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团购小程序
帮助门店建立私域流量池，引流增业绩

2020年9月



1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什么是社区团购电商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云果OS社区团购小程序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核心亮点功能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未来社区电商走向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2

3

4



什么是社区团购电商

第 一 章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各种移动社交应用的兴起，社群成为连接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社区团购是一种依托真实社区的一种区域化、社群

化、本地化的团购形式，一般社区团购的买家为同一小区内的住户。社区

团购模式依托于熟人社交，同时凭借优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迅速在社区

内积攒良好的口碑，吸引更多的用户加入社区团购群，形成良性循环，是

当下比较火热的商业模式，通俗来讲即是基于线下真实的小区，通过微信

群进行开团预售，把同一个小区人群需求统一凑团集起，通过微信支付后，

再统一发货然后到社区门口统一自提的一种购物方式。

什么是社区团购电商？



1
主流模式：以社区为节点以社区为节点，线上建立微信群，

借助微商城/小程序在群里开展活动、用户线上下单、线下

自提，平台提供供应链、物流仓储以及售后支持。

2 生鲜是社区团购非常关键的品类。

3 目前，社区团购发展重点在，三四线城市，且社区团购的门

槛并不高

4 疫情会让消费者形成更加成熟理性的消费观，比如追求性价

比、追求便利性、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等，这都是机会

5
疫情过后，宅经济崛起，宅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会存

在“宅经济”人群的消费行为可能会成为长期习惯，最后会

影响供给端

社区团购电商的发展状况



”“
社群为企业与顾客、顾客与顾客提供了一个有效且快捷

方便的沟通渠道，降低了沟通成本和信任成本；二来社

群为商品营销推广提供了新思路，更好地实现了一传十

十传百的口碑营销，提高宣传的真实度和效率的同时节

约了宣传推广成本；第三提高了客户黏性，社群将一群

有一定共通性的人聚在一起，在交流过程中更容易提高

对产品的忠诚度。

再小的领域，也有自己的社群



云果OS社区团购
小程序

第 二 章



云果OS社区团购小程序是昊海软件应对当下发展迅猛“社区电商”

