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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晚给大家加餐

了。

同学你好，6 节的理论课程已经上完了，今

晚 8 点熊熊老师为大家加个餐，大家对第一

和第二课讲的社群营销团购卖货的技巧和

方法的应用还是蒙查查，所以今晚 8 点给大

家加餐补课哈。

新手小白如何从0启动一个社群团购卖货？

如何通过社群团购让 50 个顾客创造每月 5



万销售？

如何通过快速复制招募代理，社群团购每月

卖货 100 万？

有 没 想 通过 社 群 团 购 卖货 的 ？ 有 的 回复

666

社群团购建群容易，但是群如何活跃，如何

让群更有生命力，更能卖货呢？今晚给大家

详细分享：新手小白也能通过系统的掌握社

群团购的复购闭环，然后实现一个月卖 5 万

+的销售额。

大家觉得建一个群，然后在群里卖产品，每

个月卖个 5 万+，大家觉得这样好还是不



好？

不用租门店，不用请员工，没有任何的风险。

纯纯的现金流，先收钱，后发货，这样的模

式，今晚我从如何跟顾客沟通开始讲到怎么

卖货，怎么成交，怎么售后，怎么裂变代理，

一条龙给大家毫无保留的分享，大家要不

要。要的回复：我要。

顺便问下大家，21 天抱团成长社群实操陪

跑营报名了吗？没有报名的，抓紧时间联系

你的助教老师，找她报名，同时在群里接龙。

记得一定要私信你的助教老师。

因为你不私信你的助教老师，那么她不知道



你报名了，我们 25 号要拉你进抱团成长社

群实操陪跑群呢

我们 21 天分三个阶段给大家陪跑，第一阶

段是社群变现实操，第二阶段是短视频爆粉

实操，第三阶段是直播变现实操。大家对 21

天抱团成长陪跑营，三个阶段的陪跑都记下

来了吗，别进入到群里，大家又蒙查查哟

好了，废话不多讲，现在直接抛干货：第 1

步，我们每一天都要坚持给 20 个老顾客的

朋友圈进行点赞真实评论，这里面不排除有

一些老顾客根本都不发朋友圈或者是屏蔽

你的，但是毕竟在于少数，因为我不相信所

有的顾客都不发朋友圈，对不对？



每一天坚持 20 个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我

觉得一个点赞一个评论大概需要我们不到

一分钟的时间，20 个也就需要我们 20 分钟

的时间。

也许在你上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的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项工作完成了，但是这会起到

非常大的作用和效果，因为各位大家都明白

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是顾客不找我们下

单，而是这顾客已经忘了我们。

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力特别大，你不出现在

他的生活里面，别人经常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面，我们的顾客就会被别人吸引注意力，被



别人抢走，所以我们要多和顾客互动，让他

知道他的朋友当中还有你这么一个人，原来

这个人我在她那买过东西还很好。

第 2 步，大家一定要注意主动出击，和我们

的顾客聊天，这个聊天和我们平时推品的聊

天不一样，因为有些你筛选出来的一些顾

客，和你并没有产生很高的好友温度，因为

你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那这个时候就需

要我们前期有一些互动，有一些链接除了点

赞和评论之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私聊

呢？

比如说，各位当我们给他点赞评论之后，他

们回复我们了，我们马上就要对他进行私



聊，即使没有回复我们的，我们看到他的朋

友圈发了一些信息也可以进行私聊，很多人

不会聊天。我教给大家最简单的聊天方法，

就是唠唠家常。

最简单的聊天方法就是什么呢，聊他感兴趣

的话题，举个例子，他经常在这个朋友圈里

面晒孩子，你就和他聊孩子的话题，比如说

晒他家的孩子又去参加什么补习班了，那你

就可以和她聊亲爱的，你家的宝宝参加那个

补习班是多少钱的呀？老师怎么样啊？和

她唠我也想给我们家的宝宝报这样的班，但

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报？

要多聊她懂的话题，让她去倾诉，你要让他



知道你除了卖货也是他的一个朋友，你们还

可以聊天。.

