客来

路和受访页面，让运营人员更

全面了解运营效果。

媒体数据和评论
统计图文的发布数和阅读数，视频

的播放数和发布数，以及在不同媒

体渠道的发布量，归集所有媒体的

评论内容，不同媒体效果一目了然。

小程序访客
统计每一位访客访问途径和行

为，可清晰看到每位访客路径，

筛选高质量访客标记为线索。

名片访客
统计名片的访客信息、来源和

行为，可筛选高质量访客标记

为线索，方便销售获客成交。

全员营销数据
统计每位员工分享名片、名片被访

问的次数，以及获取客户线索数量

的排名，方便管理销售人员，促进

销售人员分享获客。

表单数据
收集不同营销渠道的页面表单数据，

表单可根据应用场景自定义名称和

填写哪些内容，第一时间获取用户

意向和反馈。



微名片降低沟通成本
Wechat business cards reduce communication costs. 04

快速打造商务社交形象

保护隐私，快速创建。个性化信息完善，

体现专属形象界面简洁，创建即用。

全方位展示企业品牌

全维度展示信息，提高客户信任，追踪

访客行为，洞察客户需求，快捷联系，

持续触达客户。

成员管理强大易用

管理员工方便快捷，员工获客报表及

时更新，精准识别员工价值。

扫一扫
极速创建名片

基于微信生态开发的新一代智能社交电子名片，与企业的官微连通

通过官微中心实现企业的「一个后台、一个中心、一份数据」



客户行为轨迹跟踪
This Text Box Is From Shuzi Impression Studio. 04

员工个人数据报表
简洁明了 访客行为

一目了然

访问该名片的客户
清晰可见

点击任意访客行为，即可在线聊天

无需添加任何好友
可直接与访客在线沟通
通过微信方式进行信息推送

1. 个人中心 2.访客记录 3. 在线沟通 4. 个人数据报表 5. 访客互动记录



客户信息收集和画像
Custome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ortrait. 04



以内容分享带来销售线索
Bring sales leads to enterprises through content sharing. 04

营销物料便捷分享，适应不同场景，统一营销分析。

1营销内容分享

      文章、视频、海报、图片

等内容均可分享，支持生成二

维码分享，链接分享和生成海

报分享，海报上可添加名片二

维码，让分享成为获客工具。



内容展示与传播，挖掘社交渠道潜在客户
Content display and dissemination, tap potential customers through social channels. 04

1. 分享呈现 2.拨打电话 3. 添加微信好友 4. 留言表单 5. 热门文章、产品



一键生成海报，分享转发即可获客
Generate posters with one click, share and forward to get customers. 04

1. 分享首页 2.企业海报库 3. 选择二维码 4. 添加其他二维码 5. 生成二维码

可选择常用的二维码，
直接进行替换即可分享



用数据实时监控营销效果
Monitor the marketing effect in real time with data. 04

2全员社交分享

      所有成员可分享，系统

统计每位成员的分享次数，

分享后被访问次数和获取线

索数量，方便管理，提高人

效，实现增长。



销售线索实时推送
Real time push of sales leads. 04

销售线索提醒



客户分级管理和营销
Customer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04



移动数字化营销，手机管理一目了然
Mobile digital marketing, mobile phone management at a glance. 04

全网营销数据中台，实时管控市场推广效果

让销售线索管理智能化、社交化、轻量化，为销售提效

数据
统计

数据全网接入，一站式覆盖所有

自媒体渠道，数据实时更新，可

视化呈现，流量变化尽在掌握。

每位员工分享名片、海报、营销

物料等被访问和获取客户线索数

量排名，方便管理销售人员，促

进销售人员分享获客。

全员
营销

客户
管理

意向客户跟踪管理，精准化标签，

行为轨迹跟踪，掌握精准销售线索，

实时更新意向客户跟踪进度，帮助

企业销售人员尽快跟踪意向客户。

收集官网、名片、媒体、小程序

各渠道的线索，轻松高效获取销

售线索，以低成本获取高转化线

索，不错过任何一个商机

线索
获取

官微中心App
扫一扫

下载App



生意进系统，客户找上门。服务在线化，销售自动化

杭州乐通达网络有限公司 LT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