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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炼阳关巴士促销策划方案 

            ——爱的阳光伴我成长 

一、成果简介 

（一）基本状况 

阳关巴士是一家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长炼工矿区的餐饮店，是一家专门做餐

饮店的开发、投资与运营的个体经济，主要经营的产品有：风味休闲小吃、汉堡类、

砂锅麻辣烫、粉类、奶茶等一系列特色食品。其店内整洁、明亮，装潢精美。有 5

套时尚简约实木餐桌椅组合，外加一套铁艺实木靠窗吧台高脚桌椅组合。店内产品种

类丰富、味道尚佳且价格实惠，深受大人小孩的喜欢。阳关巴士是 2018 年 5 月份建

立的，营业时间在上午 10 点到晚上 11点。具体位置在长炼街道十字路口右侧，周围

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长炼小学和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客源流量丰富。 

 

 

图 1：阳光巴士外景 

 



（二）成果概况 

本次促销策划方案立足于“亲子”，根据该店的地理位置以及市场背景策划此次

的促销活动。其具体内容有：活动主题、活动目标、时间地点、对象、活动方式、实

施安排、广告配合方式、费用预算、意外防范、效果评估等方面。根据本次的促销策

划方案进行促销活动，可以使阳光巴士店在留住老顾客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顾客，

确保今后的销量得到提高，为店增加了竞争手段，提高阳光巴士的市场占有率，为以

后开阔新的市场做准备。 

二、设计思路 

本次阳光巴士促销策划方案，主要是针对“亲子”这个立足点进行的。阳光巴士

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长炼工矿区，这里有较多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长岭分公

司的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小孩生活在这里。平时都是父母上班、小孩上学，父母与小孩

相处的时间比较少，一家人休闲的逛逛街、吃吃小吃零食的时间更是难得珍贵。而在

周末这个时间大人不用上班，小孩不用上学，双方都有时间。孩子希望父母能够多花

些时间陪伴他们，而父母也同样是希望能够伴随着孩子快乐的成长。因此，很多家庭

都会选择利用周末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外出购物、逛街，而我们阳关巴士希望能够给这

些家庭提供一个优美，卫生的餐厅环境。因此，拟定了此次的促销活动方案。本次阳

光巴士促销策划方案实施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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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过程 

（一）活动主题 

“亲子周末，让爱的阳关伴我成长！” 

为了感谢新老顾客的支持与信任，阳关巴士将在每周六、日进行促销活动。 

（二）活动目标 

我们阳光巴士，为了感谢新老顾客的支持与信任，将在每周的周六、周日进行促

销活动： 

1.给每一个周末外出的家庭提供一个温馨的“亲子”交流场所，增进“亲子”之

间的感情； 

2.为顾客提供优美、卫生的用餐和休息环境，以及最优惠的价格； 

3.秉承为顾客服务的终极理念，提高阳关巴士的知名度，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良

好的形象； 

4.在留住老顾客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顾客，确保今后的销量得到提高； 

5.增加竞争手段，提高阳光巴士的市场占有率，为以后开拓新的市场做准备。 

（三）活动时间及地点 

1.活动时间 

每周的周六、周日（10:00-23:00）。 

2.活动地点 

岳阳长炼阳光巴士店。 

（四）对象选择 
                               

 

图 2：店内产品及菜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小孩、长炼小学和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及教师。 

参与此次活动的店内产品有：各类冰饮奶茶、油炸食品以及特色粉面。 

（五）活动方式 

1．在周末活动期间内所有的奶茶均以半价出售； 

2．消费满 50 元可得到小礼品一份： 

礼品由店家决定，礼品会根据时间、季节、节日以及顾客人群的不同而不同。（店

家会定期购买一些小礼品，不同时期的礼品不同；会根据季节选购具有季节特色的小

礼品；在不同的节日期间也会准备符合节日特色的小礼品；根据不同的人群赠送礼品，

如：送给小学生一些小玩具、文具之类的；大学生则可以是一些时尚的、新潮的、具

有时代特色的小玩意；大人便是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3．积分换购 

本店会员在周末活动期间内消费均可获得会员积分，消费越多积分越多。此积分

可在任何营业时间内换购同等价格的产品。 

4．赠送生日套餐 

在周末活动期间内进店消费的顾客是当天生日的，就可获得本店赠送的生日套餐

一份，生日套餐包括：长寿面一份，冰淇淋蛋糕一杯，以及小礼物一份。此外，店内

全体店员给寿星齐唱生日歌，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5．周末提供免费送餐服务 

 

