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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探索营销新模式

“热闹背后，我们不断在思考”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至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至

今今，，上汽通用汽车不断探索上汽通用汽车不断探索

营销新模式营销新模式，，别克品牌已形别克品牌已形

成了品牌产品直播成了品牌产品直播、、电商淘电商淘

宝直播宝直播、、经销商区域直播三经销商区域直播三

大板块的直播序列大板块的直播序列，，合力承合力承

担起品牌产品传播担起品牌产品传播、、线上带线上带

货和线上客户运营等功能货和线上客户运营等功能。。

““直播在整个营销地图中直播在整个营销地图中

的定位是什么的定位是什么？？是解一时之是解一时之

急急，，还是催化营销创新还是催化营销创新、、能能

力升级的长效融合剂力升级的长效融合剂？？该如该如

何更好地利用线上资源去做何更好地利用线上资源去做

好营销好营销？？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这是我们一直在思

考的考的。”。”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市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市

场营销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场营销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

特约撰稿 逍遥骑士

不久前，笔者全程

观看了一家大品牌汽车

厂商的网络直播销售。

年代久远的绝版“老爷

车”被搬到直播现场，

现场采访高颜值专业技

术“小鲜肉”，又有车

友亲自讲述用车改车体

验，更有车企领导现场

抽奖，大撒红包，绝对

称得上是一次精心策

划、内容丰富的网络直

播销售。不过，看了直

播中设置的营销送礼环

节，却让笔者有了“在

鸡蛋里挑骨头”的想

法。

具体的营销送礼是

这样的——总裁见面

礼：凡进入直播间，一

分钱下单，就可领取某

视频网站黄金会员卡。

总裁超豪礼：一分钱下

单，就有机会赢取国际

顶尖品牌的手机、手

表、耳麦等产品。不得

不说，这样的豪礼真的

很吸引人。

但仔细想一想，这

么多留资当中，有多少

会是“有效”留资呢？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

通过这种营销手段，迅

速获取大量潜在客户的

信息，理论逻辑是完全

成立的。可是换一个角

度，站在一个普通受众

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

反正只要一分钱就能获

得平时需要花费几十元

甚至上百元的视频会

员资格，这种羊毛不薅

白不薅！到时候客服给

我打电话，我就说没意

向，还能把我怎样？

理论逻辑成立，实

践逻辑出问题，这种情

况其实蛮常见的。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

认为主要是因为做营销

策划时，在人群细分环

节出现了问题。营销策

划人员可能有些想当然

地把那些花一分钱下单

的客户都当作了“潜在

客户”。殊不知，在当

下的多元化媒介环境

下，观看者、参与者、

潜在消费者是三个应该

分开考虑的群体，他们

在行为上可能互有重

叠，但不能混为一谈。

观看者与消费者不

是同一个人群。很多人

也许就是纯粹无聊，进

入直播间打发时间。营

销活动的参与者与消费

者重合度未必很高——

我就是想花一分钱买个

会员，抽个奖而已，我

可能连驾照都没有。

核算一下，几千个

视频网站会员加一堆大

牌数码产品抽奖，投入

的前期采购成本应该不

小，如果绝大多数都被

“薅了羊毛”，仅仅存留

了为数不多的有效信

息，那获客成本可能还

真不低。所以笔者建

议，网络直播卖车在营

销环节设计上，一定要

区分观看者、参与者和

潜在消费者三者的“动

机”。由“动机”触发

“行为”——先把自己

当作普通人来预演一

遍，对观众的行为做一

个预估。看看哪些营销

活动是会激发观看者购

车或者咨询意向的，哪

些活动仅仅就是让众多

