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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地板实体店销量普
遍下滑30%--50%，为什么？



行业内知名品牌深入人心，市场份额逐步增加

其他类型地面装饰材料卷土重来

市场需求量下降，单一产品立足市场困难

现有经销商实力较弱，没有市场运作能力



本土地板企业品牌运营能力差，无成熟企业管理能力和经验

过度进行价格竞争，产品质量失去消费者信任

产品同质化严重，盲目跟随，无创新意识

思想守旧，依靠传统渠道，没有新的商业模式和销售模式



大品牌占据主流市场，行业进入成熟稳定期

地板成为家居消费小项，行业平均利润降低

知名地板企业被迫转为全屋定制泛家居产业

技术、管理优秀的中小企业成为大品牌贴牌制
造商，大部分本土企业兼、并、停、转。



提高自有品牌的知名度，培植重点市场、重点客户，提升终
端形象，做区域强势品牌。

产品差异化，花色、品质同步提升，利润保持合理水平。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宣传推广，实现020、专卖店、工程全网
销售，整合资源、互利共赢。



森林阳光地板-------时尚、艺术、先锋

高尚生活元素求美艺术

与众不同求异时尚

先锋 求新 敢为人先



森林阳光是谁？
森林阳光是在资源优势地区，以现代化的创新手段，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时尚、艺术地板
的专业制造商和服务商。
森林阳光是中国品牌500强，中国地板十大品牌获得者，中国地板行业的先锋时尚品牌。

森林阳光是致力于推动地板事业发展的团队和为成员所搭建的成长平台。

时尚、艺术、先锋精神
时尚是一种现代人所共同追求的一种个性精神，是一种愉悦的心情和个性表达的感受。时
尚并不等于流行，而是一种潮流的指引，一种独有品位的展露，一种掌控趋势的经典。要
追求时尚，不在与被动的追随，而是融入了自身的特性、个性、品位与智慧的选择。
时尚是森林阳光的特征，先锋精神是森林阳光时刻保持时尚活力的源泉与动力



时尚策略
1、 挖掘时尚：不断掌握最新潮流资讯，为消费者带来具有独特价值的美学品位。
2、 渗透时尚：将独特的时尚观点通过作品、品牌形象、服务、宣传资料等渠道传播

于众。
3、倡导时尚：倡导时尚的生活方式，倡导时尚的艺术作品。

时尚系统
时尚主张：以时尚精神为核心，提供绿色的、艺术的作品，传播先锋精神的理念。
时尚产品：高性价比的产品，人性、简约的产品，品质卓越的产品，科技领先的产
品。
时尚服务：以人性化理念为基础，为顾客提供更为简洁、便捷、高效的系统服务。
时尚体验：以终端渠道作为主要据点，为消费者带来时尚的氛围与时尚的生活体验。



先锋精神
先锋行为：以分享、创新为己任，以高效、团结为己责，完成自我超越，体现自身价值。
先锋观点：时刻以企业的主角自居，努力帮助团队、企业成长，包容合作、专注严谨。

先锋是什么？——在事业中起先头引导作用的人或集体
把握决定未来形势的先机，知行合一的创新者
把握别人未见之时的先手，主动出击的实践者
把握发展前进方向的先期，分享智慧的引路者

什么是先锋的特征？
有胸怀、有远见、有思维、有品格
胸怀：像草原一般辽阔——胸襟宽广，虚怀若谷
远见：像天空一般高远——登高望远，举重若轻
思维：像大海一样奔腾——知识渊博，与时俱进
品格：像高山一样高尚——高山仰止，巍然不移



1、战略文化：专注地板事业，打造核心能力；强化危机意识，实施百年创业。
2、人才文化：搭建成长平台，建立学习机制；实施培训计划，成就员工价值。
3、经营文化：以需求为导向，以共赢为目的；以质量为核心，以服务为价值。
4、竞争文化：倡导有效合作，坚持良性竞争；在合作中双赢，在竞争中发展。
5、产品文化：以品质取得信任，以品牌提升价值；以创新制造差异，以文化赢得竞争。
6、市场文化：客户就是市场，人心就是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就是文化力的竞争。
7、营销文化：80%是营，20%是销；先有文化与价值的经营，而后才有产品与服务的