熊熊老师温馨提示：重点！！！！！

你要让他知道你除了卖货也是他的一个朋

友，你们还可以聊天。

这样的话你们的感情就更近一步，她也会更

关注你。你放心，当你给别人的朋友圈点赞，

他一定会点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你的朋友

圈是什么样的，加深她对你的印象，所以我

们一定要私聊起来，每天至少要私聊 5 位，

你发现聊着聊着就成为朋友了。

我再讲一遍当今的社群团购已经告别了以



货为中心的时代，我们一定是以人为中心，

当你和顾客能成为朋友的时候，你的顾客才

不会被抢走，否则你的顾客哪里便宜去哪里

买，哪里更吸引他，他就去哪里，你的顾客

就会非常容易流失，大家说对不对？

只有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别人替代不了的，所

以强烈注意啊，敲敲黑板画重点和顾客一定

要去交朋友

第2个方法就是我们每周都要在朋友圈发两

个你和顾客之间的故事。

这个顾客她收到货之后非常满意，然后给了

你一个好评，这个时候你就把你们的聊天截



图发到朋友圈，配上这样的文案，这位姐姐

在我这里购买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购买

了多少个产品？尽管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

100%满意，但是因为有了完美的售后，姐

姐的善解人意，我们今天一直走到现在，感

谢这位姐姐的信任，感谢这位姐姐的善解人

意，希望能够一直为您服务。

同样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有

人在乎他，可能这个人对于他来说无所谓，

但是多一份在乎就多一份价值。那么在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周或者是每 5 天，我们

就发两个和顾客之间的故事，大家算一算一

直到月底我们就发了七八个，我相信这些顾

客，如果你可以每天去发一个故事的话，每



一天都有这样的素材，看你用心不用心了，

你的顾客肯定在你这里绝对的会买买买。

上面给大家讲的方法，我认为是非常简单的

方法，只要你肯去做，肯用心，肯花时间，

这些方法是人人都可以复制的，是人人可以

做成的。而恰恰是这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

保证让我们的顾客（不论是新老顾客）迅速

的回暖，把注意力聚焦到我们这里来。如果

顾客的注意力不在我们这儿，你去让顾客购

买就会很尴尬，成交率也会非常低，对不

对？

我告诉大家见面之后你和老顾客之间就成

为了朋友，那么你再给他推荐任何产品，他



对你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他看见过你的人，

了解了你这个人，并且认可了你这个人。同

样还是那个心态，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你希

望顾客每一个月给我们创造 1000 的销量，

那你就需要付出对人家的用心和服务。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客户在我们这，一个

月消费的 1000 块钱，一个月的 1000 块钱，

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服务好了一个顾客，他

会持续的在我们这复购，至少在我们这消费

1000 元，甚至更多，并且服务好一个老顾

客，他还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她的朋友，为

我们带来新的流量。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把顾客服务好的时候，老顾客自



然而然的就会给我们转介绍新顾客了，最主

要的是当我们把老顾客服务好了，他更愿意

给我们好评，更愿意去晒单，更愿意去给我

们买家秀，对我们的新顾客群里面没有买过

产品的朋友圈，没有买过产品的，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影响，因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

口碑，我们说 100 句不如老顾客说一句，这

个产品真的好。

我们一定要从线上走到线下，现在没有完全

的线上的生意，也没有完全线下的生意，很

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拘泥于线上了，而且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事业看清楚，看

