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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策略

您正在寻找更多的⽬标客⼾吗? 您喜欢从事⾃⼰的事

业⼜想获得丰厚的⽣意回报? 或者贵公司想在不增加

市场营销成本的基础上，在接下来的⼏个⽉中销售额

翻倍? 如果您对以上的感兴趣，那接下来的内容会帮

助您实现这些⽬标。这些内容也是各⼤⾏业的姣姣者

增⻓业务的秘密，⽐如  Bunnings  Warehouse .  当

这些⽅法被您采⽤之后，⽹络上的流量将不再是个问

题。这些⽅法让许多⾏业中的⽼⼤从曾经的弱⼩者变

成了占有主要市场份额，并在⽣意中建⽴起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有良好⼝碑的商业帝国。  看到这⾥，您

也许会问天下哪有这么好的⽅法，是不是我为了吸引

眼球⽽夸夸其谈。请不要着急，当您慢慢看完这篇⽂

稿的时候，我不担⼼您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篇⽂稿

中，您将会学到：

如何解读客⼾的真实想法，并利⽤⾃已的发现来提

升销售业绩

⼤市场公式及怎样来占有被⼤多数同⾏忽略的市

场，把潜在客⼾变成能⻓期带来利润的忠诚客⼾

您的竟争对⼿闻所未闻的强⼤市场理念。借助它，

可以让销售额轻松翻倍

怎样写推⼴⽂稿，让客⼾倒过来求购。如何使

⽤ ”教⽗策略 ”来⼤幅增加客⼾群

以上的⽅法、策略对我们和合作伙伴都⾏之有效。

现在我们免费推荐给你，希望在短期内就带给您财

富

 

 

 

 

与潜在客⼾达到⼀种
前所未有的亲近度

⼀般⼈购买东西是因为有迫切的需求。提⾼销售业

绩，需要把与潜在客⼾的关系提升到⼀种⾼度。您需

要去发现潜在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让⼈睡不好觉，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纠结⽽⼀直在寻找

解决⽅法? 

 

了解这些问题是让销售翻倍的关键。因为⼀旦知道了

这些具体问题，就可以顺滕摸⽠，制订出解决这些问

题的⽅案，⽐如说再细分市场，提供针对性的营销⽅

法，那么销售就向新的台级滚动了。现在的问题是怎

样才能知道潜在客⼾真实的想法? 

 

怎样发现他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叫着光环策略，

就象进⼊潜在客⼾的⼤脑⾥去看个究经。潜在客⼾倒

底在与您产品或服务有关领域遇到了什么问题或困

境。 .



我们怎样来应⽤“光环策略”? 
 

其实并不复杂。我们从产品或服务有关的⼆到三个关键词出发。准备好了，我们

就可以开始这个侦探性的⼯作。  

 

Google搜索
第⼀个我们要使⽤这些关健词短语的地⽅是Google .  

 

在Google的搜索栏⾥打⼊与产品有关的关健词短语。在Google搜索结果⻚⾯的

下⽅会出现 “相关搜索 ”。它包括的短语⾥⾯可以体会到其它搜索者关注的问题。我

在这⾥举⼀个例⼦。我打⼊⼀个关键词  “复合地板 ”，Google搜索结束⻚⾯的底部

出现了⼗个相关搜索，其中有两个涉及到了地板甲醛  （每天的相关搜索有所不

同）。  

 

我在这⾥推断出不少潜在客⼾在购买复合地板前常纠结于复合地板的甲醛问题。

我在这⾥仅仅是搜索⼀下，你也可以⽤  “复合地板甲醛 ”这个词再搜索，⼜可以得

到更多的有关地板甲醛的问题。  

 

⾏业论坛

查看⾏业论坛也是⼀个很好的途径。留意论坛的分类主题，读者是否在某个主题

上反复提问，或者有⼤量的跟贴。反复出现的问题通常是热点问题，也是同⾏没

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如果贵公司能解决，那会增加很多客⼾和销量。  

 

Facebook群
如果⾏业中有Facebook  group  和page ,  您可以发现产品和服务中的深⼊问

题。⼤家在社交⽹站上都⽐较畅所欲⾔，所以您可以找到已购者和有兴趣者最关

⼼的问题，从⽽制订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案。

 

您不必逐条逐条去看Facebook  group  或者page ,  现在有Facebook  data

mining  tool .  从⽽，您会看到的意⻅和问题都已经归类好了。  

 

亚⻢逊评论

当然还有亚⻢逊评论。通过阅读在亚⻢逊上类似产品的评论，可以快速了解客⼾

在想什么和具体的需求，以⽽您可以去满⾜他们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去满⾜所有

的需求，但可以从中找到可以操作的⼏项。  

 

