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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如今手机市场的不断扩大带动着电子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子

产品的发展也会日益上升，本次策划，根据盛行天下电子产品有限公

司的产品规划、企业文化以及整个行业内外环境的具体分析，来定位

我们团队的产品价格和销售方案。 

   在整个策划方案中，着重策划了产品的营销策略以及对整个营销

环境和产品的具体分析，例如我们通过和微商团队及小型公司的合

作、强大的 QQ 空间和微信朋友圈以及校内外的宣传等来广泛的推广

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购买我们的产品，全方位多层次的提

升销量。其次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营销方

案，我们根据对周围朋友和校园人群的调查来策划不同产品的销售方

案，最大限度的提升销量和产品的传播。在后期，我们会回访购买我

们产品的顾客，对我们的产品有个全面的反馈，有助于我们及时调整

产品的价格和策划方案，让盛行天下这个品牌得到好口碑，让我们

SA 战队得到好销量！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盛行天下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总占地面积 15000 余平方米，现有员工 1500 余人，是一家具

有多年市场经验积累、创新实力与品牌影响力的行业知名手机配件生

产商。公司自成立之初，秉承着“品牌成就未来，品质成就大业”的

精神，并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端、时尚、先进、品质优良的手机

配件系列产品（数据线、耳机、移动电源、自拍杆等手机配套产品）。 

该公司凭借优秀的管理团队，依托于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成功

打造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生产加工为基础，内外销并举的完整生产链，

并且继续坚持“诚信、团结精神、创新、品质”的经营理念，立志发

展成为专业化、国际化的移动通信配件制造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实

用又好用的产品。 

目前盛行天下电子有限公司已进入高端充电器的稳定生产阶段，

公司将会随着客户的需求，充分利用技术资源及人员稳定的优势不断

开发，打造成行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二、市场分析 

2.1 市场现状 

   受益于我国手机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手机配件市场发展前

景也被业内人士看好，手机配件市场在未来五年内仍将保持 20%以上

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的手机用户已突破了 10 亿，庞大的市场需

求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手机周边产品。 

    中国是手机的消费大国，手机充电器、数据线、耳机、移动电源

等其他手机配件也随着我国手机行业的快速发展而发展，预计到2018

年中国手机配件行业规模将达到 3000 亿元。 

   

 



近两年中国移动电话销量猛增，截止到 2016 年上半年，我国手

机市场的份额总计 97755.8 万台，其电子产品配件市场的总消费达到

2456 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同比增加了 60%，销量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其中，智能手机消费同比上升 87%，达到 1348 亿元，销量上升 123%，

达到 129233.8 万台。智能手机消费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手机周边，

特别是手机配件市场的井喷。预计未来三年内手机配件市场规模将会

达到 4800 亿元。随着近来三星 S7、HTCU 系列、vivoX9、小米 5 和

2016 年下半年面市的 iPhone 7 等其他众多新机型的加入，2017 年国

内手机配件市场有望超过 3000 亿元市场规模，2017 年手机配件售后

市场收入预计将超 1200 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 10.2％，这一市场对

整个产业格局来说仍是一片蓝海。 

2.2 竞争环境分析 

      消费电子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已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 9 个国家级信息产

业基地、40 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为主体的区域产业集群，目前主

要承担制造职能，可以说竞争异常激烈。 

    经过我们的市场调查，我们选取了现在手机配件品牌排行榜排在

前 5 的企业进行了分析： 

手机配件品牌 品牌占有率 排名 

 
34.9% 1 



 
21.9% 2 

 
12.8% 3 

 
12.3% 4 

 
7.9% 5 

 

    这五种品牌的占有率已经占到了整个市场的 78.8%。目前手机配

件的生产商超过 5000 家，但是大部分为小型企业，市场占有率居前

的品牌均未形成垄断性的局面。但是在与品胜、小米、飞毛腿、爱国

者、罗马仕等企业的竞争下，盛行天下的发展是艰难的，而且将产品

的信息传递给大众消费者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在前辈企业面

前，盛行天下相对来说还很弱小，品牌不够响亮。 

 

2.3SWOT 分析 

 