销售。
8、管理文化：科学化、市场化、系统化；有战略、有导向，有规划、有秩序。

9、质检文化：专业化、国际化，以严谨的态度专注于产品品质，让质检体系标准化。





专卖店

工程、装饰公司

网络销售



建材行业的网络销售配套服务完善



电商进入销售的快车道



三网合一
优化宣传

即时沟通
累积资源

第三方平台
BtoB BtoC

线上线下互动
OtoO



意向客户
数据采集

即时沟通
累积资源

第三方平台
BtoC

线上线下互动
OtoO



销量到底怎么增长？

签单数=进店数*留店率*就座率*回头率*签单率*重复购买率*

利润=客流量*进店率*成交率*单位利润

 地板经销的四个阶段：

有板就行--有店就行—有人就行—有名就行---现在（什么都有才行）



“进店数”动作诊断和破解

动作分解 动作分析与破解

店面位置
如果店面位置较差，要么在店面所在市场入口处进行广告推广，要么在主要通道口对顾客进
行拦截和引导，要么在本店门口进行一定方式的动态吸引

装修风格与档次 风格与档次能否与左右店面具有明显差异，店外10米观察能否看清店内陈设

店内动态感 店内是否有播放音乐或视频等，店外5米能否被该音像吸引

门头吸引力 门头能否与左右店面明显区分，店外15米是否具有“第一”印象

橱窗吸引力 橱窗设计是否有个性，能否让顾客驻足观赏

海报吸引力 海报设计是否具有吸引力，陈列位置是否方便看到，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

产品陈列吸引力 能否吸引店外5米的眼球，有没有专设吸引力产品等

导购员拉力 是否处于积极的工作状态，能否有效拉动路人进店



“留店率”动作诊断与破解

动作分解 动作分析与破解

店面体验感 店面是否整洁，气氛能否让人放松，有没有人性化配套设施

导购服务 顾客进店3分钟有没有一杯水之类的特定服务，导购员是否主动提供服务

是否被动式介绍 是否跟随式地介绍产品，是否被动式地应答顾客，是否具有变被动为主动的沟通能力

是否逼迫式介绍 是否只顾自己讲解，是否只顾介绍自己喜欢的产品，有没有引导顾客多说话

顾客是否找到喜欢的产品
有没有详细地询问顾客的需求，有没有针对顾客需求讲解产品，你的产品是否和顾客需求相差甚
远

是否提前进入价格阶段 导购员有没有自己先提及价格，顾客开口问价导购员能否有效转移

沉默型顾客是否有效接待
是否有效把握接近沉默型顾客的时机，针对沉默型顾客的拒绝，能否有效化解，有没有设定针对
沉默型顾客的服务

是否针对需求介绍产品 有没有了解到顾客的真实需求，对不愿意说出需求的顾客能否有效应付，有没有引导顾客需求

是否引导顾客体验产品
有没有设定产品体验环节，导购员是否主动要求体验，是否有效引导顾客体验，体验的过程是否
具有充分的互动性

导购员专业性 是否掌握核心卖点的话术和展示方法，每项卖点的表达和展示能否达到5分钟以上



店面管理的思维导图



店面管理的思维导图



店面人员的薪酬晋升方案



店面人员绩效工资的考评办法



“就座率”动作诊断与破解

动作分解 动作分析与破解

休闲区的舒适感 休闲区是否舒适，是否能让顾客放松

导购员引导就座 有没有主动引导就座，引导就座的理由是否充分

引导就座时机的把握
顾客对产品充分了解后、顾客提及异议时、讨价还价时、顾客对某个问题点沉思时、顾客在店内徘
徊时、顾客体力疲倦时



“回头率”动作诊断与破解

动作分解 动作分析与破解

顾客对产品的认可程度
导购员有没有充分展示卖点，顾客异议是否充分化解，顾客是否认可产品，顾客购买意向
是否真诚

顾客对价格的认可程度 价格是否超出顾客预算，顾客索要价格与你的最低价格相差多远

顾客离店原因 顾客离店是否存在借口，顾客离店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顾客离店时有没有化解真实原因

