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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促销活动策划方案 

一、 成果简介 

(一) 基本情况 

长炼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成立于 2014 年 8 月，位于岳阳市云溪区长岭街道办

事处长岭村。该店主要经营范围有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母婴

服饰、母婴用品、童鞋童装、儿童玩具、卫生用品、化妆品、日用品零售。 

 

图 1-4：优优王国店铺门面及商品货架 

(二) 成果概况 

在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成立五周年之际举办以“真情感恩，盛情回馈”为主题

的促销活动，以此回馈新老顾客对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的支持和关爱。此次的促销

活动包括以下几方面：活动主题、活动目标、时间地点、对象选择、活动方式、实施

安排、广告配合、活动预算、意外防范、创新方面。此次活动主要是以消费者消费一

定金额送礼品、幸运抽奖大活动和限时折扣等促销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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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计思路 

在庆祝优优王国五周年店庆店之际，举办一个主题为“真情感恩生，盛情回馈”

的促销活动，以此回馈各位新老顾客，感谢其五年来对优优王国的支持。同时此次促

销活动，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新顾客，进一步提高优优王国在长炼孕婴市场的品牌知

名度，也为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的另一家连锁店进驻长炼打下坚实的市场基础。 

优优王国五周年促销活动主要从以下见个方面进行：活动主题、活动目标、时间

地点、对象选择、活动方式、实施安排、广告配合、活动预算、意外防范、创新方面

等。主要的促销方式是买满一定金额送礼品、幸运抽奖大活动和限时折扣等。 

三、 设计过程 

(一) 活动主题 

“真情感恩，盛情回馈”优优王国五周年店庆大促销，好礼享不停！ 

(二) 活动目标 

长炼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即将迎来五周年店庆，为了回馈和感谢新老顾客的支

持和厚爱，值此五周年店庆之际，开展以“真情感恩，盛情回馈”为主题的为期三天

的五周年店庆大促销活动。 

1. 真情感恩，盛情回馈新老顾客。 

2. 进一步提高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在长炼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 增加奶粉销售量和销售额，争取 3天突破奶粉销量达到 100罐。 

4. 增加纸尿裤销售量，争取 3天突破销售量到达 100 包。 

(三) 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8月 1 号-2019 年 8月 3号（三天）。 

地点：岳阳市云溪区长炼路口镇优优王国孕婴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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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象选择 

准备怀孕的女性、怀孕的准妈妈准爸爸以及家有 1-3 岁的宝宝家庭。 

(五) 活动方式 

1. 买满送 

（1） 凡在活动期间到店一次性消费满 688 元的顾客送价值 149 元豪华版便携

折叠手推车一辆，活动期间每天仅限两个名额，先到先得。 

图 5：豪华版便携折叠手推车 

（2） 凡在活动期间到店一次性消费满 588 元的顾客送价值 108 元的儿童学步

车一辆，活动期间每天仅限两个名额，先到先得。 

图 6：儿童学步车 

（3） 凡在活动期间到店一次性消费满 488元的顾客送价值 88元的宝宝餐桌一

张，活动期间每天仅限两个名额，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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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宝宝餐桌 

（4） 凡在活动期间到店一次性消费满 388 元的顾客送价值 50元的现金券，活

动期间每天仅限五个名额，先到先得。 

（5） 凡在活动期间到店一次性消费满 288元的顾客送价值 39元的宝宝安抚奶

嘴一个或同等价值的宝宝围嘴三条，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十个名额，先到先得。 

 

图 8：宝宝安抚奶嘴             图 9： 宝宝围嘴 

2. 幸运大抽奖活动 

凡活动期间到店一次性消费满 200元的顾客都可凭小票参与抽奖一次，每张小票

仅限抽奖一次。 

一等奖：价值 489元豪华婴儿床一张+婴儿床床上用品五件套（一名）。 



6 

 

