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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东小店？



什么是东小店？

东小店是 京东零售事业群-创新业务部-推出的社交电商平台

• 东小店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用户所有的购物行为都会跳转到“京东购物”小程序完成；

• 在东小店平台能注册成为店长，并推广商品赚取佣金；

• 平台内的所有商品均来自京东商城，享受京东的售后服务；

• 其中99%的商品均可享受特殊优惠，平台无门槛、不收费；

• 平台内的商品也包括京东自营商品。

东小店



S2B2C，是主要的模式，所以用户是小B和C

• 小B用户怎么用？小B可以通过平台小程序进行选品推广、

转链、赚取佣金、查看自己的团队成员和佣金提现；

• C端用户怎么用？找到邀请码，注册成为导购员，就可以

在平台小程序内搜索商品、领券、跳转京东下单购买；

但是，主要是小B在用，C端用户其实是在您的微信群里；

东小店面向的用户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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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做东小店？



我们为什么要做东小店？

线上品牌

社交，社区新渠道
S2B2C

B2B分销平台

线上店

线上商城 京东、淘宝、拼多多等

公域

私域（社群）

下

沉

去
中
心
化

社交新品牌

针对下沉渠道，打造线上、线下、微信三域互通的全渠道零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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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定位



社交电商的高效获客和裂变能力吸引了众多

企业加入，2018年社交电商成为资本的宠儿，

拼多多、云集、蘑菇街等社交电商的上市更是将

社交电商推上风口。

行业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中国社交电商行

业规模达6268.5亿元，环比增长255.8%

2015-2021年中国社交电商行业规模及增速①渠道下沉：

东小店的定位-下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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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定位-下沉市场

②用户下沉：

社群电商虽增长迅速，但市场相对分散，最大的云集19年1季度销售额仅约34亿，占比0.7%，

社群电商尚属于蓝海市场，京东有足够的切入时。

数据来源：创奇社交电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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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定位-下沉市场

③商品下沉：

针对下沉用户，东小店会跟商家沟通专属东小店渠道

产品的专属优惠券、专属佣金，99％的商品都有优惠券，

让下沉市场的用户第一时间买到低价优惠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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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团队介绍



东小店的团队介绍-业务团队

团队介绍:

京东集团-京东零售

-3c电子及消费品零售事业部

-创新业务部

过往案例:

• 品牌官网项目

• 王者荣耀官网

• 京微力计划-社交电商生态

• 京微力计划-京东团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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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团队介绍-研发团队 / 法务团队

研发团队：

京东集团-京东云事业部-应用研发部-电商云部

——近日，艾瑞发布了《2019年中国企业级SaaS行业研究报告》。其中，京东云借助其优秀的电商云SaaS产品，位列行
业垂直图谱“零售电商”区域首位。

法务团队:

京东集团-CCO体系-法务与知识产权部-零售法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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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玩法攻略



核心是：

将自己的专属商品链接让更多人看见，并且点击购买

实操渠道：

• 微信群——实现稳定销售的大本营

• 微信朋友圈——推单品爆品的加速器

• 微博——如果您有微博粉丝的话

• 社区——您还有哪些可以发布信息的渠道吗？

作为一个店长，怎么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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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的定位：

• 群是一个固定的高性价比的商品优惠群

• 群里有高额的京东隐藏优惠券（京东前台是没有的）

• 群是一个商品瀑布流，群内用户可以一天下来统一浏览

重中之重-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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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内除了优惠商品，尽量控制不发广告

• 瀑布流是一个高性价比商品列表，对用户有价值

• 建议用户设置群内消息屏蔽

• 建议用户置顶这个群，每天定时浏览

• 群主的积极服务态度是获取用户信任的基础

用户为什么不反感这个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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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身边有一些人对新鲜事儿始终是好奇的；

• 您身边的一些人始终对高性价比商品有很高需求，这能给他们带

来幸福感和满足感；

• 您身边的一些人还没接触过电商，这帮他们的生活品质提上了一

个台阶；

• 您身边还有一些人，也想像您一样能每个月多赚几千块钱甚至几

万块钱；

• 所以，无论如何，一个有温度的社群，在发质量上乘、物美价廉

的东西，都是一件体面的事儿

您身边的用户甚至是需要这样一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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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和商家都有市场推广费用于引流，通过专享优惠券按CPS效果