的“看客”占了便宜

的。

当然，话又说回

来，观看者与参与者都

是不能忽视的。观看者

有可能转化为消费者，

参与者有可能帮助厂商

把营销内容触达更多消

费者，二者还有可能帮

助你影响消费者。至于

怎么实现三者之间的良

性转换和互动，需要营

销人员进一步地思考和

实践。

广告营销界曾经有

句经典的话：“我知道

我投的广告费，有一半

是白费的，但我不知道

白 费 的 究 竟 是 哪 一

半。”我想，依靠现在

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和

信息技术的支撑，再加

上营销人员的深入洞

察、深思熟虑、精细化

的策划执行，我们是有

可能把每一分营销费用

都 花 在 “ 刀 刃 ” 上

的。

““宝宝们宝宝们，，点击下方购买点击下方购买

链接链接，，55..55元就可以试驾新车元就可以试驾新车

哦哦。”。”每天晚上每天晚上77点点，，别克天别克天

猫旗舰店热闹非凡猫旗舰店热闹非凡。。热闹的热闹的

背后背后，，实际上是一次次的尝实际上是一次次的尝

试试、、思考思考、、总结与改进总结与改进。。

李多多从第一场直播开李多多从第一场直播开

始就在琢磨始就在琢磨，，汽车直播究竟汽车直播究竟

找网红当主播找网红当主播，，为直播为直播

间带来流量和人气间带来流量和人气，，这是不这是不

少产品直播的一惯思路少产品直播的一惯思路。。但但

上汽通用很快意识到上汽通用很快意识到，，光靠光靠

外部网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外部网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

的的。。

““网红确实自带流量网红确实自带流量，，但但

这些流量无法留在我们自己这些流量无法留在我们自己

的平台的平台。。同时同时，，我们天天做我们天天做

直播直播，，不可能一直请网红不可能一直请网红，，

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李多多李多多

说说，“，“而我们的员工对产品了而我们的员工对产品了

解解，，对品牌也有感情对品牌也有感情。”。”

就这样就这样，，一场内部主播一场内部主播

的海选开始了的海选开始了。。员工虽然没员工虽然没

有经验有经验，，却有着满腔的热却有着满腔的热

情情。“。“我第一时间报了名我第一时间报了名，，抱抱

着尝试的心态着尝试的心态，，就当自己是就当自己是

‘‘革命的垫脚石革命的垫脚石’。’。没想到报没想到报

名的人很多名的人很多，，还要排班还要排班，，我我

等了很久等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终于轮到我了。”。”

李多多说李多多说。。

自自 22 月开播以来月开播以来，，别克别克

直播在短时间里做了许多新直播在短时间里做了许多新

尝试尝试。。除了找员工当主播除了找员工当主播，，

还与汽车媒体以及还与汽车媒体以及KOLKOL （（关关

键意见领袖键意见领袖）） 合作合作，，搭建了搭建了

别克别克““云客厅云客厅””直播系列直播系列，，

以专业以专业、、准确准确、、全面的讲车全面的讲车

和评车和评车，，来介绍新产品的亮来介绍新产品的亮

点点，，把疫情前的部分媒体沟把疫情前的部分媒体沟

通环节放到了线上与消费者通环节放到了线上与消费者

直接沟通直接沟通，，更大范围地覆盖更大范围地覆盖

到关注新车的潜客到关注新车的潜客。。

““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比如比如，，怎么寻找怎么寻找

适合我们品牌又会直播的适合我们品牌又会直播的

KOLKOL？？又如又如，，每个平台直播每个平台直播

的玩法都不一样的玩法都不一样，，做之前必做之前必

须都摸透了须都摸透了。”。”上汽通用汽车上汽通用汽车

别克市场营销事业部相关负别克市场营销事业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责人告诉记者。。

乐于尝鲜

一场直播，11 万人观看，

7000多个订单 （含试驾等留资

类订单）。李多多人生中主持的

第四场直播，取得的成绩令她自

己大吃一惊。

李多多，是上汽通用汽车别

克市场营销事业部的一名品牌经

理。事实上，她的真名叫李宇

洁，李多多是她为做直播特意取

的“艺名”。“这个名字比较接地

气，也是我给自己的人设定位，

希望进我直播间的宝宝们，欢乐

多、福利多、惊喜多，也希望别

克的车越卖越多。”