S 优势 W 劣势 

手机的普及和更新换代使得电子

产品市场需求巨大 

市场竞争相当激烈，盛行天下作

为后起之秀，品牌不够响亮 

O 机会 T 威胁 

正是作为后起之秀，有动力，所

以说他有巨大的潜力 

作为新公司，要在资金、经验、

实力等方面考虑诸多来自新兴线



上品牌以及细分市场产品的威胁 

 
 

 

 

 

 

三、STP 战略 

3.1 市场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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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同消费者群体对手机配件的需求划分，从各消费群体对手机

需求的目的来看，70 后的消费群体注重产品的价格，80 后的消费群

体则注重产品的实用性，作为 90 后注重的不止有产品的外观还有其

实用性。 

3.2 目标市场 

     所有使用通讯设备的，对电子产品有需求的消费群体，主要针



对 90 后的大多数在校学生，这一消费群体大多有自己的电子产品，

对实用性强和外观好看的电子配件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对价格没有太

大要求。盛行天下的产品不仅有较强实用性而且在外观上的设计也是

新颖独特，特别符合现在 90 后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目标面向 90

后也是今后的主要趋势。 

3.3 市场定位 

提供中档手机配件，适用于最广大的消费者，让所有的消费者买

得起，用的放心。 

四、营销策略 

4.1 口碑营销 

   利用强大的口碑机制，并以此来影响消费者。主要是通过身边的亲

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口碑效应，一传十、十传百。用质量来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让消费者信赖我们的产品。 

4.2 4P 营销策略 

4.2.1 产品 

     产品销售时采用了单件产品销售和组合销售的形式。主打的销售

是根据连带销售方式（销量好的产品带动滞留的产品来）创造更大的

利润空间。 

销售计划和方案： 

     ①卖充电宝送耳机。（充电宝利润＞耳机出厂价）  

        ②卖充电宝或组合套装加价送自拍杆。（加价为自拍杆原价

的 50％，充电宝和组合套装利润＞自拍杆成本价） 



        ③卖自拍杆＋4 元送数据线。 

        ④卖自拍杆和移动充电宝送耳机和数据线（自拍杆和移动充

电宝利润＞耳机和数据线出厂价） 

        ⑤单卖自拍杆，移动充电宝，耳机，数据线，组合套装。 

4.2.2 价格 

根据我们在市场营销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竞争环境，确定了定价

目标，采用的定价方法是基于消费者需求导向和基于竞争者的竞争导

向的定价方法。考虑到消费者的偏好，生活方式，购买力等因素，主

要采用了心理定价和价值定价的方法。 

销售的价格≥进货价格，一定要保证不亏本。后期根据产品的销

量和竞争品牌的价格制定相应的价格，使消费者接受。 

4.2.3 渠道 

结合现在宣传途径的主要趋势，我们采用了网络渠道、与小型公

司的结合以及和村委会结合的方式开展我们的销售： 

（1）网络营销：随着微商进入网络市场，其已经成为营销的另一

大途径。我们借助微商的平台，和做微商的团队达成协议，我们帮他

们宣传其微商团队，他们将我们的产品放在他们团队的销售页面上，

达到互惠互利的局面。 

    QQ 和微信作为现在的主流媒体，除了与微商合作的方式，我们

把更多的宣传放在了QQ和微信朋友圈上，发动身边亲朋好友的转发，

使得我们的产品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产品，

进而来了解并购买我们的产品。 



 

 

 

 