付费的方式是市场推广的主要方式之一；

• 商家有推广需求，尤其新品上架和爆品推广时，需要集中销售冲销

量，占据搜索排名，后期带来综合的效果提升；

为什么会有隐藏券，券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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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平台卖什么样的商品？

• 全部是京东平台的货，质优、价廉的货；

• 东小店会单独BD优质商家，沟通专属东小店

渠道产品的专属优惠券、专属佣金

微商在卖什么样的商品？

• 高毛利、新奇特的货，成本仅占售价的10%；

关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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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身份 星级 升级门槛 升级奖励金额（元） 权益

导购员 0星 成长值: 0                              -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

实习店长 0星 直接伙伴:10人或者80人群                              -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

实习店长 1星 成长值: 200                        5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

实习店长 2星 成长值: 400                        6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

实习店长 3星 成长值: 800                      1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

新晋店长 0星 成长值: 1600                      2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新晋店长 1星 成长值: 2800                      35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新晋店长 2星 成长值: 4400                      4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新晋店长 3星 成长值: 6400                      5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精英店长 0星 成长值: 10000                   1,0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精英店长 1星 成长值: 20000                   2,5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精英店长 2星 成长值: 60000                   5,0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精英店长 3星 成长值: 100000                 10,000.00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企业&个人法

人认证加V店
0星-99星 成长值10W/星  150,00.00/星

推广收益+惊喜红包+高级店长红包

东小店用户升级奖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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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一：邀请5位直属伙伴，系统自动将您升级为实习店长；

• 方式二：开通一个80人以上的微信群，在微信小程序内联系东小店客服，

开通智能助理，由客服给您升级为实习店长。

以上两种方式，满足任意一种，均可升级为实习店长。

如何升级为实习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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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值是根据店长们过去一个月在东小店平台上的推广和

服务等综合表现而计算分析得出的分数；

• 该分数决定会员们在东小店平台的等级，继而决定具体的

分佣系数和相应权益；

• 成长值包括三个维度：基础成长值，业务成长值，伙伴成

长值；计算周期分为日更和周更两种。

具体参考小程序-攻略-商学院-成长值计算规则

关于成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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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值规则

业务成长值=（推广收益+京喜红包）*X

业务成长值每日更新

预估成长值会根据收益浮动而增加和减少

伙伴成长值=有效伙伴数*Y

所有伙伴需要完成一笔自购或者推广成功一件商品后
方可被记录为一个新增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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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直属伙伴这个动作是您正式开始做这件事的第一步；

• 在平台小程序首页的右上角点击“…”，再点击转发小程序给朋友

或者微信群，通过这个小程序卡片点击注册的用户都会成为您的直

属伙伴；

• 通过朋友圈分享专属海报，您的朋友通过海报识别二维码注册东小

店，都会成为您的直属伙伴；

• 在“会员”标签里，头像旁边有一个“邀请码”，您的朋友通过邀

请码注册，也会成为您的直属伙伴。

如何邀请您的直属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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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群方法一：拉几个人的小群，生成群二维码，发朋友圈，或者发到闲

置的微信群里，被动吸引粉丝加入，被动吸引的用户精准、可靠、具备

购买能力；

拉群方法二：拉群前40人，不需要对方同意，先拉取40位不相关的微

信用户，再把熟悉的朋友邀请进群，配合扩大用户。 话术：京东内购

优惠、京东秒杀特价、商品比京东便宜等；

注意事项：

• 女性用户的购买力更强，小程序偏向消费品、美妆、日百类、小家

电等商品；

• 群内智能助理每20分钟发一次品，可提醒群用户屏蔽和置顶群，休

闲时间来挑选特价商品；

如何拉起您的专属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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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疑者，解答群内用户的问题；

• 组织者，组织让群内无广告，有晒单，有适当互动；

• 服务者，用户想要买什么货，您可以在平台小程序上搜索并推

送到群内；

• 培训者，您需要在您的群内发现有潜力的店长人选，发展他成

为您的直属伙伴；

您的角色是什么，创造哪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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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手收入=推广收益+红包奖励+拉新奖励+升级奖励+平台奖励

