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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小程序功能清单 

 

一、基础版营销型小程序功能清单 

 

服务类型 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描述 

定位服务 
基础调研 提供基础调研服务，了解需求。 

定位服务 通过了解企业的核心产品、盈利模式、目标客户，协助企业明确自己的差异化优势，确立小程序定位。 

标准页面 
标准主页 提供 1个标准主页的基础策划、设计服务。 

宣传图设计 提供 1张宣传图基础设计服务。 

功能模块 

页面跳转 
符合微信小程序跳转条件下，可实现由基础版小程序跳转到关联同一个公众号下的标准版小程序（必须配备牛

商网制作的标准版小程序）。 

宣传图的 JS切换 可实现宣传图的 JS切换。 

地图导航 点击可跳转到地图导航，让用户便捷的找到企业。 

拨打电话 点击可直接拨打电话。 

内置客服 点击可与客服的微信进行在线沟通(登录网页版微信)。 

策划设计

服务 ★ 

页面文案 对提供的素材资料进行梳理提炼，使其适应小程序展示界面要求。 

关键词优化 提供小程序名称、描述的关键词优化布局建议。 

设计服务 提供 1个标准主页、1个宣传图的基础设计。 

代码编程 提供 2-4屏(不建议太长)以内的页面及功能代码编程。 

微信提交 

专业注册

审核服务 

微信公众号申请 可提供注册指导。 

小程序申请 可提供注册指导。 

小程序程序包提交审核 
通过牛商网平台直接提交程序包(需客户给我方平台授权一次)，第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图文替换直接后台完成，

无需腾讯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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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

维护服务

一年 ★ 

基础客服服务 专业客服团队，24小时在线，提供咨询+技术支持服务。 

安全维护服务 
程序 bug问题，小程序中未被发现的软件或者功能缺陷以及腾讯升级优化之后出现的隐性问题处理，平台稳定

性维护。 

小程序操作后台 提供小程序后台，方便企业后期在小程序框架内修改图片、文案，且不需反复经过腾讯认证。 

小程序专属培训课程  提供小程序后台操作、小程序基础、推广、布局等专属服务课程。 

牛商微讲堂 
可免费参加每周四晚 20:00的牛商微讲堂，牛商网实战讲师及优秀的网络营销企业家，传授网络营销策划、定

位、设计、运营、竞价等干货。 

S1云营销

型云空间一

年★ 

数据空间 提供一年的 S1云空间（共享空间、共享带宽、月流量 30G）。 

抗 DDOS/CC 多层网络攻击防御：联合专业安全商，专注 DDOS攻击防御、通过 CDN+IDC高仿节点为小程序稳定性护航。 

Web安全防御 引进行业领先 Web应用防火墙，专注 web应用弱点安全防御，如：注入、跨站、伪造等保护。 

 

二、标准版营销型小程序功能清单 

 

服务类型 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描述 

定位服务 

基础调研 提供标准调研服务，了解需求。 

定位服务 
提供核心产品、盈利模式、目标客户、核心关键词、核心优势等标准营销定位服务，协助企业明确自己的差

异化优势，确立小程序定位。 

标准页面 

标准主页 提供 3个标准主页(首页,列表页,关于我们页面+1个产品/服务详细页)的标准策划、设计服务。 

标准详情页 提供 6个详情页的标准策划、设计服务。 

宣传图设计 提供 3张以内的宣传图标准设计服务。 

功能模块 

页面跳转 
符合微信小程序跳转条件下，可实现由某个小程序跳转到关联同一个公众号下的其他小程序（必须是牛商网

制作的小程序）。 

宣传图的 JS切换 可实现宣传图的 JS切换。 

地图导航 点击可跳转到地图导航，让用户便捷的找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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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拨打电话 点击可直接拨打电话。 

