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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世界介紹



項目介紹
官方項目總代理

項目理念項目理念項目理念項目理念

一站式低成本微信
中國巿場拓展服務

專注中國巿場

多家資深公司合作



Our Clients
We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start WeChat promotion in China



微信公益課

我們與各商會合辦超過50場

微信公益課，分享微信營運
心得，其中包括:

• 香港工業總會
• 香港網商會(ALIBABA)

• 香港中小企聯盟

現時我們亦定期每星期四於
我司舉辦微信分享。



2. 微信WECHAT介紹
微信是一個趨勢，亦是助你傳統業務
轉型O2O的一個低成本便捷途徑



微信(WECHAT)

5.49億活躍用戶億活躍用戶億活躍用戶億活躍用戶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8億註冊用戶億註冊用戶億註冊用戶億註冊用戶

每月39%增長速度

功能包括:

• 即時通訊/群聊

• 朋友圈
• 微信官方帳號
• 微信支付
• 微信遊戲
• 微信便利服務

男女比例: 1: 1.8

90%每月微信使用DATA超過100MB

主要獲取信息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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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億月度活躍用戶億月度活躍用戶億月度活躍用戶億月度活躍用戶

近近近近500萬微信公眾帳號萬微信公眾帳號萬微信公眾帳號萬微信公眾帳號

微信會員咭優惠劵 – 積累客戶CRM管理

營銷扶助工具? 借用微信加強與客戶溝通?

微信是什麼? 為什麼要做微信營銷?

社交平台C2B營銷，粉絲互動交流?

手機電子商務，承接電商大勢

微信支付工具 - 一站式銷售客戶管理系統?

http://mp.weixin.qq.com

微信企業管理系統 公司盡在掌握? 

如何應用好這社交工具?

一個接口 百樣可能



來源

Source

傳播

Spread
門店

Shop

•個人
•線下:二維碼廣告/展會活動….

•線上: SEO/線上媒體

•功能建設
•文章內容
•客服管理

•粉絲活動
•分銷商合作
•付費廣告

微信營銷簡易原理微信營銷簡易原理微信營銷簡易原理微信營銷簡易原理
需要做好需要做好需要做好需要做好3S

3S

微信營銷微信營銷微信營銷微信營銷 3S



微信電子商務工作內容微信電子商務工作內容微信電子商務工作內容微信電子商務工作內容

微信開號認証微信開號認証微信開號認証微信開號認証
微信定位

開號/認証申請
初始功能撘建
內地工商稅務

內容維護內容維護內容維護內容維護
營銷工具應用
電子商務系統應用
首頁/ 產品內容建設

客服維護客服維護客服維護客服維護
售前客服
售後客服
活動客服

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
推廣文案策劃

廣告投放廣告投放廣告投放廣告投放/二維碼應用二維碼應用二維碼應用二維碼應用
活動策劃

電商管理電商管理電商管理電商管理
物流貨運
渠道合作
分銷管理

開號建設開號建設開號建設開號建設 客服維護客服維護客服維護客服維護內容維護內容維護內容維護內容維護 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 銷售管理銷售管理銷售管理銷售管理

配合線下銷售的 O2O工具



3. 微信官方帳號建設
微信公眾帳號是你的一個手機門店，

你會在店裏提供什麼服務及展示給客
戶?

SOCIAL MEDIA ?

Ecommerce?

建立手機服務APP?

推廣某產品/事件?



註冊用戶註冊用戶註冊用戶註冊用戶

7億億億億

WECHAT VS 微信微信微信微信

海外版本 (WECHAT)

http://admin.wechat.com

Overseas 
200m

中國版本 (Weixin微信)

http://mp.weixin.qq.com

是否要進入中國巿場?