首席记者 阮希琼

该怎么做该怎么做。。除了每天搜集产除了每天搜集产

品资料品资料，，李多多拉着规划部李多多拉着规划部

的同事的同事，，深入了解每一个产深入了解每一个产

品细节品细节，，她甚至跑到了她甚至跑到了44SS店店

回访回访，，同经销商交流经验同经销商交流经验。。

““汽车涉及产品性能汽车涉及产品性能、、亮亮

点点、、销售政策销售政策、、服务等服务等，，这这

些都不像快消品可以直观地些都不像快消品可以直观地

传达给消费者传达给消费者。。所以所以，，一定一定

要有场景要有场景、、有故事有故事，，才有带才有带

入感入感。”。”这是李多多总结的经这是李多多总结的经

验之一验之一。。

李多多的第一场直播李多多的第一场直播，，

介绍的是新能源汽车别克微介绍的是新能源汽车别克微

蓝蓝，，她设计了一个场景她设计了一个场景，，假假

装与销售顾问开车度假装与销售顾问开车度假。。在在

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中，，她告诉消费者她告诉消费者

这辆车的续航里程有多少这辆车的续航里程有多少，，

度假途中如何解决充电问度假途中如何解决充电问

题题，，如何找到餐厅……通过如何找到餐厅……通过

情景化的演示情景化的演示，，将产品亮点将产品亮点

传达给消费者传达给消费者。。这场直播这场直播，，

吸引了吸引了30003000多人观看多人观看，，3030多多

人下单人下单 （（含试驾等留资类订含试驾等留资类订

单单）。）。

““光讲车挺枯燥的光讲车挺枯燥的，，怎么怎么

做得更有趣呢做得更有趣呢？”？”李多多想李多多想。。

第二场直播第二场直播，，她请来了健身她请来了健身

教练和高尔夫教练教练和高尔夫教练，，让他们让他们

聊聊自己的生活和用车感聊聊自己的生活和用车感

受受。“。“他们都是别克车主他们都是别克车主，，也也

分别是管理者和创业者分别是管理者和创业者，，是是

我们的目标销售人群我们的目标销售人群，，还契还契

合疫情过后健康的形象合疫情过后健康的形象。”。”

直播前直播前，，这几位车主试这几位车主试

图事先准备讲稿图事先准备讲稿，，没想到被没想到被

拒绝了拒绝了。“。“观众不是傻子观众不是傻子，，直直

播间里要的就是真实播间里要的就是真实，，不能不能

读广告读广告。”。”李多多说李多多说。。这场直这场直

播吸引了播吸引了 11..55 万人观看万人观看，，8080

多人下单多人下单 （（含试驾等留资类含试驾等留资类

订单订单）。）。

正是在不断的思考中正是在不断的思考中，，

上汽通用别克品牌的直播吸上汽通用别克品牌的直播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44

月月 3030 日至日至 55 月月 55 日日““上海五上海五

五购物节五购物节””期间期间，，别克直播别克直播

共 收 获共 收 获 1871518715 个 在 线 订 单个 在 线 订 单

（（含试驾等留资类订单含试驾等留资类订单）。）。55

月月44日日、、55月月55日日，，天猫直播天猫直播

平台更是连续创下单场超过平台更是连续创下单场超过

1010万人次观看的纪录万人次观看的纪录，，别克别克

天猫旗舰店的粉丝数量也飙天猫旗舰店的粉丝数量也飙

升到了升到了4949..66万万。。

““现在现在，，我们对直播的定我们对直播的定

位很清楚位很清楚，，虽然我们最终目虽然我们最终目

的是促成销售的是促成销售，，但其实直播但其实直播

不是为了直接带货不是为了直接带货，，而是让而是让

消费者近距离地了解产品亮消费者近距离地了解产品亮

点点、、品牌文化品牌文化、、企业的研发企业的研发

制造能力等制造能力等，，吸引他们来吸引他们来44SS

店试乘试驾店试乘试驾。。即便是疫情结即便是疫情结

束了束了，，我们线上我们线上、、线下联动线下联动

的模式依然会延续的模式依然会延续。”。”上汽通上汽通

用汽车别克市场营销事业部用汽车别克市场营销事业部

相关负责人说相关负责人说。。

在思考中成长

营销预算

如何花在“刀刃”上

热中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