 

图 3：小礼品 

 



（六）实施安排 

1.活动的前期准备 

人员安排： 

（1）在每周五晚停止营业前，组织店员进行大扫除，摆放好桌椅，全面检查店

内所有设备，大家一起开个简短的小会，为后两天周末的活动做好万全的准备； 

（2）安排好店员的岗位，合理的进行分工； 

（3）如有必要，提前找好兼职人员，以防人手不够； 

物资准备： 

（1） 提前准备好活动需要的小礼品，确保礼品数量足够； 

（2） 准备好清理工具，一备不时之需。 

场地安排：周五一整天在店面门口处的显示屏中宣传周六日活动。 

2．活动的事中安排 

人员安排： 

（1）店长要负责维持好活动秩序，让消费者在人多时也能够有秩序的排队点单； 

（2）安排一名店员在门口欢迎顾客，做好相关的礼仪工作； 

（3）另安排一名店员负责顾客礼品的领取； 

场地安排：现场播放音乐，让店内保持在欢乐的气氛当中。 

3、活动的后期延续 

（1）活动结束时，组织店员进行大扫除，摆放好所有桌椅，检查店内所有设备； 

（2）分别清算上一周以及活动这两天的营业额； 

（3）店里每个人都要对上一周的工作以及这两天的活动说说自己的感受并提出

建议，最后再由店长进行总结，对每一位员工进行鼓励； 

（4）结清兼职人员的工资。 

（七）广告配合 

1．店门口处设立显示屏广告，广告标语为：“快乐周末，让爱的阳光伴我成长！” 



2．公交站牌广告，在附近的公交站牌上张贴海报，海报内容则是为大家介绍我

们阳关巴士的具体活动方式以及活动地址和订餐联系电话； 

3．宣传单页广告，我们会在活动开始前一周去工厂周边和校园周边派发宣传单

页，宣传单页的内容和公交站牌广告内容相似。在活动单页的反面，印有店内产品菜

单及价格。 

4．在店面和附近公园广场挂活动横幅，横幅内容为：“让爱的阳关伴我成长，阳

关巴士周末狂欢，等你来一起 happy!” 

5．建立微信消费群和阳关巴士公众号发布每周活动通知，合理利用网络进行宣

传。 

（八）预算安排 

阳光巴士促销活动费用明细表 

项目 单价 数量 金额（元） 

各类小礼品 1元 2000个 2000 元 

活动海报 20元 50张 1000 元 

活动横幅 20元 30条 600 元 

宣传单页 5元 1000份 5000 元 

发单员 80元/天 3名 240 元 

现场兼职人

员 

100元/天*2 8名 1600 元 

其他 1000 元  1000 元 

合 计 11440 元 

（九）意外防范 

1．现场安全问题 

店长维持好店内秩序，组织顾客有序的排队点餐，以免顾客在点餐过程中发生争

吵以及肢体冲突； 

2．现场店员安排问题 



安排一名店员作为预备岗位人员，以防有店员当天身体不适，其他时间该名店员

则负责店内其他突发状况的处理； 

3．食品供不应求的情 

与供应原材料的商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活动期间人多时，出现“供不应求”

的情况可以及时给我们送货上门。既保证了原材料的新鲜，又能解决食品“供不应求”