懂，很多人都是认为一个月赚个几百块钱都

可以了，我告诉大家，我们真的如果这么想



的话，我们是错过了一个金山。

因为这个事业我们完全是可以给他做大的，

为什么可以做大？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自

己可以在 50 个老顾客创造一个月 5 万的业

绩，我们把这个方法这么简单的方法复制给

我们的代理，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五个代

理呢？我们的团队业绩一个代理 5 万，五个

代理就是 25 万，20 个代理就是 100 万业绩，

对不对？所以很容易一个月团队业绩就达

到一百万。

你的代理团队的收入加上你个人额外零售

收入，非常简单的就超过了 2 万块，这些都

是有账可算的。我不是在给大家打鸡血，也



不是在给大家洗脑，只不过大家从来没有想

过原来应该这样去做，团购就是这样的一份

事业，可以赚到这么多钱，而且是快速赚到。

所以有的人是把小事业做大了，有的人是把

大事业做小了，人家都在金矿里面捡金子淘

金，我们却在金矿旁边捡垃圾，所以在这里

我还是要奉劝大家一句话千万不要再捡垃

圾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今天的重点：复购率闭环

今天我再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复购率闭

环，当一个老顾客买完产品之后，要通过我

们的服务跟踪，还有不断的链接，让我们的



顾客产生再一次购买，多次购买。

要不要掌握，想不想学？

具体的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方法，当顾客购买

完之后，我们进入到顾客的第1个链接环节，

叫做售前。这时候是顾客已经下完单了，但

是他没有收到货，我们就把它叫做售前，那

么售前环节，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们需要给顾客打好预防针做好铺垫，比如

说我们可以怎么说？我们可以第 1 时间跟他

说，亲爱的我们那是团购，每一天的发货量

比较大，所以我们会在截团之后的 2 到 3 天

给您发货，千万别着急，发货了我第一时间



就会通知您。

我们说完这句话就是给顾客打了一个预防

针，免得我们被顾客催单，其实当顾客催单

的那一刹那，他已经不满意了。那我们为什

么不事先把这件事情就跟他说清楚呢，先说

这是说明，后说就是解释了，你再怎么解释

顾客也是不开心的，对不对？

同时，我们除了以上这一些，还可以说什

么？

我们可以跟他这样说，“亲爱的，收到货之

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拍视频给我，满意不满意

都要告诉我，满意是正常的，不满意你也不



要不好意思，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伤我们之

间的情分并不是这样的，你的钱也不是大风

刮来的，你在我这里买东西就是对我的信

任，我不能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在我这买东

西我给你负责到底，所以如果买到的东西不

满意，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解决了什么样的问

题？

第 1 个，很多老顾客买货之后，虽然他没有

告诉你，她不满意；也没有找你的售后。但

这可能就是他因为不好意思跟你讲或者是

嫌麻烦，所以没有找你。但是在他的心里会

默默的做下一个决定，下一次不在他这里买



东西了。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老顾客总是会莫名其妙

的流失，是因为顾客没有找我们，我们就认

为这是福气了，就是满意了，我们没有主动

的去找顾客，也就是说我们的售后和跟踪服

务并不及时，那么售后和跟踪服务一定要从

售前就开始做。

这样做的好处还有什么呢，这样做的好处就

是你能第一时间接收到顾客的好评，是不是

很多顾客买完了不找你，你也没有好评再管

他要好评，你感觉很尴尬对不对？但是这个

时候顾客第一时间查到货满意了，他会跟你

说，唉，挺满意的，在你这买东西挺好的，



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截图发圈，

你也可以截图发到群里面去，这些都是我们

转化新顾客的工具。

那如果顾客不满意也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

第一时间的及时处理防止顾客的流失，大家

说对吗？

复购率的第一个闭环环节已经给大家讲完

了

要不要听和面的环节？？？？

第二个环节就是物流跟踪。这个就比较简单

了，发货的时候我们通知一下顾客，亲爱的，

你拍下来的某个产品已经发货了，一定要注



意查收，另外收到之后，满意不满意一定要

第一时间拍视频告诉我。

听清楚不断的在和他强调，让他感觉你是一

个特别负责任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显示

已经到达它所在的城市了，也要告诉他亲爱

的，你的快递已经到达你所在的城市了，你

今天晚上注意签收一下，然后一定要第一时

间拍视频给我啊，满意不满意都得告诉我，

别嫌我啰嗦，我得对你负责任，虽然没赚几

个钱，但是这是你对我的一份信任，这个可

不能辜负。

第 3 个环节



当顾客收到货之后，那么会进行一些售后的

处理，比如说我们顾客容易出现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非常满意，二种情况是不满意，三