（2）与小型公司的合作：在我们的朋友圈中，有的朋友的父母是

开公司的还有一些事做经理的，我们主要想到了过年公司要开年会，

所以就尝试和叔叔阿姨商量，尽最大能力说服他们让他们用我们的产

品来作为他们年会上给员工发放的福利之一。 

    （3）和村委会结合：由于我们团队中有的爷爷是村里的支书或

村长，而且现在农村的消费水平也正在趋于年轻化，所以我们就趁假

期和爷爷们商量让村委会广播我们的产品，也是对我们大学生社会实

践的支持和鼓励。 

4.2.4 促销 

（1）校园推销 

   在学校推销我们的产品之前，对我们销售的产品进行了全面分析： 

【自拍杆】；①自拍杆在大学生里是存在较大的市场的空间的。

根据不完全调查自拍杆在大学生的必备神器中的普及率并不高，普及



率在 32％。②普通的自拍杆的市场价格在 15 元左右。路边摊也要在

20 元左右，淘宝价 10 元包邮。因此从需求和单间利润来看，自拍杆

在经过合理的包装销售后是存在较大的市场利润的。 

【移动充电宝 7800/13000 毫安】：①从我们的山东现代学院和

地方高校的宿舍管理制度来看，在 21:30-22：00 点熄灯后，同学手机

没电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经过我门团队的不完全调查，充电宝的在大

学生的普及率在 55.45％。②移动充电宝的市场竞争比较大，主要原

因是充电宝可选择的种类较多以及市场的差价较大，因此同学们的选

择性较大。③我们两个类型的移动充电宝的进货价格分别为 45 元和

68 元。其他品牌的市场价比进货价高了 5-10 元。④充电宝的价格较

高以及需求一般，我们团队认为，单卖充电宝不是最佳的销售方案。

我们可以选择连带销售或做活动销售。 

【耳机和数据线】：①耳机和数据线在大学生的必备神器的普及

率较高，因为买手机会送原装的耳机。②市场的价格浮动较大，同时

每个大学生的选择需求并不同，销售会有难度。③耳机和数据线在山

东现代学院以及周边的配件商店很普及，市场竞争较大。④针对这一

困境，同样，我们可以经过合理包装来销售。 

    通过分析后，我们针对不同的产品采用不同销售方式来带动销

量，我们主要是通过宿舍调访、教学楼下摆摊位以及学校开展比赛活

动的奖品这些方式来宣传我们的产品。活动中我们收获了很多支持与

鼓励，最后收益也相对较好。 

（2）校外推销 



在平时的周末或无课的时候，我们团队成员都会一起外出到市中

心及景区等人员聚集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一对一的推销，详细向顾客阐

述产品信息。引导顾客考虑对本产品的购买。 

寒假期间，我们各自分工，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也会推销我们的

产品，回到家中，我们趁着高中在校时期，各自去自己的母校，到宿

舍中推销我们的产品，虽说没有太大反响，但只要努力过才有可能增

加销量。 

五、方案实施 

5.1 具体分工 

序号 活动项目 负责人 备注 

1 
目标市场的调查和数

据整理 
全体成员 

每个人负责各自的区

域，最后一起总结数

据 

2 
汇总整个活动产品的

进出和账目的管理 
宁博靓  

3 产品的宣传和销售 
崔明雪、刘中伟、 

白云鹤 
 

4 
营销方案策划和后期

方案分析调整 
张垠路 

全体成员一起商量由

他进行排版和总结 

5 售后回访和评估 全体成员 

及时回访消费者，对

产品销售方案及时进

行修正和实施，为后

期销售最好准备，更

好的服务消费者 

 

