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2016大事纪

全新形象

全省联动 旗舰店开业庆典 慧生活商学院培训

品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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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慧生活馆惊艳亮相(佛山旗舰店)

慧生活办公室乔迁新址 公司形象再度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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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7战略规划

利和：整合工厂和慧生活的平台资源，协助经销商建立

全包、工程和O2O全覆盖的渠道系统，提升引流能力，从

而实现业绩的倍增，夯实工厂、慧生活和经销商三方利

益、荣誉和精神共同体的基础；

2、优化动力系统

关键词：自变、势变、质变

自变：经销商分级管理，展厅支持、广告与促销、年度

返利公开、公正、透明、鼓励与支持经销商做盈、做

大、做强、做优、做快；

势变：建样板市场，树标杆，让经销商学有目标，赶有

方向，用有模板；

质变：鼓励和支持经销商开大店、多开店、快建店。

3、深化能效系统

关键词：实用、适用、管用

实用：产品与价格支持公开、公正、透明、流程简化、

交易简单，把平均运行效率提升到行业2倍以上；

适用：经销商年度评奖，单品奖励标准、奖项、奖励方

式公开、公正、透明，为广大经销商提供同台竞技的平

台；

管用：售后、责任到人，快速简便。

1、完善事业部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和核心业务流程，确

保事业部运行效率提升2倍以上，成为集团事业部（部

门）的标杆；

2、制定2017年经销商分解管理制度细则并严格执行，重

点支持优质的、成长快的、综合实力强的经销商；

3、严格执行专卖制度，清理和打击寄生品牌，推动新品

样板的铺样；

4、实现翻新店面比2016年增长100%；

5、实现新开设专卖店比2016年增长251%；

6、2017年渠道开发提升，如经销商的集客通道、工程开

发、O2O；

7、制定价格、评优、单品、工程政策，保证政策公平、

公正、公开；

8、S9终端盈利系统工具书优化及完

善；

9、品牌部完成增加活动场次的帮扶；

10、商学院进行完善的人才培训计

划；

11、打造样板市场；

12、仿古柜、淋浴房的新品上样和推

广方案；

13、设专人配合经销商进行仿古柜和

淋浴房的下单及售后；

14、新品市场推广物料和培训手册；

15、每年召开2次核心经销商产品分析

会，每月召开内部产品分析会议；

16、持续强化采购订单计划，优化销

售订单分配机制，做好安全库存实时

更新管理，及时反馈订单交付信息和完成情况；

第三部分   26件事

组织变革赢市场 系统创新促盈利
——慧生活泛家居连锁董事、总经理：郭庆忠   

17、订单供应链系统升级改造，“东科软件”建材专业

供应链信息化软件投入，提升供应链信息系统管理功

能，真正实现营销大数据资源共享与整合；

18、持续强化省心物流计划，降低配送出错率、破损率

和费用率，提高配送效率，因我司造成损失，由我司相

关责任人全额承担；

19、规划组建立体仓库，提高空间利用率，增加辅助设

备投入，真正实现先进的物流管理体系，提高仓储物流

管理水平；

20、2017年下半年计划推行产品出入库条型码信息管

理，实现对货品出库信息跟踪记录管理；

21、持续强化售后配件安全库存管理，内部建立售后客

诉记录系统，实时掌握售后客诉信息处理完成情况跟踪

与反馈；

22、每月25日前完成解决核心客户上月客诉问题达提升

至98%、当月客诉问题达完成率提升至85%，遇有特殊客

诉问题，我司优先重点关注并做特殊处理；

23、每月1日及16日统计汇总、反馈前15天客诉问题完成

情况，未处理客诉提出解决方案并回复各经销商；

24、定期组织售后人员走访举措，集中处理复杂投诉；

25、明确各岗人员售后处理权限，提升售后处理时效

性；

26、免费为核心经销商提供“东科软件”售后、安装管

理系统导入增值服务，便于更好服务终端零售客户。

总经理寄语：

       2017年是鹰卫浴慧生活快速发展的关键一年，创变

求发展，聚力方共赢，共赢就是大家同乘一条船，同划

一根桨，同饮一江水，同奔一条路。

1、1月年度经销商大会胜利召开；

2、推出16个系列淋浴房新品，19款仿古柜单品全新上市，极大的丰

富了终端产品线，让做大单、做高毛利的单成为可能；

3、装修新开门店45家，使鹰卫浴在华南五省的网点布局和展厅覆盖

率有了较快提升；

4、举行五省范围的大节点促销2次，全省联动12次，区域联动1次，

核心经销商促销6次，总计21次规模促销活动，是品牌曝光率、影响

力和客户参与度明显提升；

5、慧生活泛家居连锁乔迁美居国际，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开始，慧

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6、鹰卫浴历史最大的专卖店，佛山意美家旗舰店隆重开业，在行业