种情况是模棱两可，还行吧，一般吧，就那

样吧，那这三种情况我们分别应该如何来处

理？

这三种情况处理好了，你就稳稳的收获了一

个铁杆老顾客。要掌握处理以上三种情况的

同学，回复：我还要

第一种情况：如果顾客非常满意的话，按照

大家的习惯往往会说您满意就好，感谢您的

支持等等。那我告诉大家，当顾客收到货非

常满意的时候，恰巧是我们捆绑销售二次销



售的最好时机。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这样讲，亲爱的你满意就

好，但是一定会让你更满意的，我们有很多

很多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还有一款产品

超级划算，保证你收到货之后比今天还满

意，我发给你你可以自己下单。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进行捆绑销售，因为这

个时候的二次销售，成功率非常高。这个时

候的顾客对你的信任度是最高的。过了几天

他可能忘了这个事儿了，慢慢的这个水呀就

凉了。所以找对时机特别的关键希望大家能

够理解熊老师的意思。



第2个当顾客不满意怎么办？如果顾客不满

意的情况下，那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究

竟是质量问题，还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对不

对？

如果是产品质量真有问题，那么第一时间帮

助顾客处理对吧

我记得有个团购大牛跟我分享过，她最开始

做社群团购，自己卖货时候的经验，一个老

顾客买了海鲜已经过了很久了，跟她说这个

海鲜都臭了。当时她就直接把顾客购买海鲜

的钱就直接转给顾客，然后跟顾客说，姐，

这个生鲜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难

免会时间长了就不太新鲜了。



没事不能让你收着，然后这个海鲜呢，能吃

的你就吃，不能吃的你就扔掉，别因为这点

事儿伤了咱们姐妹俩之间的感情，你信任我

一回，我也信任你一回，对不对？

所以各位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的顾客会

流失，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爽快的人，总

是计较那么几块钱，总是计较那么得失，最

后让顾客感觉真的没啥意思了！为啥要在你

这里买呀，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像刚才说的

那个社群团购大牛那样去处理的话，你是这

个顾客的话，是啥感觉？

那个大牛后来跟我分享，后来这个顾客自己



都不好意思了。唉呀，我都不好意思了，你

看这白吃的海鲜怎么怎么地，其实顾客有可

能就是自己放的时间长了没放好，放坏了对

不对？那这个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不断的

在这个大牛这里下单，不断的在她这里下

单。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复购率呢？一是不

好意思，二是对这个人的高度认可。觉得在

他这里买东西，人家那么爽快的人，自己还

能吃亏吗？

所以很多的小伙伴还在纠结，这个几块钱怎

么跟公司出，怎么跟公司协调？我这个时候

我都先不和公司协调，我先把钱给人家，对



不对？我先给你转过钱，钱你先拿着，剩下

的事我来处理，别让你不开心也别伤害咱俩

之间的情分。

别因为几块钱的小事，丢掉了一个可以在你

这里一年消费几万块钱的客户啊。得不偿失

啊。

一句话搞定顾客，就能完美解决售后的时

候，他需要的是两件事，1、是你别拖沓，2、

叫态度让他感觉到爽快痛快，这样的态度顾

客还会离我们而去吗？

第3个就是模棱两可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

最烦人啊。还行吧，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还行吧，一般吧，是啥意思？这就是不行的