图 10：豪华婴儿床一张+婴儿床床上用品五件套 

二等奖：价值 368元的贝博儿羊奶粉一罐（三名）。 

图 11：贝博儿羊奶粉 

三等奖：100元现金抵用券一张（五名）。 

安慰奖：价值 20元净含量 200g 的贝纽小黄人牛油果润泽洗沐二合一的洗发水沐

浴露一瓶（十名）。 

图 12：贝纽小黄人牛油果洗发沐浴露 

3. 限时折扣 

表 1：限时折扣时间表 

时间 折扣商品 折扣 

 

9:00—10:00 

奶粉 8.5 折 

纸尿裤 8.5 折 

服装 8 折 

 奶粉 7.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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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00 纸尿裤 7.5 折 

服装 7 折 

 

21:00—22:00 

奶粉 6.5 折 

纸尿裤 6.5 折 

服装 6 折 

 

(六) 广告配合 

1. 海报宣传 

在活动开始的一周前即 7 月 25 日，制作宣传海报并印制十张，在活动开始前的

三天即 7月 29日至 7月 31日，每天安排兼职人员在长炼各个小区及厂区门口前张贴

活动海报。海报上印有店铺公众号二维码，以方便顾客了解店铺周年庆大促销活动。 

2. 活动传单派发 

在活动前三天即 7月 29日至 7月 31 日，每天安排 4 名兼职到长炼各个小区及工

厂门口派发宣传小传单。每人每天派发 50 张传单。在传单上印上店铺的公众号二维

码，以便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店铺五周年大促销活动的详细内容。 

3. 朋友圈、微信群活动链接转发 

在店铺五周年大促销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即 7月 25日前后制作一篇以“真情感恩，

盛情回馈”为主题的五周年店庆大促销活动的宣传推文链接，发动员工及亲朋好友在

微信群、朋友圈进行转发。 

(七) 实施安排 

1. 事前安排 

本次优优王国五周年店庆“真情感恩，盛情回馈”促销活动为 2019 年 8月 1 号

至 8月 3号为期三天。在促销活动开始前的一星期即 7月 25号—7月 31号期间，制

作五周年店庆活动海报十张，宣传横幅两条，打印宣传小传单 1000 张。制作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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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恩，盛情回馈”为主题的五周年店庆促销活动朋友圈推文链接并发动员工以及亲

朋好友在朋友圈、微信群转发店铺五周年活动链接。限时折扣的商品要提前多进一些，

避免活动期间出现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 

在活动开始前三天（即 7月 29 日 7月 31日期间），每天安排 4名兼职到长炼各

个小区、工厂门口张贴活动海报及派发活动小传单。 

活动开始的前一天即 7 月 31 日，对店铺进行装饰，张贴装饰墙纸，气球，将打

印好的横幅挂于店铺门口。店铺门口前十米处放置充气拱门一个，拱门上挂活动横幅。

店铺门口至充气拱门处摆放红毯，两旁排放亲朋好友送的花篮。准备好幸运抽奖活动

的抽奖箱，以及抽奖小纸条 150 张，其中 37 张印有相对应的奖品等级，准备好第二

天活动开始是所有一切相关物品。 

2. 事中安排 

促销活动期间 8月 1日-8月 3日，每天早上营业前把店铺活动现场布置安排好。

抽奖区安排两名员工，一名负责检查顾客小票，另一名负责安排顾客抽奖顺序，维护

抽奖秩序及登记顾客中奖信息。限时折扣时间每个区域安排两到三名销售人员，负责

给顾客介绍商品信息及推销产品。此外再安排两名员工在限时折扣时间负责维持秩序，

以免出现顾客哄抢商品或受伤的情况。 

3. 事后安排 

8月 3 日晚 22:30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将店内所有活动相关布置全部撤掉，并

打扫店内卫生，安置好活动期间所用物品，将其全部物归原处。活动结束后第二天即

8月 4日推迟一小时营业，利用这一小时的时间，有店长主持召集所有员工开会并对

此次活动进行总结。店长记录好员工所提的建议，在日后的工作中可以采用一些员工

所提的可行性建议。会议结束后正式营业，安排三名员工负责前三天活动中奖品派送

工作，一名负责根据所登记的中奖客户信息打电话通知顾客到店领取奖品，一名负责

整理奖品将奖品包装好并分类，一名负责奖品的派发，如若顾客有特殊情况无法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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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奖品的可安排名员工将奖品送到顾客家里或手中。 