阅读五星级评论，看到⼈们喜欢什么，但更重要的是通读⼀、⼆颗星的评论。这

些评论表达了产品中缺失的部分。如果贵公司可以去弥补这些⽋缺的部分，去解

决竞争对⼿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会赢得更多的客⼾，带来更多的销售。  

 

使⽤光环策略去找出产品或服务的问题可以进⼀步发现⽬标客⼾的头号问题，从

⽽可以度⾝定制解决的⽅法



建⽴⼤市场是销售翻倍的主要⽅式之⼀。公司可以通过这个⽅法建⽴起产品或服务的⼤市场。  

 

凭借⼤市场公式这个⽅法，您可以⼤幅增加潜在客⼾数量并保持您的吸引⼒，让⾃⼰在竞争中脱颖⽽出。  

 

⼤市场公式有⼆个步骤。

第⼀步是让更多的流量进⼊贵公司⽹站的销售漏⽃。如果想要让销售量倍增，仅仅依靠⾕歌⼴告（关键字竞价排名）

是不够的，因为您放弃了其它获得流量的渠道，联盟营销，搜索引擎优化  SEO  等等。⽽且⼀旦⾕歌⼴告账⼾被封，

那就没有任何流量来源了。但如果维持流量的多种来源，你可以保持源源不断的销售线索进⼊⽹站的销售漏⽃。您可

以接触到更多的潜在客⼾。即便流量的⼀个渠道出现问题，也不⾄于影响公司整体销售。  

 

从多渠道吸收流量的关键是从⼩开始，从单⼀渠道开始。从第⼀个渠道进⼊的流量所产⽣的利润超过了流量成本，然

后再开始第⼆个流量渠道。在数据时代，流量成本核算并不困难，搞清楚单位销售成本（CPL）和每次购买成本

(CPA )，当⼀个渠道赢利后再复制另⼀个渠道。⽐较不同渠道的CPL和CPA来确定哪些流量渠道最赚钱。  

 

当您知道了哪些流量渠道的转换率最好，就可以选择最赢利的前三名渠道并投⼊资⾦。那么，如果渠道A出现问题

了，您仍然有流量来源B和C来驱动销售。  当成功地完成了第⼀步建⽴起⼀个赢利的多渠道流量进⼊模式之后，您就

可以开始第⼆步：吸引⽐竞争对⼿更多的潜在客⼾。

 

吸引97%⼤市场的关毽是建⽴⼈们对贵公司的信任。

 

准备好⻢上购买：3%
收集产品资料：17%
意识到有需求，但还没有去寻找产品：20%
没有意识到有需求：60% 
 

⼤部分公司和您绝⼤多数的竞争对⼿花费时间在3%的⼈群上。但如果仅仅把注意⼒集中在这3%的⼈群上，不太可能

在短期内销售翻倍增⻓。如果仅仅专注于这3%⼈⾝上，那就在⽆形中放弃了97%的⼤多数。我们同时需要关注这

97%的⼈群，把他们从⾦字塔的底部、中部……往上移，并确保当这些⼈准备购买时，100%购买贵公司的产品。

 

我们是否应该花费⼀定的时间、精⼒和资源来锁定那即刻购买的3%的⼈群呢? 当然需要，但我们也应该花费相当多

的时间、精⼒和资源去接近97%的⽬标，并且将他们拉近⾃已。

 

 

⼤市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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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97%⼤市场的关毽是建⽴⼈们对贵公司的信任，那萍⽔相逢的⼈怎样得到别

⼈的信任呢  ?成为⾃⼰领域的权威。利⽤每⼀次机会向还没有准备购买的97%⼈

群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发布销售线索引⼊装置 (会在下⾯的第⼆点中介绍 )，写⾏业

博客⽂章 ,  回答类似Quora论坛上的问题，在脸谱Facebook  Live上回答问题等

等。重点是您需要a )  被看⻅  b )  输送有⽤的东西  c )建⽴信任。

 

通过专注于成为某⾏业的权威，贵公司实际上出现在潜在客⼾在产品信息收集、

研究等整个购买周期的每⼀个阶段。贵公司会吸引3%⻢上准备购买的⼈，因为他

们想要从⾏业中最好的⼈那边购买。您会吸引正在收集产品信息的17%的⼈群，

因为他们对产品的某些⽅⾯感到迷惑的时候，你回答了他们的疑问。对于20%刚

意识到有需求的⼈，您发现并⿎励他们做更多更完善的咨询，对于60%还没有意

识到有产品需求的⼈，他们知道贵公司的存在，只要他们意识到有需求，就知道

您会在那⾥等候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公式市场策略是⼀个被实践证明的有效的⽅法，它推动更多的潜在客⼾进⼊您

