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活动流程表
序号 大项 小项 时间 责任人 协助人 布局 注意事项 物料差旅 预算

老加盟商接待 区域经理 酒店条幅 接待礼节 名片，嘉宾卡 20000元

意向客户接待 大区经理 电子屏幕显示 查看邀请函 自驾车接待 加盟商越多花

外地领导接待 礼仪小姐 酒店安排 安排房间号 商务车接待 费越多，后期

贵宾特别接待 其余总监 工作餐安排 合理陪同人 鲜花及礼品卡 的收益也越多

赴开幕式 26日9:09 营销总监 大区经理 专车接待 提前打线路图 商务车后备 远程客户住宿

嘉宾现场签到 9:30 总经理 礼仪小姐 背景桁架展板 配水鼓舞 外请演员

主持人开场 10:08 外聘主持人 礼仪小姐 背景喷绘展板 话筒灯光音响

贵宾代表致辞 10:18 总经理 区域经理 背景喷绘展板 鲜花、矿泉水

公司领导致辞 10:25 罗董 总经理 背景喷绘展板 彩旗彩带彩球

水晶球启动 10:30 总经理 董事长等 背景团队展示 礼炮礼花爆竹 烟花爆竹

绿植浇灌仪式 10:35 总经理 董事长等 背景条幅展示 配合适背景乐 备选音响音乐

展望美好未来 10:40 员工代表 产品总监 背景团队展示 配合适背景乐 备选音响音乐

团队集体合影 10:45 总经理 营销总监 梯次排队坐立 注意先后排序 配条幅背景

展厅车间参观 10:55 营销总监 区域经理 组队进行参观 次序讲解参观 水果零食及水

中午赴宴 11:30 总经理 营销总监 暂定10人一桌 注意陪配主次 自备酒水？？

新产品发布会 12:00 产品总监 销售总监 主席台布置 功能特性价值 喷绘灯光音响

赴招商会 14:00 营销总监 区域经理 电梯布局 专人指引 指示引导牌

经销商签到 14:00 营销总监 区域经理 主席台布置 时间基本统一 签到台，笔等

总经理致辞 14:20 总经理 营销总监 会场桌面布局 简短有激情 话筒灯光音响

公司宣传片 14:30 时间把控 视频、投影

公司介绍 14:40

品牌介绍 14:50

产品介绍 15:00

招商政策介绍 15:20 重点突出 画册招商手册

活动特惠介绍 15:40 重点润色 幸运转盘抽奖

老经销商致辞 16:00 客户代表 激情煽动 鲜花矿泉水

攻单过程 16:10 攻单技巧 咖啡红牛和水

签约过程 16:10 财务会计 攻单效率 笔pos机和合同

晚上赴宴 17:30 简单大方 继续促单，后 合影，送行车 10000元，主用

合影送行住宿 18:00 单人单房 期跟进，培训 短信问候催款 于晚餐和住宿

简洁扼要 PPT

30000元，费用支出主用于
午宴和背景

20000元，费用 支出主用
于外请 主持人，演员，
购买绿植，     外购水晶
球，   制作彩球彩带彩旗
等等

10000元，费用主用于抽奖
奖品购买等。老客户转盘
抽奖上样游戏，必须先缴
定，按订金折算，最低1
折，最高7折。

3

4 招商签约

2

会场墙面布局

签约台布局

开业大典

招待午宴

营销总监

区域经理

营销总监

25日下午

总经理
1 嘉宾报到

营销总监

5 招待晚宴 营销总监 区域经理

注意配花献水



附件二： 前期准备阶段各事项分工明细
序号 大项 小项 时间起 时间止 责任人 协助人 注意事项 物料差旅 预算

地推收集意向客户 董事长助理 时间节点把控到位大画册替招商手册

杂志会刊收集客户 营运总监 费用成本尽量节约名片、合同、话术

网络推广征集客户 区域经理大区经理 线路规划沟通会议

准备名单和话术

了解客户意向

多次交流加深印象

筛选跟进战术调整

确认话术

邀请为嘉宾

预留席位

确认订房时间天数

明确如何发邀请函

准备各版本邀请函

填写邀请函

统计发函客户数量

快递、上门、电子

电话话术

通知确认时间

提示需带物品

来途关心及跟进

短信内容（主题、

愿景、时间、地点

物料设计 9月25日 10月20日

物料制作 10月7日 10月20日

文案准备 10月7日 10月20日

物资采购 10月7日 10月20日

现场布置 10月24日 10月25日

舞台搭建 10月24日 10月25日

庆典彩排 10月24日 10月25日

招商彩排 10月24日 10月25日

9 后期跟进 持续跟进 10月26日 12月31日

8

7

4

5

6

物料文案

40000元，主用于前期地推
差旅费及网络推广费

信息收集1

电话沟通

确认邀请

短信确认

电话确认

派发邀请

2

3

9月25日 10月20日 营销总监

2017/9//25 10月20日

10月20日 10月24日

10月20日 10月24日

10月23日 10月24日