(八) 活动预算 

此次“真情感恩，盛情回馈”主题活动的五周年店庆大促销为期三天，活动期间

的费用如下表： 

表 2：        活动经费预算          单位：元 

项目 数量 费用 

宣传海报制作 10（张） 100 

宣传小传单 800（张） 400 

朋友圈推文转发感谢

红包 

5（个） 250 

红毯 10（米） 10 

充气拱门 1（个） 0 

装饰墙纸及气球 -- 100 

兼职员工工资 4（个） 600 

奖品手推车 6（辆） 894 

奖品学步车 6（辆） 648 

奖品宝宝餐桌 6（张） 528 

奖品奶嘴 15（个） 585 

奖品宝宝围嘴 45（条） 585 

奖品婴儿床 1（张） 489 

奖品奶粉 3（罐） 1104 

奖品洗发沐浴露 10（瓶） 200 

现金抵用券 100元 5（张）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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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抵用券 50元 15（张） 750 

合计 7743 

 

PS：充气拱门为 0元的原因是这一拱门是店铺开张之初购买的，并在每次活动中

重复利用并未重新购买，所以并未计算其经费。 

(九) 意外防范 

本次促销活动为期三天， 中间可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意外事故，例如在限时折

扣环节可能会出现顾客拥挤、哄抢等现象；折扣商品供应不足；天气状况无法预料等。

针对以上所提及无法预料的意外事故，我们做出了以下对策。 

1. 活动期间的三天安排 1-2 名员工专门负责现场安全和维持秩序的工作，避免

拥挤和哄抢等情况的发生，避免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 

2. 因活动期间有一个限时折扣的环节，商品可能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所以

活动开始前要多进折扣商品的货。活动期间如果发生类似事情时，先安抚顾客情绪，

以免顾客因此产生不满。而后联系供应商，看能否在活动期间提供商品，如若供应商

无法在活动期间给提供商品，改为顾客送一张 50 元的现金抵用券。 

3. 天气是无法预料的，在活动开始前就准备好遮阳挡雨的帐篷，当下雨时可及

时摆放在门口，避免顾客被雨淋湿。  

(十) 创新方面 

1. 促销方式 

本次活动采用一种限时折扣的促销方式，主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选了部分商品

进行限时折扣，这样有利于提高本店的销售量，达成本次活动奶粉和纸尿裤的目标销

售量。 

2. 广告方面 

本次活动广告方面，利用了网络和信息的便利特点，制作一篇关于本次五周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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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活动的推文，在朋友圈和微信群中转发推广。 

四、 成果特点 

(一) 活动促销形式新颖 

此次促销活动根据顾客的实际情况和消费需求采用了一种限时折扣的促销方式，

选择消费者较为需要的商品作为限时折扣的对象，这样既满足顾客的需求，也能提高

商品销售量。 

(二) 方案目标明确 

本次促销活动主题是“真情感恩，盛情回馈”，是为了庆祝店铺五周年庆并感谢

顾客的支持，所以活动的方式都围绕着回馈顾客而开展的。 

五、 收获与体会 

(一) 收获 

在编写本次的毕业设计过程中让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

自己的过程。本次的促销活动让我学习和研读了许多关于促销活动方面的书籍，也让

我知道了做一次促销活动需要做许多准备。活动开展的形式也并不是说自己想要怎样

的活动就可以怎么做，还需要根据店铺以及活动的主题制定。活动的预算方面是要根

据店铺的实际情况而定，广告方面的媒介也是要是店铺情况而定的。这次毕业设计所

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 体会 

此次的毕业设计让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一开始以为毕业设计只是做一个简单的

方案策划和对所学知识的总结，但通过本次毕业设计我才发现自己的看法太片面了。

这次的毕业设计让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原来还是那么欠缺，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学习

是一个长期慢慢积累的过程，在以后的的生活，工作中我们还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

自己的综合素质。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地吸取新知识，与时俱进我们才有可能成为

对社会有益的人和更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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