里有一定程度的营销力。

2017年我们要以实现销售业绩比2016年增长50%

1、、强化组织系统

关键词：聚和、联和、利和

聚和：成立慧生活鹰卫浴事业部，打造一整套“产、供、销、人、

财、物、责、权、利”的运营体系，更好、更快、更有效地服务于经

销商，同时，提高运营效率一倍以上，快速地响应市场和对手的变

化；

联和：聘请国内知名展厅设计、产品研发及战略咨询顾问公司，重金

打造展厅形象、产品研发及业绩倍增等三位一体的盈利系统，锻造品

牌的核心竞争力；

一、2016营销中心主要工作

二、2017年我们要落实的工作

第一部分   一个中心

第二部分   三大系统

专刊专刊



C 2016经销商智慧星

经营区域：广东清远

店长姓名：温秋婵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0年

优秀店长

经营区域：广东顺德

店长姓名：潘春秋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4年

优秀店长 优秀店长

经营区域：湖北黄冈

店长姓名：刘 芝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2年

优秀店长

经营区域：广西百色

店长姓名：黄素妮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3年

优秀店长

经营区域：江西吉安

店长姓名：丁 冰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4年      

工程推广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东莞(康大建材)

负责人姓名：杜延雷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0年

工程推广之星

经营区域：广西柳州

经销商姓名：李成锐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4年

工程推广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湛江

经销商姓名：李伟雄

加入鹰卫浴时间：1996年

元老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顺德
经销商姓名：龙伟文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4年

元老之星

经营区域：湖北钟祥

经销商姓名：赵旭泽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7年

元老之星

经营区域：江西新余

经销商姓名：刘志军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7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惠阳

经销商姓名：蔡海汤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4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清远
经销商姓名：黄南伙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0年

经营区域：广东梅州

经销商姓名：庄妙雄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8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顺德

经销商姓名：龙伟文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4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肇庆

经销商姓名：张秋生

加入鹰卫浴时间：1996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广西百色

经销商姓名：苏瑞玲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8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湖北恩施

经销商姓名：杨飞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4年

王者之星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江西玉山
经销商姓名：徐文平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0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湖北宜昌

经销商姓名：王金闩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6年

王者之星

经营区域：江西进贤

经销商姓名：陈俊华

加入鹰卫浴时间：2008年

经营区域：广西桂林
经销商姓名：伍章荣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5年

五星门店五星门店

经营区域：广东肇庆

经销商姓名：张秋生

加入鹰卫浴时间：1996年

五星门店

经营区域：湖北潜江

经销商姓名：王琼 赵华刚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1年

经营区域：湖北黄石

经销商姓名：何勇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4年

五星门店

经营区域：广西桂林

经销商姓名：伍章荣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5年

新锐之星 新锐之星

经营区域：广东揭阳

经销商姓名：李耀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6年

新锐之星

经营区域：湖北武汉市舵落口

经销商姓名：陈毅平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5年

新锐之星

经营区域：江西赣州

经销商姓名：李淑芳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6年

经营区域：广东中山
负责人姓名：马丽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5年

新锐之星 新锐之星

经营区域：

经销商姓名：段文昌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6年

湖北恩施建始

新锐之星

经营区域：

经销商姓名：夏振宇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6年

湖北荆州

新锐之星

经营区域：

经销商姓名：朱学军

加入鹰卫浴时间：2015年

广西鹿寨

2016年鹰卫浴

经销商智慧星

B  2017战略规划

营销板块2017年战略目标

一、扶—扶优、强、快不松懈；

二、抓—抓住展厅建设不放松；

三、拓—拓展空白市场不停步；

四、盯—盯紧促销活动不降温；

五、快—快铺新品样板不迟缓；

六、简—简化工作流程不马虎；

七、强—强化部门配合不动摇；

八、提—提升个人能级不间断；

九、激—激励客户潜能不掉链；

十、服—服务终端顾客不懈怠。

2017年目标任务达成关键字：十字经

“扶”、“抓”、“拓”、“盯”、

“快”、“减”、“强”、“提”、

“激”、“服”

