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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商业的发展

• 新模式下商业运营模式分析

• 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

•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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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模式下商业运营模式分析

新营销模式下，客户群体和外部资源发生变化，迫使企业改变销售观念，重构零售价值链。

销售1.0

工业化

销售2.0

个性化

销售3.0

信息化

销售4.0

智能化

产品推销为主

生产/产品为中心

推销员大量产生

满足个性需求

解决方案为中心

顾问式销售兴起

互联网/电商兴起

海量数据/线索衔接

需求理解/提供方案

物联网/人工智能

战略转型/场景为中

心

严重冲击传统市场交易模式

复
杂
度

1980’s 2000’s 2015’s

客户获取信

息复杂度

销售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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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 全国中小企业总数已突破4300万家

⚫ 70%以上是私人企业

⚫ 平均寿命不足三年，并且不断下降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5、6、7、8、9”，即中小企业提供50%以上的税收、创
造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0%以上的发明专利、提供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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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

成本困境 技术困境 营销困境

竞争力不强

经营困难

落后的管理模式

工艺和设备

销售渠道匮乏

客户定位不精准

资金少，营销投入少

大范围投放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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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

互联网转型

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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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息化是保证企业升级的左轮

• 转型路径与实现路径分析

• 商业模式重构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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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转型路径与实现路径分析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敏捷组织

励销+企业微信

励销
CRM

电销模块
励销
搜客宝

AI励推 进销存

找客户+管客户+管销售管团队 管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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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

售前

获取线索

企业联系方式大数据

售中产品

触达线索

灵活支持线路、无线
话机、电话宝等多种

呼入呼出方式

多渠道、多终端的
客服系统

呼叫中心

在线客服

高效自动
过滤无意向的线索

智能外呼
机器人

线索筛选

跟进客户直至商机成交
合同签订以及收到回款

销售
转化

采购+销售+库存的管理
帮助管理物料账和财务账

售前产品 售后及其他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社交获
客工具

通过技术手段，有效推动企业组织的智能化，实现精准定位精确营销，实现从查询、管理、营销到追踪、管控的全程服务。



* 

第三章 企业转型落地一站式服务

• 新商业模式下的产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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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主营产品：励销CRM 打造数据驱动型企业

帮助中小企业
收集更多的企
业运营数据，
通过数据驱动
的方法，衡量
企业运营健康
指标，调整市
场战略。

电话跟进

电话沟通

线索

客户

机会

甄别有效
销售机会

建立客户档案

跟进、洽谈

报表

回款

合同

销售
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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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核心产品：搜客宝 销售数据搜索加速器

数据量大
1亿条数据，日更新300万条，300多个维度
号码接通率99%

销售门槛低
新销售开单周期平均3-5天，人均5单/月

可拓展性强
数据类产品，行业实用性强
后续可对接CRM+电销+AI语音机器人等

➢ 快速检索互联网海量客户数据，高效获取商机资源，成为销售人员必备工具；

➢ 2018年3月首次销售开始，每月客户数量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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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孵化产品：AI励推 微信时代AI人脉拓展引擎系统

微信成为企业营销获客、销售转化的
核心阵地，基于小程序的社交获客工
具励推，帮助企业更好销售。

励推名片

10亿微信用户
BOSS

监察所有销售活动

BOSS数据大脑

销售

个人展示

企业概况 交换、转发、分享

微信触达

鹰眼分析

AI预测

掌控所有客户资产

社群运营辅助工具

励推名片实现单点、多点、多面推广

励销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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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孵化产品：进销存 实现仓库销售采购一体化管理