模式，专为生鲜门店开发的一款分销裂变武器，有效阻止门店流量

的流失。从系统后台快速的将商品覆盖到每个社区店、连锁门店、

分销员手中，再由各个连锁门店、社区店主、分销员将商品以“社

区团购”的形式推销值社区居民，借助微社群小程序发展团长、分

销员，延伸门店覆盖区域，让门店连接更多周边社区，让团长分销

员推广卖货赚佣金，门店卖货、门店发货、门店自提、门店服务、

门店直播，五位一体，大大的扩大门店利用价值，快速引流获客，

建立自己的私域流量池，应变竞争，增加营业额。

云果OS社区团购小程序

以社区为单位，以熟人社交关系为纽带，由消费者端驱动供应端的生鲜电商渠道。



社群团购适合什么样的群体



社群团购和小程序结合的优势





核心功能亮点

第 三 章



• 群接龙是一种专场活动，下单成员

的订单信息会展现在专场活动底部。

搭配满减、满起送营销工具，更易

促成转化。

• 群接龙更易于扩散。多群、朋友圈、

公众号、线下扫码多种方式触达用

户，最直观的产品展现，用户参与

度更高！

微信群接龙



• 连锁门店/店主推荐后，系统会当前

定位智能的为大家推荐附件的连锁

门店/社区店，距离展示一幕了然，

操作也很简单，

• 一键转发和图文分享两种形式，搭

载小程序，更好的拉新拓客，迅速

起量，抢占先机，抢占市场

自动定位，推荐团长或门店



一键转发或图文分享：

1.快速通知团长、连锁门店接

单

2.分享晒单，引起其他群成员

的购买欲望

3.解决了小程序默默下单了群

里没人反馈的情况，活跃群气

氛

一键分享，提醒团长接单



首页以弹窗形式展示单张或者多

张优惠券，利用价格歧视和稀缺

性原理，刺激对价格敏感的消费

者消费的工具，给消费者占便宜

的感觉，从而提高用户支付转化

率，实现利润最大化。

优惠劵礼包，刺激消费，提升转化



Ø 商品倒计时抢购，紧张刺激，提高用户活

跃和留存。

Ø 吸引新粉丝：吸引大量新客进店，省去高

额引流成本

Ø 激活老客户：定期举行老客户秒杀福利专

场

Ø 解决库存积压：积压库存变身引流神器

Ø 带动整体销售：搭配普通商品，店铺整体

销量瞬间翻倍

秒杀-吸粉清库存，激活老客户



拼团功能一方面能满足消

费者价格上的需求，另一

方面满足商家对传播的需

求。通过线上开展拼团活

动，利用线上拼团+到店

自提，充分利用粉丝圈，

实现用户转化，同时解决

门店引流获客问题，促成

连带销售。

拼团-传播更快，有效裂变



满减是给商家提供的一个店铺

营销工具，通过设置多档位的

满减优惠， 当单次购买达到一

定金额后便满减，让消费者忍

不住购买超过原本预期价格商

品，从而提升客单价

满减-有效提升客单价



集赞引流是众筹裂变的一种，底层

逻辑是认同感，而认同感的基础是

社交信任，另外，集赞对于朋友圈

传播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即增加

曝光时间，依此实现精准引流；

商家发起集赞商品，想要获得此商

品必须在活动期间集赞完成才可以，

传播更好，增加曝光，可根据产品

特性和运营环境，酌情使用

分享集赞，快速实现用户裂变



社群+直播带货，引爆线上订单

直播为社群提升活跃，社群为直播提供前

置引流，所以二者结合有着事半功倍的效

果。

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社群，自然少不了优质

的内容输出，直播本身具有即时性和现场

参与感，可以很好的唤起群内的活跃度。

直播过程中利用好直播及商城的营销工具，

又能进一步促使成交转化。



招募更多团长，延伸经营区域

➤  团长

平台招募团长，团长卖货，门店统一配送，节约大量的人力和时

间，使得平台在既定的能力范围内吸收更多小区团长入驻，扩增

门店配送的覆盖面，延伸经营区域。

▌建小区微信群，群内推广商品

团长一键分享社区拼团小程序/微商城商品链接，可生成商品海报，

图文描述更详尽。 告别传统的手工统计和收单，系统自动提醒下

单的居民到货、提货，佣金随时提现，结算更透明。 



团长在首页可以生成海报一

键分享到微信群或者朋友圈，

也可以单独分享商品连接，，

这种一键分享的模式，加速

了在微信圈、朋友圈的传播

速度，消费者浏览商品图文

详情自主下单，团长更轻松

的收单赚取佣金

团长推广商品更简单



团长收到货品之后，

可按照订单一个一

个提醒提货也可一

键提醒消费者提货，

消费者收到取货通

知消费者通过核销

码找团长核销提货

到货自提通知一键发送



根据实际情况挑选：

1.扫码核销（消费者提供核销码，扫码

一键核销）

2.空闲时间单个订单慢慢核销

3.一键批量核销提货订单

4.用户扫描团长的取货二维码，自行核

销取货商品（二期功能）

团长核销方式多样化



通过在个人中心申请推客可申请成为分销员，分

销员可以选择商品页面、推广商品列表页进行分

享，客户通过分销员的分享链接完成购买，即可

算在分销员业绩中。分销员也可以通过海报发放

的方式吸引用户关注。

分销员属于基于商品分享的分销模式，属于较为

轻型的分销模式，这种分销方式有助于帮助商家

拓宽推广渠道，利用平台粉丝变现。

分销员推广得佣金



商家可开启分销员推广页面并生成

推广链接，商家可以通过自定义导

航或者广告+链接的形式进行分销

页面推广，并吸引粉丝申请成为分

销员，商家审核通过后即可成为分

销员。分销员支持发展下一级分销

员，即分销员可通过邀请好友/推

广海报功能邀请其他人加入推广，

被邀请的下一级分销员推广成功后，

上一级分销员可进行分佣

二级分销，裂变更容易



团长/分销员佣金自定义

每个团长都有独立的社区店名和地址，不同团长/分销员支持设置不同的佣金比例系数



消费者提货后 ，系统会自动

结算团长或分销员佣金，佣金

收益实时到账，商家总部结算

佣金，每一笔交易账户都一目

了然，团长或分销员可以查看

自己的待结算、已结算以及每

一笔收支明细账目

团长/分销员佣金自动结算



团长根据社区的消费

习惯可以挑选最畅销

的商品进行推广，和

其他社区店形成差异

化团长也可以去自行

调整商品的售价

团长自选商品销售



未来社区电商走向

第 四 章



云果OS供应体系-构建多方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圈

　   平台模式的精髓，在于打造一个多主体共赢互利的生态圈。

　   未来商业竞争不再只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肉搏，而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甚

至是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战争，单一的平台是不具备系统性竞争力的。在经营的

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元素，分别是流量、服务、供应链，其中流量是前提，服务是关

键，供应链是保障。

　   供应链的强弱决定你是否能够获得好的产品、拿到更低的价格，成本价格是社区

团购竞争中举足轻重，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你从流量获取到日常经营再到扩大规

模的能力！社群下的下一个风口即是上游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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