现场控场

营销总监

10月23日 10月24日

2000元，主用于快递邀请
函费用

10000元

8000元

市场部相关同事

区域、大区经理

营运总监

营销总监

董事长助理



附件三： 前期准备阶段各事项人员分组
序号 组别 名称 责任人 主要负责内容 备注

活动总指挥 罗柯罗董 整体活动监控

活动总调度 殷泽建殷总 具体人员调度及各界领导的邀约

媒体总负责 杨浪杨总 各界媒体邀约

领导及嘉宾签到管理

领导及嘉宾讲稿管理

领导及嘉宾参观管理

配花、献花、递水服务

剪彩仪式辅助

赠送纪念品

展厅车间参观指引

活动方案起草编制

宣传稿件及物料制作

活动全程跟踪及协助

4 战斗组 战场总指挥 杨君高杨总 接待经销商和意向客户

活动现场物料的拜访、布置布局

现场视频、电子显示屏及PPT演稿等播放及管理

现场音乐的播放、控制

水果采购及清洗

鲜花及绿植采购

酒水及纪念品采购

活动全程摄影摄像 外请专业摄制组

后期剪辑及照片美化整理

酒店、午餐、晚餐安排

水、电保障

活动全程道具准备(纸、笔、桌椅、纸杯、水、纸巾等)

展厅、车间、办公室布局，外聘主持人及舞蹈队管理

停车管理及入厂指引

现场秩序维持

调配组1

3 黄山活动策划

夏明芬活动总秘礼仪组2

后勤组7

策划组

余韬余总维护总指挥维护组5

采购组 黎明采购总指挥6

刘葱安保主任安保组8

贺勇后勤总指挥



附件四： 主要人物演讲稿参考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我们在这里庆祝泰林科技新基地隆重开业，值此开业庆典之际，

请允许我对远道而来参加我们庆典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

    泰林科技董事长罗柯先生历经数年的商海遨游，形成了“天道酬勤”、“人道酬诚”、“商道酬信”、“王道酬仁”的企业经营文化。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朋友的高度关注下，经过企业自身的拼搏精神，公司一定会实现下一个极度飞跃。让我们一起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谨此，我向所有曾经关心支持过我们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最后祝“泰林科技”和“居美嘉品生活门窗体验馆”星沙旗舰店开业

大吉，相信这颗璀璨的明珠一定会在红星闪闪的大地上冉冉升起。

    下面，请允许我宣布：泰林科技开业庆典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出席泰林科技开业庆典的领导和嘉宾有：

(名单酌情一一予以介绍〕出席开业庆典的还有各大新闻媒体和其他相关政府金融机构。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天是泰林科技隆重开业的喜庆日子，首先我代表*对固尔邦集团旗下的泰林公司开业表示衷心的祝贺。

对参加庆典活动到来的各界商家、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多年来，泰林科技为我省家居市场的稳定以及我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今天，他以其崭新的面貌、

雄浑的气魄、独特的风格展现在全省人民面前。泰林的开业有力地提升了长沙乃至全省全国门窗行业的档次和水平，标志着又一实力雄厚的

企业品牌正在崛起。这对于我省的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为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罗柯董事长及泰林科技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泰林科技及居美嘉品门窗生活体验馆”星沙旗舰店开业庆典活动圆满成功！

    尊敬的**书记，各位市、区的领导，省市各大媒体记者，泰林科技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泰林科技新基地暨居美嘉品门窗生活体验馆”星沙旗舰店迎来隆重开业典礼。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谨代表泰林科技的全体员工，向出席开业典礼的朋友们、嘉宾、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