開號認証
開號認証開號認証開號認証開號認証



3種公眾帳號 玩出百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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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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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回覆

1) 歡迎語
2) 關鍵字回覆

自定義菜單
最佳移動客服工具

基本微信公眾平台功能基本微信公眾平台功能基本微信公眾平台功能基本微信公眾平台功能

群發信息

客服溝通

數據分析

功能建設功能建設功能建設功能建設



我們有開發團隊，也有官方軟件，自設軟件多款配合

你的需要以較低成本建立你的門店，為你在微信提供

更完整的展示及技援你的逐步拓展。

Service Booking ESHOP LBS Location

Marketing Games Membership card

& Cuprons
Mobile Website

附加第三方平台功能附加第三方平台功能附加第三方平台功能附加第三方平台功能



自建網站商城平台接入微信接口自建網站商城平台接入微信接口自建網站商城平台接入微信接口自建網站商城平台接入微信接口

•借用微信會員接口

•接入微信支付

•多合一同時管理PC/手機/微信功能，

節省管理時間

•可延伸管理FACEBOOK 等界面

自建多合一嚮應式(Responsive) 網站



4. 營運推廣
是你推廣自己微信店,

還是你想利用微信做推廣?



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

微信日常運營

基礎啟動月費套餐: HKD3,000/月起 (視乎實際要求)

基本內容基本內容基本內容基本內容

• 基礎功能撘建及日常維護
• 每月編群發文章
• 客服回覆
• SEO/微信朋友圈/大號投放

KPI

• 微信粉絲數目
• 文章閱讀數

文章案例: 連結一 連結二

品牌包裝

文案風格

微信活動

如何加粉絲?

客服回覆



朋友圈推廣朋友圈推廣朋友圈推廣朋友圈推廣––––優質內容優質內容優質內容優質內容 ++++ 活動引爆高傳播率活動引爆高傳播率活動引爆高傳播率活動引爆高傳播率!!!!

Active Fans will help you to promote your news or functions!

年齡,姓別, 地區,職業

也可預約名人代轉

朋友圈

按活動性質轉發加強

以人傳送，更直接接
觸目標客戶



微信雜誌廣告微信雜誌廣告微信雜誌廣告微信雜誌廣告 (訂閱號流量主訂閱號流量主訂閱號流量主訂閱號流量主)
�選擇合適類配合活動進行推廣

�精選數篇文章做轉發

�提交投放報告



論壇: 10個POSTSEO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論壇推廣論壇推廣論壇推廣論壇推廣

http://bbs.tianya.cn/post-768-440645-1.shtml
SEO有助整體推廣效果

有助搜索排名及內容



http://mobile.163.com/14/0507/08/9RKKMO4E0011179O.html

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 1

http://news.163.com/14/1009/18/A84T7M2000014SEH.html

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 2



百度問答百度問答百度問答百度問答/搜狗問答搜狗問答搜狗問答搜狗問答

300組問答組問答組問答組問答

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門戶網新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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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宣傳資料宣傳資料宣傳資料宣傳資料 展會活動展會活動展會活動展會活動 都能成為有效的媒介把客戶帶到線上

二維碼+活動 –

加粉的最佳利器

•透過線下活動拉粉 確保粉

絲質量

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推廣策劃

O2O二維碼推廣活動



WeChat X VPM 自由行雜誌

高鐵沿線高端消費群

自由行旅客

配合微信活動/優惠劵推廣

投放HKD15,000

案例: cupron-china

平均每月增粉500

微信交易RMB20,000/月



微信WIFI / 廣告硬件

微信WIFI 及廣告機

自動化增FANS工具

適合食肆商場合作



穩定增長型案例 : 水

果店O2O

利用線下店每年新增利用線下店每年新增利用線下店每年新增利用線下店每年新增30000粉絲粉絲粉絲粉絲
線上收入線上收入線上收入線上收入: RMB800,000/ 2nd year 

比單純線下收入大幅增長80%

利用線下店加粉，增大其購買”翻單”率

營運案例



微信紅包日增微信紅包日增微信紅包日增微信紅包日增3000FANS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RMB2500), 26 訂單訂單訂單訂單 /單日單日單日單日

定期每月微信活動

微信活動推廣



藥妝時代藥妝時代藥妝時代藥妝時代

WeChat Shop Solution

Articles
Eshop

Membership card

Cupon QR Code promotion on bus/materials 

宣傳應用: 藥房



4. 微商營銷微商營銷微商營銷微商營銷
微商營商微商營商微商營商微商營商= 建立一個新分店建立一個新分店建立一個新分店建立一個新分店

- 商店建設裝修

- SALES/客服/物流

- 收款平台

- 巿場推廣引流

- 公關口碑

你準備好了沒有?