01 销售管理
➢ 订货管理、销货管理

➢ 销售出库跟踪统计、销售明细查询

02 采购管理
➢ 采购成本控制、库存周转预算

➢ 达成采购任务、库存控制指标

➢ 发展供应商、询价比价议价

03 仓库管理
➢ 分区存放管理、仓库收发存管理

➢ 及时更新库存数据、定期盘点、调拨、拆装

➢ 库存预警、序列号/质保期跟踪、应收应付

04 BOM管理
➢ 组装单、拆分单

➢ 尤其在制造业中为计划、成本等工作提

供有效的数据资料

06 与企业微信API直接打通
➢ 与微信一样的操作体验

➢ 集成微信企业号所有能力插件可互相关联

➢ 微信也能接受企业通知，生活工作两不误

05 财务/产品/供应商管理
➢ 销售利润分析

➢ 销售开票、开票记录

➢ 产品管理、客户管理、供应商管理进销存

首批入驻企业微信，企业微信官方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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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电销、短信、订阅类产品等延伸增值产品为销售赋能

短信群发

节日问候、活动促销、新品上

架、客户推广，短信直达，即

充即用。

电销云播

智能连接励销crm客户数据库

，一键外呼，全程录音，未接

、来电时时提醒。

业绩提成

根据订单、回款，设置好提成

数据，直接生成销售的业绩数

据，便于统计，减少财务繁重

工作。

风险信息订阅

输入客户名称或调取客户资料

，直接查询客户工商信息，设

置风向预警，避免重要损失。

社交推广

通过H5社交定向维护意向客户

，加速漏斗转化，开拓展更多

新客。

费用报销

关联每一笔费用支出，差旅费

、交通费、办公费、招待费一

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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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业转型升级案例赏析

• 案例1：CRM+电销套装

• 案例2： CRM+励销搜客宝套装

• 案例3： CRM+励销搜客宝+电销套装

• 案例4： CRM+进销存套装

• 案例5： CRM买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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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CRM+电销套装

行业分类：网络科技

企业名称：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套餐： CRM不限工号+电销50坐席

公司情况：

一卡易是融合新型互联网技术的全新一代会员管理系

统服务商，主要为零售行业的中小企业提供基于云计

算的SaaS模式的会员管理系统软件和增值服务，通过

积分、储值、电子优惠券等营销方式帮助商家提高顾

客忠诚度，帮助商户建立自身的O2O自营销平台。

客户痛点：

1）全国覆盖41万家门店，服务超过12万家企业，客

户数量极其庞大，依靠销售纯手动excel统计记录，再汇报给总

部，速度慢且信息不全面；

2）每个客户的诉求不一，通过表格记录混乱分散，不易查询；

3）一卡易主要以电话销售、回访、服务，手动拨号效率低，易

出错且没有任何通话记录，企业追踪起来比较困难。

解决方案：

1）销售录入客户时，在励销CRM系统统一填写客户名称、客户

级别、电话、跟进反馈等信息，相关负责人在手机端就能实时

查询这位客户的全部资料和跟进信息；

2）针对客户设置标签，搜索、查询更方便；

3）结合电销模块一键拨打，所有的通话记录都保留在励销CRM

系统中，有据可循，保证销售与客户间的通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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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CRM+电销套装

建立客户档案 设置客户标签 电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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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CRM+搜客宝套装

行业分类：制造/商业服务

企业名称：山东蜜牙贝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套餐： CRM不限工号+励销搜客宝1+20工号

公司情况：

山东蜜牙贝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及

经营儿童营养补充剂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研究儿童

成长所需营养元素，主要经营儿童阶段成长所需的维

生素及矿物质等系列产品，公司经营产品均采取全球

优选原料，全球顶尖工艺及生产线为中国宝宝肠胃定

制专需营养。

客户痛点：

1）我们的客户分为上游原材料商和下游订货商，依靠表格记

录信息分散，不完整，影响部门之间协作；

2）所有的客户资料保留在销售手中，管理者只能依靠早会时

了解客户跟进情况，无法实时知晓销售跟进进度；

解决方案：

1）销售录入客户时，在励销CRM系统统一填写客户名称、

电话、联系人、跟进信息等，把上游原材料上和下游订货或

设置分类标签，方便销售和管理者搜索、查询；

2）减少广告投入成本，从励销搜客宝寻找目标客户、相关资

料、联系人、联系电话，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提高了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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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户档案

案例 2： CRM+搜客宝套装

励销搜客宝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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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CRM+励销搜客宝+电销套装