的销售漏⽃，并且可以帮助您达到销售翻倍的⽬标。



⼤多数公司和⼤多数贵公司的竞争对⼿只关注3%的⼈群  （请参考第⼆部分）。  

 

市场上不缺的是孤芳⾃赏的公司。他们在营销过程中尖叫 :  “关注我们 ”  或者说  “买我们的，我们是最棒的 ! ”  

 

虽然这些在理论上有道理，向客⼾展⽰⾃⼰的优点并说服他们购买，但在实践中却效果甚微。⼤多数⼈对销售⼈员有

⼀种躲的⼼态，因为⼤家每天在⽣活中都有被推销的感觉。如果您专注于谈论⾃已的公司或是告诉他们应该购买，⽬

标客⼾⼀般会扭头⽽去。让他们购买的关键是向他们展⽰您可以帮助他们。  

 

那如何做到这⼀点? 通过在实际⽣活中帮助他们。这看起来显尔易⻅，但事实上很少有⼈这样做。所以通过这种⽅法

可以实际上帮助潜在客⼾，通过提供价值来扩⼤客⼾基数，⽽不是把销售⼝号停留在嘴边。

 

价值型营销背后的概念并不新鲜，在营销历史上尝试过并取得巨⼤成功。我们看⼀下路易斯  ·恩格尔，恩格尔为他⼯

作的精品投资公司写了⼀整⻚传授投资经验的⼴告⽂稿，他的⽼板对新⼴告持谨慎态度，但最终还是给了他机会试⼀

试。⼴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带来了三百万个销售线索，从⽽把这家投资公司打造成矗⽴在华尔街上的全球最

⼤的投资公司之⼀ :美林证券。

 

在随后的⼏年⾥，公司和代理们采⽤这种新型的⼴告形式，⽤价值型营销为公司和客⼾们带来了⼏亿美元的利

润。  但不管出⾃什么原因，价值型营销近年来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正是因为做的⼈不多，所以我们需要去做。去

帮助潜在客⼾⽽不是催促他们去购买。正是因为绝⼤多数潜在客⼾不知道这种⽅法，所以他们会在⽆意中被打动。

 

价值型线上营销的关键是什么? 
 

在要求别⼈之前先给予。在给潜在客⼾输送价值的过程中不提⾃已任何产品或服务。所以，不是问⾃⼰怎样能卖出这

产品，⽽是问我如何为客⼾添加价值。最好的办法是使⽤销售线索吸引设置，销售线索吸引设置有多种形式，免费电

⼦⽂稿  (如您现在阅读的这篇 )，电⼦书，视频，⼯作流程表和项⽬清单表等等。每⼀种形式的⽬的都是⼀样的，给予

您潜在客⼾超值的东西，通常是解决他们的某个难题，不要求他们购买任何产品。您所要求的仅仅是传输价值的⼀个

电⼦邮址。

 

 

价值型⽹络营销的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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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让别⼈知道您善意的帮助，不计较别⼈是否会购买，潜在客⼾实际上正在排队准备

成为您将来的客⼾。与被推销相⽐，潜在客⼾感觉到⾃已正在学习，这种⾃我学习的过

程有⼗倍的可能性购买，相对于被动的被游说。  

 

所以采⽤让潜在客⼾学习的办法并在销售线索吸引中输送超值免费品是提升销售额的好

策略。  使⽤这个好⽅法的关键是提供真正的价值。销售线索吸引设置本⾝可以是免费

的，不管是⼀本电⼦报告、⼀个视频等，但您给出的内容必须是有价值，值得拥有的，

⽽且会真正推动潜在客⼾的事业或者解决实际的问题。不要去⽤噱头吸引别⼈留下他们

的邮件地址。如果别⼈觉得有被欺骗的感觉，他们的邮件地址对您来说就⼀⽂不值。

 

这⾥有⼏个跟获取销售线索⽅法结合在⼀起的⼩贴⼠：  
 

a )  选⼀个引⼈⼊胜的标题，标题吸引⼈关注。⼀个沉闷，平淡的题⽬，没有⼈会停留眼

球。  

 

b )  ⼀开始就克服拒绝。许多⼈怀疑⽹络的真实性，加上价值型营销是个新颖的东西，

读者中的⼀⼤部分⼈可能会以为您只是夸夸其谈，博⼈眼球。告诉他们您为什要传递有

价值的信息，为什么要帮助别⼈。这样可以打消读者的疑虑。  

 

c )  确保销售线索吸引⽂稿中的每⼀个观点都涉及到读者的利益，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

有的论点可以出现在副标题中。  

 

d )  销售线索吸引设计是以价值为导向和学习授业型的，但它毕竟是得到销售线索的途

径，⽬的是让潜在客⼾采取进⼀步的⾏动。我们建议在最后⼀⻚包含⼀个采取⾏动提醒

CTA  (Call  to  Action )。

 