1、储干孵化体系： 第四—六期储干特训营；

2、中高管孵化体系：团队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系

统思考力提升、领导者的引导教练技术、高效团队执

行力建设 ；

3、经营倍增体系： 卓越经销商转型之道、卓越总经

理特训营、卓越店长特训营、卓越导购特训营（分

一、三大课程设计

商学院愿景：

成为最受尊重的经销商团队训练平台

一、2017年物流举措

    1、持续强化省心物流计划，降低配送出错

率、破损率和费用率，提高配送效率，因我司

造成损失，由我司相关责任人全额承担；

    2、规划组建立体仓库，提高空间利用率，

增加辅助设备投入，真正实现先进的物流管理

体系，提高仓储物流管理水平；

    3、2017年下半年计划推行产品出入库条型

码信息管理，实现对货品出库信息跟踪记录管

理。

二、2017年客服举措

    1、持续强化采购订单计划，优化销售订单

分配机制，做好安全库存实时更新管理，及时

反馈订单交付信息和完成情况；

    2、订单供应链系统升级改造，“东科”建

材专业供应链信息化软件投入，提升供应链信

息系统管理功能，真正实现营销大数据资源共

享与整合。

三、2017年售后举措

    1、持续强化售后配件安全库存管理，内部

建立售后客诉记录系统，实时掌握售后客诉信

息处理完成情况跟踪与反馈；

    2、每月25日前完成解决核心客户上月客诉

问题达提升至98%、当月客诉问题达完成率提升

至85%，遇有特殊客诉问题，我司优先重点关注

并做特殊处理；

    3、每月1日及16日统计汇总、反馈前15天

客诉问题完成情况，未处理客诉提出解决方案

并回复各经销商；

    4、定期组织售后人员走访举措，集中处理

复杂投诉；

    5、明确各岗人员售后处理权限，提升售后

处理时效性；

    6、免费为核心经销商提供“东科”售后、

安装管理系统导入增值服务，便于更好服务终

端零售客户。

    2016年仿古柜板块成功的实现了在

2015年的基础上翻一翻的年度目标，在此对

我们的经销商伙伴们给与的大力支持表示诚

挚的感谢。

    市场竞争的加剧，对我们的产品线、服

务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的差异

仿古柜事业部2017年战略规划 淋浴房事业部2017年工作规划

    1、产品不断优化升级，提升产品细节

结构、品质的完善，不断增强产品终端销

售竞争力；

    2、产品向易安装、快捷安装、防错结

构改进，少售后或无售后是我们产品的设

计目标；

    3、产品终端体验做“加法”，产品种

类做“减法”；

    4、ERP淋浴房非标软件系统的实施并

逐步开放终端使用，实现终端ERP系统自主

下单、自主查巡生产进程，自主售后处

理；

    5、加大终端淋浴房销售技能培训、产

品专业知识培训、售后安装培训力度；

    6、注入淋浴房终端无声导购系统；

    7、提升淋浴房非标订制能力，加快淋

浴房交货效率。

化，服务的精细化是未来两年我们需要重点提

升的内容。为此，公司将重金签约专业设计师

团队，增加专业的服务体系人员，全力提速，

抢占先机。

    整合，已在各个行业内如火如荼的进行

着，谁搭配到最适合发展的资源，谁将抢占先

机，仿古柜势必将成为展厅产品的重头戏，成

为提升产品综合档次的主要元素之一，成为提

升销售额的核心组成。

    公司的高速发展，经销商伙伴对仿古柜板

块的厚望，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

两年，我们将投入更多的资源，使仿古柜在质

量、产量上双提升，最大程度上满足销售上的

需求，力争实现在2016年的基础上翻一翻的目

标。

品牌中心2017年工作战略规划

    品牌中心在2017年将围绕公司提出的创新

及变化方面做出以下举措的工作，来实现公司

及终端的保盈利稳增长目标。

一、项目部2017年举措

    1、人员：2017年项目部由7人增加到15人

左右，支持部人员将进行完善岗位区分（平

面、策划、推广），对人员进行专业系统的定

期培训，并进行考核与其薪资晋升相关联，细

化的人员等级晋升规划，每个岗位分为初级、

中级、高级职称，并对相应职称职位进行全方

位考核，考核达标者方可在岗服务；

    2、促销：在2016年原有大型活动帮扶基础

上，2017年项目部增加重点经销商帮扶及单店

活动帮扶，使终端门店能更符合当地销售，实

现快速、有效果、有针对性；

    3、模式导入：2017年项目部将导入S9终端

门店系统及5A门店技能提升系统（门店管理、

客流量、成交率、客单值），更深入打造终端

团队，配合商学院全年系统培训，在终端导入

管理及业绩提升系统，解决终端经营痛点。

二、商学院2017年举措

    商学院在2017年对终端门店团队及公司内

营运部门2017年战略规划

部执行团队进行系统化培训，重点打造卓越总

裁训练营、卓越店长训练营、卓越导购训练

营，使团队能同频，通过培训及促销进行模式

导入和优化，使终端团队提升，实现盈利及增

强竞争。

三、支持2017年举措

    支持部在产品推广、项目支持及终端形象

提升上作为2017年工作重点，人员配置也相应

进行优化，每个岗位由专业人员进行支持。

省）。

1、慧生活高管团队；

2、佛山三友同行：上海震普管理咨询公司合伙

人霍健明、广东卫浴商会客座教授陈维葱、实战

型营销培训专家甘明；

3、三正全动顾问技术有限公司

三大运作体系：成功运作系统、一体运作系统、

裂变运作系统。

1、储干孵化系统（2016.12-2018.3）

2、中高管孵化系统（2017.2-2017.10）

3、经营倍增系统（2017.1-2017.12）

二、三大师资力量

三、三大课程排期：

——慧生活卫浴事业部总经理：徐建中

商学院2017年战略规划
——慧生活泛家居连锁董事、商学院执行院长：孙胜

—— 慧生活泛家居连锁董事、营运副总经理：陈先彬

—— 慧生活鹰卫浴淋浴房事业部总经理：杨乃宏—— 慧生活鹰卫浴仿古柜事业部总经理：杨明阳

—— 慧生活鹰卫浴事业部品牌中心副总监：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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