内置客服 点击可与客服的微信进行在线沟通。 

数据提交 
可在线提交客户信息、需求，提交的信息可实现填写，也可以提前录入字段供客户选择，可在后台查询客户

提交的数据。 

策划设计

服务 ★ 

结构策划 提供小程序页面结构策划，为用户展示及信息跳转提升体验。 

页面文案 对提供的素材资料进行梳理提炼，使其适应小程序展示界面要求。 

关键词优化 提供小程序名称、描述、关键词的关键词优化布局策划。 

设计服务 
提供 3个标准主页(首页,列表页,关于我们页面+1个产品/服务详细页)的设计、3个以内宣传图的标准设计，

让小程序拥有较好的阅读体验。 

代码编程 提供匹配的页面及功能代码编程。 

微信提交 

专业注册

审核服务 

微信公众号申请 可提供注册指导。 

小程序申请 可提供注册指导。 

小程序名称排重及提交审核 小程序名称排重服务，及小程序名称策划、提交审核，确保小程序符合排名优化规则。 

小程序关键词专业筛选 由专业策划团队提供关键词筛选，确保关键词拥有更好的流量，并符合目标客户搜索习惯。 

小程序关键词专业提交 提供小程序关键词提交服务。 

小程序程序包提交审核 通过牛商网平台直接提交程序包，第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图文替换直接后台完成，无需腾讯方审核。 

附近的小程序提交 提供附近的小程序提交服务，让企业有机会在附近的小程序入口进行展示。 

软件系统

维护服务

一年 ★ 

基础客服服务 专业客服团队，24小时在线，提供咨询+技术支持服务。 

专属客服服务 牛伙计专属客服为您提供专业咨询及技术支持服务。 

安全维护服务 
程序 bug问题，小程序中未被发现的软件或者功能缺陷以及腾讯升级优化之后出现的隐性问题处理，平台稳

定性维护。 

小程序操作后台 提供小程序后台，方便企业后期在小程序框架内修改图片、文案，且不需反复经过腾讯认证。 

小程序专属培训课程 提供小程序后台操作、小程序基础、推广、布局等专属服务课程。 

牛商微讲堂 
可免费参加每周四晚 20:00的牛商微讲堂，牛商网实战讲师及优秀的网络营销企业家，传授网络营销策划、

定位、设计、运营、竞价等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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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

维护服务

一年 ★ 

S1云营销

型云空间一

年★ 

数据空间 提供一年的 S1云空间（共享空间、共享带宽、月流量 30G）。 

CDN 加速 
专业安全 CDN合作商，提供高性能，高带宽节点服务器，将小程序数据第一时间推送到客户最近服务器节点，

让信息最快速度呈现给客户。 

抗 DDOS/CC 多层网络攻击防御：联合专业安全商，专注 DDOS攻击防御、通过 CDN+IDC 高仿节点为小程序稳定性护航。 

Web 安全防御 引进行业领先 Web应用防火墙，专注 web应用弱点安全防御，如：注入、跨站、伪造等保护。 

 

三、高级版营销型小程序功能清单 

服务

类型 
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描述 

定位

服务 

基础调研 提供标准调研服务，了解需求。 

定位服务 
提供核心产品、盈利模式、目标客户、核心关键词、核心优势等高级营销定位服务，协助企业明确自己的

差异化优势，确立小程序定位。 

标准

页面 

标准主页 提供 5个标准主页(首页,列表页,关于我们页面,会员中心页,购物车页面)的高级策划、设计服务。 

标准详情页 提供 10个详情页的标准策划、设计服务。 

宣传图设计 提供 3张以内的宣传图高级设计服务。 

功能

模块 
企业展示 

页面跳转 
符合微信小程序跳转条件下，可实现由某个小程序跳转到关联同一个公众号下的其他小程序（必须是牛商

网制作的小程序）。 

宣传图的 JS切换 可实现宣传图的 JS切换。 

地图导航 点击可跳转到地图导航，让用户便捷的找到企业。 

拨打电话 点击可直接拨打电话。 

内置客服 点击可与客服的微信进行在线沟通。 

数据提交 
可在线提交客户信息、需求，提交的信息可实现填写，也可以提前录入字段供客户选择，可在后台查询客

户提交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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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模块 