 

 

 



想要销售额翻倍，⾄少需要两倍以上的潜在客⼾  
 

本章节会让您成为更好的情⼈  
 

您的免费⽂稿需要这样的有吸引⼒的标题，让⼈⽆法忽略。撰写⼀个精品⽂稿，让每⼀个章节都有助于把潜在客⼾变

成⽬标客⼾。  

 

免费⽂稿具体的做法如下：  抓住⼈注意⼒的标题
 

⽆论写什么，标题总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个标题决定了读者会不会继续往下读和给您接近他们的机会。如果读者

没有兴趣继续往下读，就关上了⻔。  ⼀个好标题会即刻引起读者的注意。  

 

好的标题有以下的特点：

 

信息量：它会告诉您即将会读到什么内容 l

参与性：吸引注意⼒，诱导进⼀步阅读 l

相关性：它准确地描述了读者在内容中可以获取什么！

 

提供价值  ⽆论⽂稿写得多好，如果其中没有帮助⼈的有价值的内容，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章中⼀定要有读者需

要的⽅案或其它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在适当的装裱后变得难以拒绝。越是有超值的东西，越有可能把读

者变成客⼾。  

 

聚焦于点  让读者读完后就采取⼀个⾏动，就⼀个。不要叫他们做太多的事情，⽐如既要求留下电⼦邮址，⼜要求购

买产品或是留下产品评论。让读者同时做⼏个事情的后果是他们什么都不做。想清楚您最希望他们做什么，然后在⽂

稿的最后就要求这件事情。  获得销售线索的吸引⽂稿包括有吸引⼒的标题、有含⾦量的内容和⼀个单⼀的⾏动提

醒，-这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变为客⼾，从⽽产⽣更多的销量。

 

 
$ 150 ,000 .00

怎样撰写获得销售线索,吸引客⼾的⽂稿



营销中⼤家都⽐较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坚持销售单⼀商品。

 

⼈们总是⽐较容易购买⼀些⾦额⼩的商品⽽花费较⻓的时间去买价格⾼的东西。

 

怎样去与那些有购买意愿却迟迟不下单的潜在客⼾打交道呢?采⽤教⽗策略，给他们⼀

些难以拒绝的低价⾼值⼩⾦额产品。这种性价⽐很⾼的⼩⾦额产品把潜在客⼾转换成客

⼾。这些产品是让客⼾进⻔。虽然没有产⽣很⼤的利润，但在很⼤程度上发展了客⼾数

量，也扺消了⼤部分或⼀部分引⼊流量的成本。

 

通常，这样的⼊⻔商品在20元以下，我们发现单价在7-10元的卖得最好。低价是个主

要的卖点，但不要表现出让⼈觉得是便宜货、抛售价的感觉。让⼈觉得超值、⽼板⼼有

诚意的感觉。就象我们有时候第⼀次⾛进⼀个店铺，⼀看前⾯商品的⼏个价格，就象发

现了新⼤陆⼀样，有种被打动的感觉。

 

⼊⻔商品可以是⼀个物品，也可以是技术辅导资料等，但最成功的⼊⻔商品是让⽬标客

⼾实现⾃已的⼀个⽬标。⽐如我们⾝边的VistaPrint ,  以有竟争⼒的价格占领了中⼩企

业的印刷市场，其中以名⽚印刷作为⼊⻔商品。想想您的客⼾最想实现的⼩⽬标是什

么，然后⽤⼀个低成本的⽅式来提供这项服务。

 

通过创建这种低价优惠，贵公司可以消除客⼾⼊⻔的⻔槛，给还没有准备好买⾼端或⾼

额产品创造机会，同时您也给⾃已⼀个机会证明给客⼾看，我们的其它⾼端产品也值得

客⼾购买。

 

当⼊⻔商品打动了潜在客⼾并转化了真正的客⼾，您可以继续销售来证明⾃已的价值，

并不断地推出公司的其它利润较⾼的产品，这对整体销售提升很有好处。

 

我们知道销售额翻个倍并不容易，但通过以上这些⽅法，您已经有了实现这⼀⽬标的基

础，剩下的就是结合贵公司所在的⾏业特点，怎么灵活运⽤。当然，您也可以联系我

们。

 

上⾯介绍的五种⽅法都是与实际相结合，如果正确运⽤，就可以取得良好的市场回报。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让我们帮助贵公司进⾏数字营销，

请与我们联系。最近，我们正好推出免费⼀⼩时给公司规划数

字营销蓝图。我们将结合您的业务⽬标，竞争对⼿和存在的问

题，免费制作数字营销计划。

 

 

 

 
 

 

 

 

使⽤教⽗策略 ,给予客⼾难以拒
绝的优惠

0434 780 815

www.gcdigitalsolutions.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