意思，对不？大家想一想，这其实就是想占

便宜的意思。

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亲爱的，这个货可能

你不是特别完全满意，咱们这样啊，你自己

也别受委屈，你也不要去迁就，是吧？要么

你不满意，来，我给你出运费，咱退了。如

果说你要是满意，觉得还可以用。但是，不

是说特别满意的，这么着，我呢，给你发一

个小红包表示我对你的感谢，这单我不赚

钱，就算是我这个成本价送给你，咱别不高

兴，买东西卖东西咱就图个高兴，对不对？

然后直接红包转过去，你看他高兴不高兴，



爱占便宜的人就让他占便宜，没关系的，大

家明白吗？此刻还有人在听的，回复 999

因为大家明白一件事占小便宜吃大亏，那么

这两种问题，比如说有售后问题的或者是模

棱两可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什么时间去给

他再进行二次销售是最合适的呢？

我告诉大家售后处理完了之后发一个小红

包感谢一下，第 2 天要不断的和她聊天，和

她进行朋友圈的互动，到第 3 天的时候你就

可以再给他推产品了，时间长他又忘了，你

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不断的成交，明白熊熊

老师说的意思了吗？



所以各位大家会发现整个复购率闭环不是

顾客买完了就拉倒了，而是顾客买完了之后

通过我们的跟踪，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

他继续买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一直到第

100 次，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复购率的闭

环的作用就是让顾客持续不断的买买买。

划重点：

复购率的闭环的作用就是让顾客持续不断

的买买买。

但是大家要知道当顾客买和收到货至少需

要大概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的时间我们也

不能只是坐着等着，他收货我们可以继续在

向她推产品，所以在这一周的时间之内什么



点赞啊，互动啊私聊啊，见面啊，这些服务

跟踪都要跟上。

这个时候他还会有二次成交的，所以很多人

有一个误区说顾客买完还没收到货呢，我就

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二次销售了，这是一个误

区。等到收货之后二次销售确是关键的，但

是收货之前也是可以进行二次销售的。

大家明白吗？所以把这个节奏打好基本功

刚好是三周对不对？

每一周让顾客买多少单产品呢？每一周让

顾客买 3 单产品，第 1 单买完之后，在他收

到货之前再买一单，收到货之后再来买一单



捆绑销售，这就是一周三单，这么一分解，

大家是不是觉得真的非常轻松？那三周的

话就是 9 单，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团购群，按

照维护好 50 个这样的客户来计算，完成 3-5

万的业绩真的非常容易。

关键你没有门店租金，没有员工工资，没有

任何的风险成本啊。即便现在去开个门店，

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卖 5 万的营业额，对吧？

其实呢，并不是这件事情不容易，也不是这

件事情难，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方法，当你

找到方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根本就没

有你想的那么难。



刚才分享了那么多都是如何团购卖货的技

巧，我想问下大家，这个技巧干货不？实用

不？

方法+执行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很多人缺

的不是方法，缺的是执行力。

好了，各位，那么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

分享给大家的方法就到此结束了，信息量已

经非常大了，大家一定要做好总结，这样子

的话你才能把今天熊老师讲的方法和内容

进行吸收，不是现在学完了就学完了哟，我

们要马上开始行动，能做到吗？

马上开始执行，最好的选择就是加入熊熊老



师给大家搭建的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

跑营，在这 21 天的时间，我们安排一对一

的助教和老师给你，让你从理论到实操，真

正的让理论落地。真正的获得结果。

熊熊老师没有见过哪个高手是靠看书本，或

者听音频、看视频就能成为高手的。所有的

高手，有结果的人都是实操练出来的。大家

同意嘛?

比如，我们去学开车，学游泳，报名的时候，

都会给你一本书还有视频光盘，大家认为，

光看书，看光盘就能学会开车吗？就能学会

游泳吗？



我还真没见过哪个人，不下游泳池，通过看

书，听课，就成为游泳高手的。任何的游泳

高手都是经历过无数次的实操训练，大家同

意嘛

尤其是互联网的社群团购、短视频、直播，

这些尤其要有人带，有钱难买真实操。为什

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是熊熊

老师不怕，因为熊熊老师一直秉承的宗旨，

是让更多平凡人，普通人成为精英、成为高

手。

社群团购、短视频爆粉、直播变现，千万不



要一个人去摸索，因为互联网的更新迭代太

快，你在摸索的时候，平台又发生了变化。

但是，你抱团成长，有人手把手教，有人手

把手带，这样成功几率增加了。才不会让你

本身有限的人脉，让你一个人去摸索的时

候，给伤害了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做社群、也不是不想

做直播，而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很多人一开始也拉了一个群，自己摸索去卖

货，但是，最终没过多久，这个群就变死群

了，最初进群挺他的这些种子用户，彻底的

伤了心



要想再启动，去哪里弄种子客户啊，种子客

户在你一个人去摸索的时候已经被伤害了。

种子客户已经不相信你了

所以，现在免费加入！！！重点是免费加入！！！

已经加入的同学，回复：我已加入

还没加入的同学，希望把我最后的机会的，

回复 12345，我看看多少人回复 12345，

我今天晚上给多少名额。

没有回复的，我们不给哈，25 号，我们就

统一邀请报名的同学进抱团成长群。让大家



一起实操社群变现，短视频爆粉、直播变现。

一分钱不用，手把手教，手把手带，还分配

助教老师、师傅、班主任给你。大家要不要？

不要把我们想的那么坏，也不要把我们想的

那么好

觉得，不收钱，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有什么

套路？

没什么阴谋，没什么套路。纯粹为大家组织

一个抱团成长的圈子，仅此而已

因为无论是谁，单打独斗的年代已经过去



了，同意嘛

即便你不加入我们。试问下，如果你真的要

玩社群、短视频、直播，难道你不加入别的

团队吗

所以，没有报名的，一会我发接龙出来，你

跟着后面接龙，接完龙，记得一定要私信找

你的助教老师私信告诉她，你已经报名了

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助教老师是

邀请你进 25 号抱团成长的 21 天陪跑群，

唯有助教老师才能邀请你进抱团成长群，如

果她忘记邀请你了，那你就进不去了。所以，



你不能让她忘记你，所以，你要私信提醒她，

你报名了。明白了吗

我最后问下大家哈，如果你接龙报名了，接

下来你要干嘛？

如果你接龙报名了，接下来你要干嘛？

答：第一时间找助教老师，告诉她，你已经

报名了，不然她会忘记邀请你 25 号的抱团

成长陪跑群哟。

谁是我的助教老师呢？

答：邀请你进本群学习的，就是你的助教老



师哈。

今晚就到这里，我们 25 号抱团成长群，不

见不散。

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