电商功能 

商品管理 

对商户：1、商户可对商品信息进行删减、查看、更改。 

2、商品新增（套餐限定的数量内）。 

3、商品单项参数选择（如颜色、型号等）。 

4、商品详情页自定义编辑，更好的展现商品形态，增强商品吸引力(目前小程序只支持图片和文

字)。 

5、可获取访问者微信当中绑定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号码。 

6、可获取访问者的微信头像和微信名称。 

7、可以设置产品的价格,优惠价格。 

8、可以设置产品的积分,积分兑换,对会员进行积分设置。 

对用户：1、可站内搜索商品。 

2、可按销量、价格排序。 

3、可收藏产品。 

4、可管理收货地址。 

订单管理 订单实时状态（待付款、待发货、已完成），订单情况实时更新。 

订单统计 
一周内下单数与收入、待付款订单、待发货订单、商户总收益等数据呈现，便于商户分析店铺情况，优化

运营方案。 

购物车 用户心仪产品可放置到购物车，便于统一支付及发货安排。 

在线支付 可实现微信在线支付（商户需开通微信支付接口）。 

会员功能 商户可查看所有注册的会员信息，便于跟进二次销售。 

营销功能 
优惠券功能开发 商户可发布不同金额的优惠券，便于在销售时抵扣，促进销售。 

积分管理 商户可设置积分规则，客户在支付时可抵扣部分金额，促进销售。 

策划

设计

服务 

★ 

结构策划 提供小程序页面结构策划，为用户展示及信息跳转提升体验。 

页面文案 对提供的素材资料进行梳理提炼，使其适应小程序展示界面要求。 

关键词优化 提供小程序名称、描述、关键词的关键词优化布局策划。 

设计服务 提供 5个标准主页、3个以内宣传图的高级设计，让小程序拥有较好的阅读体验。 

代码编程 提供匹配的页面及功能代码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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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提交 

专业

注册

审核

服务 

微信公众号申请 可提供注册指导。 

小程序申请 可提供注册指导。 

小程序名称排重及提交审核 小程序名称排重服务，及小程序名称策划、提交审核，确保小程序符合排名优化规则。 

小程序关键词专业筛选 由高级策划提供关键词筛选，确保关键词拥有更好的流量，并符合目标客户搜索习惯。 

小程序关键词专业提交 提供小程序关键词提交服务。 

小程序程序包提交审核 通过牛商网平台直接提交程序包，第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图文替换直接后台完成，无需腾讯方审核。 

附近的小程序提交 提供附近的小程序提交服务，让企业有机会在附近的小程序入口进行展示。 

软件

系统

维护

服务

一年 

★ 

售后服务 

基础客服服务 专业客服团队，24小时在线，提供咨询+技术支持服务。 

专属客服服务 牛伙计专属客服为您提供专业咨询及技术支持服务。 

安全维护服务 
程序 bug问题，小程序中未被发现的软件或者功能缺陷以及腾讯升级优化之后出现的隐性问题处理，平台

稳定性维护。 

培训服务 

小程序操作后台 提供小程序后台，方便企业后期在小程序框架内修改图片、文案，且不需反复经过腾讯认证。 

小程序专属培训课程 提供小程序后台操作、小程序基础、推广、布局等专属服务课程。 

牛商微讲堂 
可免费参加每周四晚 20:00的牛商微讲堂，牛商网实战讲师及优秀的网络营销企业家，传授网络营销策划、

定位、设计、运营、竞价等干货。 

S2云营销型

云空间一年

★ 

数据空间 提供一年的 S2云空间（专享空间、1000M共享带宽、月流量 30G）。 

CDN加速 
专业安全 CDN合作商，提供高性能，高带宽节点服务器，将小程序数据第一时间推送到客户最近服务器节

点，让信息最快速度呈现给客户。 

抗 DDOS/CC 多层网络攻击防御：联合专业安全商，专注 DDOS攻击防御、通过 CDN+IDC高仿节点为小程序稳定性护航。 

Web安全防御 引进行业领先 Web应用防火墙，专注 web应用弱点安全防御，如：注入、跨站、伪造等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