泰林的开业离不开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离不开媒体朋友的帮助，离不开广大的合作伙伴，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揭幕给大家的是一个凝聚所有泰林人心血的“居美嘉品门窗生活体验馆”星沙旗舰店，在这里，我们不仅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亲切

而实惠的购物宝地，更希望能够让各大经销商家人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实力。大家携手共进，打造全球整体门窗系统领航品牌。

主持开场词1

2 领导致辞

3 董事长致辞





附件五 参考话术
老板您好，我们是居美门窗有限公司的，我是**地区的负责人，主要是作一下建材市场的调查及拜访，我叫***。

A:您现在方便么，耽误您二分钟的时间，做一下居美对地区门窗的市场调查。

（如有拒绝，请告诉对方，只需要二分钟，并送他一件小礼品，建议相框？并不会打扰他太久，前提是一定要等店主有空再进去。

接着说：您有没有想过利用您现有关系资源在丰富产品的同时可以通过新科技产品来提高收入呢？（一个问题带入正题，不管对方回答什么，

可以接下去陈述）对公司，公司产品，市场定位，招策政策，开业大典及招商会作个前期邀约的铺垫。

注意这个拜访阶段要对产品公司等作七分熟的介绍，除非是客户特别有兴趣，否则要剩下留个悬念到招商大会。

您好！我是居美嘉品门窗营销中心的***，请问您是***吗？是的。

那好，我们公司之前是不是有工作人员到您店里面给您做过居美门窗的调查吗？是的。

他是不是为您简单的介绍了我们公司整体的产品招商计划等一些项目呢？是的（如果没有就不超2分钟简单介绍，重点是公司背景和产品卖点

    那恭喜您，在我们审核的全省2000多个建材店中，通过审核的只有300位，您就是其中一位，祝贺您，看得出来你是很想利用现有资源

同时开拓新产品市场来提高您店里的收入的，对吧？

    那么10月16日我们居美总部会在长沙举办“居美嘉品整体门窗系统生活体验馆”星沙旗舰店开业庆典及全国首站签约招商大会，届时

会有各界技术营销专家为您们作详细介绍！10月15号我们公司会安排工作人员为您发送严格的邀请函，到时候我会给你再次确认信息！

    谢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意兴隆！再见！

您好，请问是***吗？

   我是居美嘉品门窗营销中心的***（一定要确认和你通话的就是被调查老板本人，如果是就接着往下说，不是就找到那个人再往下说）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如果方便接着往下说；如果不方便问什么时候方便，确定时间再打，明天？后天？上午还是下午，大概几点？要细）

   感谢您抽空参加10月16日我们居美总部在长沙举办“居美嘉品整体门窗系统生活体验馆”星沙旗舰店开业庆典及全国首站签约招商大会，

我们的具体时间是10月16日上午10点10分开始，地址是***，我们的招商会将严格凭邀请函入场，您的邀请函将会在10月15日派发，在派发

之前我们想再次和您确认一下您的收件地址，以确保您能更快的收到我们给您派出的邀请函，（核实地址---，可以的话发电子确认函？）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意兴隆，最后麻烦您注意查收一下我们给您寄的邀请函或电子邮件？！您这边有任何问题都随时和我联系！

    那我今天就不打扰您了，谢谢，祝一切顺利，我们会场见！

您好！，请问您是***吗？我是居美嘉品营营销中心的***。 是的，

那好，我们****时间是不是有工作人员给你送了邀请函（我们发给你的电子邀请函您收到了，对吗？ 是的，

    今天，我们就是正式通知您参加居美嘉品本月16号(也就是星期一)在长沙***举办的“居美嘉品整体门窗系统生活体验馆” 星沙旗舰店

开业庆典及全国首站签约招商大会，届时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在***的***大酒店迎接你的到来，请问你这边到候会来几位客人呢？（人数和

    男女一定要记录一下来）我们会为您预留了席位，论坛有严格的人数限制，请您记得带好您的邀请函入场！

**先生/**女士，那先这样，10月15日下午我们在**大酒店见，，谢谢您的配合！祝您生意兴隆！

***温馨提示：“居美嘉品整体门窗系统生活体验馆”星沙旗舰店开业庆典及全国首站签约招商会于明天（10月16日）上午在***进行，恭候

您的大驾光临。天气变化大，请注意带上防雨工具。***

4 电话通知话术

5 短信提示话术

客户拜访话术1

2 电话沟通话术

3 电话确认话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