BUD及各項基金申請 /策略顧問

最高可達50萬資助額!!!!



電子商務佈局

自建ESHOP
VS

加盟商城

B2C
VS

微商加盟分銷

B2C2C?

C2C B2C

M-commerce

Wechat mobile shop



微信是一個接口，除了微信小店，亦可接駁各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商城

微信商城體系



微信分銷

供貨商

分銷商 零售商 消費者

5%

賣出

產品15%

15%

5%

• 微信分銷平台撘建
• 素材準備
• 微信分銷策劃招募管理



微信支付：跨境公众账号内支付

�微信跨境支付

人民幣收款，港幣結算

另可接駁手機APP 及 PC網站

T+2, HKD40,000/ per withdrawl

1 - 3% Transaction fee



POS 線下支付

买家展示条形码码，收银员扫码立即付款（单次上线1000。 ）支持離線支付

整个结账收款过程，1-2秒即可完成！

1，用户打开微信客户端
（5.4以上版本），进入
“我-我的钱包-刷卡”，
展示付款条形码

2，商户收银员生成订单
后，选择微信支付，拿扫
码枪扫描用户的条形码

3，1-2秒内，用户侧与商
户侧同时收到“付款成功”
提示，支付完成

另有免費多合一POS機

支援微信支付/銀聯/支

付寶等平台

T+2 Rate: 1 %-2.5%



跨境物流

Your Wechat ShopChina Consumers

( Wechat )
Aibidding

Logistic

Door To Door Service
Online Orders

Goods

Pack into

Parcels



Logistic Service

HK -> CN ( Door to Door Service )



5. Our service



入門套餐入門套餐入門套餐入門套餐
經年多整合服務，我們現在針對行業需要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套餐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形象企業形象企業形象企業形象企業
微信開號

微信網站建設

定期更新發送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食肆食肆食肆食肆/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服務中心
服務菜單

微信WIFI/ 微信支付
定期更新發送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品牌企業品牌企業品牌企業品牌企業
圖文策劃撰寫

定期微信活動

推廣投放加粉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中小企微商中小企微商中小企微商中小企微商
微店建立

日常客服

SEO推廣/活動推廣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自由行門店自由行門店自由行門店自由行門店
O2O推廣
雜誌推廣

微信CUPON

微信網站套微信網站套微信網站套微信網站套

餐餐餐餐
微商運營套微商運營套微商運營套微商運營套

餐餐餐餐

微信微信微信微信APP 
套餐套餐套餐套餐

品牌維護套品牌維護套品牌維護套品牌維護套

餐餐餐餐

自由行推廣自由行推廣自由行推廣自由行推廣

套餐套餐套餐套餐

HKD500/month up HKD2,000/month up HKD5,000 /month up HKD8,000/month up HKD12,000/month up



Setup

Marketing

Promotors

Account apply

Function/ Eshop setup

Management system setupWeChat 
Promotor 
Starting  
Package

HKD8,000 / 
month up

Online event support

Offline Event support

Articles writing

30 promotors forwarding

Promotors comission

Promotion 

Support



Operation

Marketing

Customer 
Service

Technical Backup

Graphic Design

Article Writing
Full
Ecommerce 
Package

HKD20,000/month
up

WeChat Marketing

SEO

Delivery

Tracking

Refund

Full 
Ecommerc
e Support



Execution: Microworld Holdings Limited

Copyright  (C) 2014 gd.qq.com

All rights reserved

WeChat- The Gateway to China

Authorized Weixin Project to China 

Thanks!

Call us at +852 3468 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