行业分类：生产制造业

企业名称：安阳市春阳冶金耐材有限公司

购买套餐： CRM10工号+励销搜客宝（ 1+5 ）+电销10工号

公司情况：

安阳市春阳冶金耐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硅钙合金

以及合金包芯线等冶金耐材产品的公司，凭借中频电炉、破碎

筛分生产线、合金包芯线等专业的生产设备，公司年产量不断

攀升至10000吨。

客户痛点：

1）产品多，每个客户的需求不一样，通过传统excel表格统计

出来的信息分散，业务数据不对称，已无法满足日常工作效率

；

2）销售手里沉淀了大量的客户资料，却没有详细的客户信息导

致过一遍电话发现不是目标客户就不再跟进；

3）广告投入大，却只能带来10%的客户回报率。

解决方案：

1）励销CRM能够统一定制业务字段模板，例如新建客户时，统

一填写客户名称、客户级别、电话等字段。在后期数据汇总方

面，能够自动生成数据报表，省时、精准、高效；

2）励销搜客宝提供企业的详细资料和多条联系方式，结合电销

模块一键拨打，在线保留电话录音并可以时时下载分享，帮助

新员工学习话术，提高团队销售水平；

3）同时励销CRM为企业提供销售轨迹监控，管理者可以在后台

设置客保时间，超出时间可以在公海里抢夺，最大限度提高客

户资源流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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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户档案/客户公海 励销搜客宝找客户

案例 3： CRM+励销搜客宝+电销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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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CRM+进销存套装

行业分类：网络科技

企业名称：成都辛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购买套餐： CRM不限工号+进销存不限工号

公司情况：

成都辛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图书出版的机构，在

成都及西南地区有良好的口碑和群众基础。通过不断的市场

拓展，锐意进取，公司已经形成以四川为中心，覆盖全国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客户网络。公司常年为全国各地的需

求者提供各种专著、教材、论文集出版服务，客户好评率高

达99%。

客户痛点：

1）客户分散，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客户网络，

依靠传统管理方法效率低，信息不完整，员工也很累；

2）教材多，每个客户针对的诉求不同，通过excel表格建立

客户文档复杂且不易留存；

3）出货快，每次出货每个教材的库存量都要人工重新做一

次更新同步到每个销售人员，信息难以同步；

解决方案：

1）励销CRM能够统一定制业务模板和字段功能，例如新建

客户时，统一填写客户名称、客户级别、电话等字段。在后

期数据汇总方面，能够自动输出客户档案和客户数据；

2）其次，励销CRM的数据导入和查重功能，一是方便销售

一次性导入老客户（客户名称、电话、联系人、跟进记录均

可导入），另一方面又防止销售撞单抢单；

3）最后，结合进销存帮助企业管理教材进出库，自动统计

库存数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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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户档案
数据导入/查重 励销进销存

案例 4：CRM+进销存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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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CRM买断版

行业分类：制造业

企业名称：江苏三牛电气有限公司

购买套餐： CRM买断版不限工号

公司情况：

江苏三牛电气有限公司是致力于热控、流控技术和自

动化控制系统的开发、研究、销售及工程施工的综合

性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

、酿造、水利、环保、轻工、食品、冷冻、建筑、煤

气、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等行业,公司以其雄厚的技术

力量，可靠的产品，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赢得了众

多用户的信赖。

客户痛点：

1）产品种类多，很多销售的客户信息和产品无法对

称，管理混乱；

2）遍布广，合作伙伴遍布全球，销售信息同步慢；

3）多系统，信息难以集中管理；

解决方案：

1）对比市面上的产品，励销CRM买断版功能齐全，

开发API接口，实施起来性比价很高；

2）销售录入客户时，在励销CRM系统统一填写客户

名称、电话、联系人、对应产品、跟进信息等，所有

信息同步执行，查找起来很方便；

3）管理者通过励销CRM就能了解客户跟进进度，不

需要远程打电话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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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户档案 跟进进度 数据统计

案例 5：CRM买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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