东小店的玩法攻略-推手成长体系

推广收益：推手销售商品所得佣金，也是东小店体系内的基础佣金；

随机红包发放规则：平台拿出的额外50%基础佣金的红包奖励，将按照参与瓜分红包的用户等级进行

拆分，等级越高的店长们瓜分比例越高，同等级同星级的店长瓜分该等级的红包池，瓜分比例随机。

随机红包收益：平台将再拿出所有推手推广商品的基础佣金总和的50%作为红包奖励，红包奖励包

括惊喜红包和高级店长红包两部分：

①惊喜红包：达到实习店长以上的用户均可享受平台的惊喜红包池瓜分；

②高级店长红包：达到新晋店长及以上的用户均可享受平台的高级店长红包池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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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里人越多，成交订单和佣金就越多，最好每个群都能拉满

500人，如果能这样，群内用户会不舍得退群的；

群：拉更多的群，群都是由机器人发品的，所以您可以有更多精

力拉群；

货：根据群用户的消费能力，优选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日用消费品，

让用户觉得留在这里有价值；

场：用心运营、做好服务、多做互动，建立信任。

店长推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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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玩法攻略-如何提升成长值

每日分享店铺

每日添加店铺商品

每日分享朋友圈邀请海报

每日手动复制转链分享

建群添加助理发单

东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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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玩法攻略-如何建群提升收益

朋友圈建群邀请

优惠券分享建群

直属伙伴爆品集散培训群

添加智能助理

东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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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围绕“信任”来展开：

• 一定要把价值告诉用户（产品是京东的，有专属优惠券，比直接

京东app下单更便宜，高性价比的商品列表）

• 及时处理微信群用户的提问

• 鼓励用户下单到货以后晒单到群里

• 售后可以直接联系京东客服

• 及时踢出乱发广告者，否则会导致一些用户退群

如何运营好自己的微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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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活动持续轮番开启，全年无间断，平台奖励拿不停。

东小店的玩法攻略-推手激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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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玩法攻略-推手运营能力赋能

推品坑位支持自动添加功能

每天支持用户添加5款商品进入自己的智能助理推品群。

终于，你的伙伴可以看到你的微信，并主动添加你，你可以
辅导他们更好推广了

东小店还准备了团长资料包和工具包，让你更好的带好队伍。

东小店



入群欢迎语

鼓励用户邀请好友进群

鼓励用户晒单

每晚总结

咨询如何下单

常用文案（后附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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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推手收入排行

身边小伙伴日收入破2000

成功案例



东小店的玩法攻略-城市推广大使计划

城市推广大使的权益：

• 城市推广大使是东小店非常珍贵的资源，数量有限，并有审核门槛；

• 成为推广大使可以获得线下推广活动的物料支持；

• 推广大使会获得东小店的官方授权证书；

• 该城市推广东小店时将优先使用推广大使的邀请码；

• 推广大使将有机会组织自己城市的伙伴们进行京东游学； 扫码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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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的未来规划



东小店未来规划-延期邀请码功能

当邀请码显示“已过期”时,可通过申请延期，进入到“京东扶贫专供”页面，购买此专区商品，即可延长

邀请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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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未来规划-企业/个人店铺

丰富的店铺模板 智能的店铺装修平台

多渠道供应链补给 丰富的营销玩法

个人&企业

开店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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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未来规划-门店自提

门店促活

便捷购物

低价优惠

用户复购

东小店

用户

下单
基于LBS判断到
家是否可履约

距离消费者最近门店配送货
物至消费者

实体门店
可履约

东小店店主

实体门店

东小店店主



东小店未来规划-广告售卖、短视频&直播

首焦banner售卖

店长变流量主

流量变现

小程序嵌入直播入口

主播对主推爆款直播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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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店未来规划-店铺互动&游戏赚成长值

店铺活动：

东东成长记

• 店铺关注

• 店铺收藏

• 店铺推荐

东小店



愿景：成为中国人美好生活的保障

使命：让每一位店长的付出都有累积的价值回报

slogon：开个小店 又省有赚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