的问题； 

4．消费者产生不满情绪时 

立即前去了解情况，根据原因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并向消费者真诚的道歉，如有

必要做出相应的赔偿，且送上我们的小礼品。 

5、顾客领取小礼品时 

必须拿上消费小票领取小礼品，以免错领和重复领取； 

6、相关部门的干涉 

活动期间若是遇上相关部门检查，由店长或工作经验较丰富的店员出面沟通、配

合。 

（十）创新方面 

1.本次我们的“岳阳长炼阳光巴士促狭策划方案”在设计思路、促销主题、促销

方式以及广告配合上都有很大的创新。 

2.在设计思路上，站在“亲子”这个立足点上对整个促销方案进行构思，利用消

费者的情感倾向，在潜移默化中向消费者传播我们“阳光巴士”温馨、注重情感的文

化，以此达到引起消费者共鸣的目的。并结合促了销策划方案的基本格式作为设计思

路。 

3.在促销主题上，以“亲子周末，让爱的阳关伴我成长！”作为本次活动的主题，

以一种温馨的情感感受作为此次活动展开的切入点，引起人们的共鸣，吸引顾客。 

4.在促销方式上，通过进行多次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当地居民的消费习惯，

结合了当地的消费情况，充分地分析了当前市场以及消费人群。 

5.在广告方面，用了多种不同的广告宣传形式，比如：海报、现场显示屏、宣传



单页这些相对传统的宣传方式，以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了手机移动端进行宣传，很好

的运用了互联网这个新媒介。达到了更加有力度，面向面更广的宣传效果。 

四、成果特点 

（一）目标明确 

我们阳光巴士，为了感谢新老顾客的支持与信任，在每周的周六、周日进行促销

活动。给每一个周末外出的家庭提供一个温馨的“亲子”交流场所，增进“亲子”之

间的感情；为顾客提供优美、卫生的用餐和休息环境，以及最优惠的价格；秉承为顾

客服务的终极理念，提高阳关巴士的知名度，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在留

住老顾客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顾客，确保今后的销量得到提高；增加竞争手段，提

高阳光巴士的市场占有率，为以后开阔新的市场做准备。 

（二）可操作性强 

本次“岳阳长炼阳关巴士促销策划方案”的活动展开，我们提前做了市场调查，

并分析了消费者心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方式方法，结合了促销策划方案

的基本格式进行书写，逻辑清晰，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 

（三）效益性 

通过前期调查和预估，可客观的了解到，此次的促销方案实施起来可给“阳光巴

士”带来非常可观的收益。首先，每周周末的销量肯定会大大的增加，因此店内总体

的营业额肯定会增加；其次，通过这种促销活动，提高了“阳光巴士”的知名度，提

高了阳光巴士的市场占有率，为以后开阔新的市场打好基础。 

五、收获与体会 

（一）收获 

通过此次岳阳长炼阳关巴士促销策划方案的设计及书写，使我对促销活动的基本

流程和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且有了新的体会。在确定选题和基本框架时，

我对周边的市场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查阅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同时结合了

所学的调研、营销、促销等基本知识。进行实地调研时，通过与工作人员的交流和沟

通，让我对销售以及经营理念有了一定的认识，懂得了促销方案必须要和实际经营情



况相配合。在这一过程中，我把所学到的课堂知识充分的发挥到社会实践中去，使我

对市场营销这一专业的知识与运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二）体会 

1．对待每一份工作都应该要认真且有耐心。在进行此次促销方案的策划及书写

时，我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且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

析，才得以完成。 

2．要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看问题。在进行实地调研时，通过与工作人员的交

流和沟通，了解到策划促销方案，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分析问题，一切以消费者为

主，主题新颖且有吸引力，同时还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市场情况和消费情况。 

3．每一个方案的设计和撰写都需要进行多次的调查才能完成。此次“岳阳长炼

阳关巴士促销策划方案”的设计和撰写，从确定主题、设计思路、促销的方式方法到

具体的促销内容，我都有多次的进行实地考察，才完成此次的促销方案。 

4．我们要学会利用互联网和现代媒介。在此次的促销活动中，利用了互联网以

及现代媒介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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