5.2 具体活动 

（一）结合现在宣传途径的主要趋势，我们主要采用了网络渠道、

与小型公司的结合以及和村委会结合的方式开展我们的销售： 

1）网络营销：随着微商进入网络市场，其已经成为营销的另一大途



径。我们借助微商的平台，和做微商的团队达成协议，我们帮他们宣

传其微商团队，他们将我们的产品放在他们团队的销售页面上，达到

互惠互利的局面。 

    QQ 和微信作为现在的主流媒体，除了与微商合作的方式，我们

把更多的宣传放在了QQ和微信朋友圈上，发动身边亲朋好友的转发，

使得我们的产品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产品，

进而来了解并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针对不同的产品采用不同销售方

式来带动销量，我们主要是通过宿舍调访、教学楼下摆摊位以及学校

开展比赛活动的奖品这些方式来宣传我们的产品。活动中我们收获了

很多支持与鼓励，最后收益也相对较好。 

2）与小型公司的合作：在我们的朋友圈中，有的朋友的父母是

开公司的还有一些事做经理的，我们主要想到了过年公司要开年会，

所以就尝试和叔叔阿姨商量，尽最大能力说服他们让他们用我们的产

品来作为他们年会上给员工发放的福利之一。 

3）和村委会结合：由于我们团队中有的爷爷是村里的支书或村

长，而且现在农村的消费水平也正在趋于年轻化，所以我们就趁假期

和爷爷们商量让村委会广播我们的产品，也是对我们大学生社会实践

的支持和鼓励。 

（二）校内推销 

针对不同的产品采用不同销售方式来带动销量，我们主要是通过

宿舍调访、教学楼下摆摊位以及学校开展比赛活动的奖品这些方式来

宣传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一致好评 。             



（三）校外推销 

周末或无课的时候，我们团队成员都会一起外出到市中心及景区

等人员聚集的地方进行人与人一对一的推销，详细向顾客阐述产品信

息。引导顾客考虑对本产品的购买。寒假期间，我们各自分工，在火

车站候车的时候也会推销我们的产品，回到家中，我们趁着高中在校

时期，各自去自己的母校，到宿舍中推销我们的产品。 

5.3 成本核算 

①因为本次创业活动官方没有给出具体的成本价，本团队根据不

官方的网上搜索和实地考察来完成本部分工作。 

②自拍杆的成本价在 3-5 元，两种类型的移动充电宝的成本价在

5 元和 10 元两个价位。 

③耳机的成本价在 5-6 元。 

④数据线的成本价在 3-4 元。 

⑤由于组装套盒销量不好所以组装套盒的成本价在 5-10 元 



5.4 利润核算 

利润是不同的营销方案而不同。下面是五种营销方案的利润核

算。 

⑴方案①：卖充电宝送耳机。（充电宝利润＞耳机出厂价）。充电宝

利润≈10 元，面条耳机出厂价 5-6 元，因此方案①的利润空间在 4-5

元。 

⑵方案②卖自拍杆和移动充电宝送耳机和数据线（自拍杆和移动充电

宝利润＞耳机和数据线成本价），自拍杆的利润空间在 3-4 元，充电

宝利润≈10 元，耳机和数据线成本价一共在 8-10 元，因此方案②的

利润空间在 4-5 元 

⑶方案③卖自拍杆＋4 元送数据线。自拍杆的利润空间在 3-4 元，因

此方案③的利润在 7-8 元 

⑷方案④卖自拍杆和、移动充电宝送耳机和数据线（自拍杆和移动充

电宝利润＞耳机和数据线成本价），自拍杆的利润空间在 3-4 元，充

电宝利润≈10 元，耳机和数据线成本价一共 8-10 元，因此方案④的

利润空间在 3-6 元。 

⑸方案⑤单卖。单卖自拍杆的利润空间在 3-4 元，充电宝利润≈10

元，数据线和耳机利润浮动较大，本次不核算其利润。 

5.5 实际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情况 

①本次的手机商品配件对同学们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因为，大家都知

道其产品价格和质量状况。因此，我们这次会通过团队制作海报（因

团队自主自作，不计入成本核算）或者配发传达(此活动因要前期投



入，价格未定，本次未计入成本核算）扩大影响力，增加客源量。 

②因本次的成本核算较粗略，在实际的销售中我们会及时更改销售方

案，确保利润空间在 3-5 元。 

③对于囤积的产品，经过一致探讨我们大多选择最后按进价销售。 

④在销售时，难免会有心理的障碍，我们团队间会互相鼓励。 

5.6 销售业绩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实际销售额为

2375 元。 

5.7 活动总结 

   本次活动的举行不仅考验了我们的社会实践能力为我们踏入社

会做好准备，而且锻炼了我们的与人交往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也

发挥了我们各自的能力。  

    在活动期间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销售过程中，怎样说服顾客，

打动其购买心理的技巧。同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需要学

习和改进的地方，中间会想过半途而废，也沮丧过、烦躁过，但为了

我们努力的目标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如此，期间思想上的动摇会是

我们今后需要及时改掉并且摒弃的缺点。 

    通过这次的实践，我们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为详尽而深刻的了

解，也是大学里所学知识的巩固与运用。从这次实践中，我们体会到

了实际的工作与书本上的知识是有一定距离的，并且需要进一步的再

学习。在这次销售实践中，我们可谓受益非浅。仅仅几个月的实践，

我们将受益终生。通过此次实践，不仅培养了我们的实际动手能力，



增加了实际的操作经验，缩短了抽象的课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距离，

对实际的工作的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社会实践是每一个学生必须拥有

的一段经历，它使我们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

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打开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丰富了自己的

生活，为我们以后进一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附录 

6.1 团队成员介绍 

①队长：刘中伟  联系方式 13220555356 

②队员：张垠路  联系方式 18340066779 

        崔明雪           18340065728 

        宁博靓           15832358193 

        白云鹤           1551406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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