离店时是否给足了面子 有没有对顾客不买表示理解和认同，有没有表示欢迎再次光临，有没有笑脸相送以示诚意

离店时是否再次强调产品卖点 是否清楚顾客对产品的最大兴趣点，有没有再次抛出产品最具诱惑力的一两个卖点



“签单率”动作诊断与破解

动作分解 动作分析与破解

主动提出签单的意识 提升主动促成的意识，提升签单技能

顾客购买欲望程度
顾客是否充分认可产品，是否对某一问题左右徘徊，是否总是征求朋友意见，是否总是讨价还价
等

顾客最后异议的化解 能否把握影响签单的最后异议是什么，有没有尽力帮助顾客化解

顾客对导购员的信任度
顾客是否在最后的时候还提出苛刻的异议和要求，有没有暂停签单，放缓下来探寻顾客的真实想
法，从顾客角度出发解决问题，恢复信任度

签单时机的把握 能否辨别签单时机，能否抓住签单时机

有效签单的能力 签单技巧的熟练使用，有效化解顾客拒绝签单的能力



“重复购买率”动作诊断与破解

动作分解 动作分析与破解

购买时的满意度 对产品的满意度，对导购员的满意度

购买后的增值服务度 服务项目的设置及执行

主动挖掘顾客价值 促动顾客本人重复购买，挖掘顾客身边的“潜伏”型顾客



第一部分：导购注意事项
 一、一味和气难成交:做消费者的装修指导，不要求着客户买。

 A、掌握自己说话的口气，连续不断地提出问题，一直到顾客对谈论的问题有所表示。

 B、对特殊情况，例如谈论问题的焦点，应首先进行解决。

 二、微笑宜恰到好处：保持微笑是对品牌和产品自信的表现

 三、切忌怒对不买之人。

 1、大人物小人物一个样。

 2、买与不买一个样。

 3、多买少买一个样。

 4、顾客穿好穿坏一个样。

 四、顺其自然、不可强卖：不要一味的推销，还要学会倾听。



第二部分顾客的9种类型分析

 1 .唯唯诺诺的顾客：不论推销员说什么都点头说“是”。

 〔处方〕：若想让此类顾客说“是”，即应该干脆问：“为什么今天不买？”知道消费者顾虑的真正原
因。

 2,硬装内行的顾客：他会说：“我很了解这类产品，”

 ［处方］：你应该说：“不错，你对商品的优点都懂了，打算买多少呢？

 3.金牛型顾客：总是夸口说：“只要我认可。多少钱都不成问题”。

 ［处方］：应附和他，极力称赞之，打听其成功的秘诀，假装尊敬他，表示有意成为他的朋友，然后到
了签订时，先要大数额定金，然后再让他自己说交多少，会争取更多定金。

 4,完全胆怯的客户：无法安静地停在一个地方，不敢与推销员对视。

 ［处方］称赞对方，肯定其优点，解除他们的紧张感，让他们觉得你是朋友。



第二部分顾客的9种类型分析

 5,稳静思索型顾客：顾客稳坐在椅子上思索，完全不开口。

 ［处方］：多谈关于家庭和工作，用情感唤起共鸣。

 6,冷淡的顾客：自己买不买都无所谓的姿态

 ［处方］：煽起顾客的好奇心，用青花瓷系列唤起他对商品的兴趣

 7,“今天不买，只是看看的顾客”：

 ［处方］：用促销活动的时限和优惠价格让他觉得占了便宜。

 8.谦虚有理的顾客：对于推销员不仅没有偏见甚至表示敬意，有时会轻松地招呼：“推销员的确是辛苦的工作！

 ［处方］：用专业知识展现自己的能力，得到他的认可。

 9,粗野而疑心重的顾客：以敌对的情绪进入商店内。

 ［处方］：不可以跟他们争论，有礼貌，慢慢地说明。



第三部分：消费者的肢体语言

 （一）不买的肢体语言
 1、双手交叉，环抱于胸。
 2、做出忙碌的样子，不断走动。
 3、目光游离，不正视对方。
 4、伸直双脚并交叉，上身往后仰。
 5、低头写字或摊开桌子上的物品。
 6、不断拨打电话或同别人闲聊。
 7、有意打断或不回答你的问题。
 8、斜靠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脑后。
 9、频擦眼镜，做心不在焉状。
 10、随手不停地摆弄小物件。
 11、手指弹击或轻敲桌面。



第三部分：消费者的肢体语言

 （二）购买的肢体语言
 1、选择较安静的地方和你咨询。
 2、主动倒水、沏茶或递烟。
 3、膝盖打开，身体自然放松。
 4、正面交谈，态度友善，有笑容。
 5、翻看展示资料并提出疑问。
 6、配合地准备纸、笔、计算器。
 7、眼睛关注协议，手指轻搓下巴。
 8、认真地听你讲解并点头认同。
 9、深呼吸，做出要作决定的样子。
 10、主动与你握手，并请坐。
 11、拉拢椅子，身体前倾。



第四部分：成交的获胜策略

 1、从听到准主顾有好的评价开始。

 2、使准主顾确信你站在他的一边。

 3、让准主顾的疑虑拿到桌面上来。

 4、经常使用二择一法。

 5、不断使用尝试性结束的成交法。

 6、采用假定成交法。

 7、不断地问客户“为什么？”

 8、了解清楚谁具有购买权。



第五部分：森林阳光地板品牌介绍

中国艺术拼花地板研发、设计、制造领航企业

专注艺术拼花地板20年

中国地板十大品牌

中国品牌500强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通过ISO9001 ISO14001认证

中国驰名品牌



森林阳光部分产品展示



森林阳光部分产品展示



森林阳光部分产品展示



森林阳光部分产品展示



森林阳光产品展示：核心产品



森林阳光部分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