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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赞部落品牌成立于 2013 年，是一个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与

现代美学巧妙结合的原创设计品牌。品牌推崇“新民族风”设计

理念，强调以时尚、国际化的手法重新诠释民族文化，力求突破

地域和民族局限，呈现出一种与时代同步、与传统相融的精致、

有趣、独特、实用的产品体验。赞部落是第一个通过“淘宝腔调”

认证的少数民族品牌，也是国内第一个以蒙古族文化为核心，全

品类发展的本土品牌，目前已经形成线上线下并营，连锁拓展的

态势。2015 年到 2017 年连续三年参加文化产业国内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深圳文化产业博览会”。2015 年 8 月远赴德国参加

“国际互动设计展”，成为第一个受邀参加国际 A 类设计大展的

内蒙古原创设计品牌。赞部落已经推出了居家饰品、服装服饰、

文旅手办、手艺精品等 4 大类 200 多种实用产品；本策划旨在为

赞部落提供更多的宣传和服务，以提高赞部落品牌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并尽快开拓内蒙古本地市场和外地游客市场，从而助力赞

部落实现民族特色无处不在。从而进一步打造“新零售”生活家

居馆。本文主要概述了赞部落整体市场分析宏（包括企业 SWOT 分

析以及竞争对手分析），详细的进行了营销战略规划营销组合策

略。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拟定了较为合理且可行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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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分析 

（一）企业目标和任务 

1.提高企业形象和企业品牌认知度、传播度及美誉度，对社会资

源进行最大化高效公关和整合； 

2.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营销公关、营销、会计知识进行调研和执行

的能力； 

3.锻炼学生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具体公关现状并以解决企业现

存营销问题为目标进行策划并执行； 

4.在企业支持下，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二）市场现状 

1.市场相对空白，有一定的引领性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了现代文化的冲击,

在文创、家居、服饰等方面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市场上的刺绣、

染织等工艺品也大多也不如以前的精致,穿着汉族服装逐渐同化

了少数民族的服装。而民族特色品牌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能引

起少数民族对自身民族特色的关注及保护甚至可以吸引年轻的

少数民族投身于民族产品的开发和设计,回归民族文化。赞部落

是第一个通过淘宝腔调认证的少数民族品牌，也是国内第一个以

蒙古族文化为核心，全品类发展的本土品牌，目前已经形成线上

线下并营，连锁拓展的态势。在同行业里具有一定的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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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们对产品个性与特色的追求使得市场前景广阔 

现代民族特色创意产品汲取传统的民族元素、民族工艺和时

尚元素，便于人们日常使用、穿着、出行,满足现代人对于生活

用品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对国内消费者而言拥有较强的归属感。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注重文化内涵,更喜

爱民族文化。其次,在发达城市生活的人们接受的艺术熏陶较多,

更喜欢追求个性与特色,民族特色产品更好地满足了这些人群的

性格特点。 

（三）SWOT 分析 

S 优势： 

1、产品种类齐全，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 

2、具有民族特色，产品更新速度快，赞部落加快终端产品更新

速度，四季无淡季，所有产品都是本季产品。 

W 劣势： 

1.宣传力度不足，市场占有率低 

2.市场流通还受传统营销方式的束缚，各大体系还不是很完善。 

3.企业规模小，区域分散，行业协作交流少。 

O 机会： 

1.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 

2.经济发展迅速，消费者对物质资料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T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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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门槛低，竞争相对多。 

2. 家居生活行业恶性竞争激烈。 

综上所述，我们选择采用 SO 战略 

1.赞部落有无形资产的优势，比如优秀的品牌形象、积极进

取的公司文化；可以与机场候机厅、火车站候车厅、汽车服务区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开设店铺或者与商店合作入驻赞部落的商

品，进行赞部落产品的推广，在扩大赞部落知名度、弘扬民族文

化的同时，给机场候机厅、火车站候车厅、汽车服务区等带来可

观的利润，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2.赞部落可以采用“新零售”模式，线下体验，线上购物。

如今电商发展迅速，赞部落分销渠道单一，赞部落现阶段广招代

理可以扩大规模，弥补企业规模小的缺陷。 

（四）竞争对手分析 

赞部落推出了居家饰品、服装服饰、文旅手办、手艺精品等

4 大类 200 多种实用产品。竞争对手相对较多，主要的竞争对手

有本土特色纪念品。 

竞争对手优势 

1. 销售渠道广泛，随处可见。 

2.种类和样式较多。 

竞争对手劣势 

1. 没有统一的管理，质量难以把握。 

2.价格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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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销策略 

（一）营销目标 

1.争取扩大销售额，提高利润率。 

2.目标客户群不只针对学生群体，还要兼顾游客和机关单位人员

以及中高薪阶层等。 

3.继续提供优质服务，将温暖传递给顾客。 

4.此次大赛我们更看重的是在一次次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学到积

累的知识和经验能否让我们创造质一般的飞跃，创造高销量和利

润。 

（二）市场细分 

1.中青年女性市场 

女性占总人口的 48.7%，其中对市场消费起主导作用的中青

年女性即 18 岁——55 岁得女性，约占人口的 25%。而且她们在

家庭中承担了母亲，女儿，妻子的角色，所以是男性用品和家居

用品的购买者，恰恰迎合了赞部落多种类产品的特点。其中中年

女性群体尤甚，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且购买力强，对审美以及生

活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和标准，对于物品的美观性和实用性要求

高，而且赞部落产品定位较为高端，有个性定制服务，因而将其

作为主力目标群。 

2.外来游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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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旅游正在成为人们日常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社

会经济活动。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即使在开支规模上大体

是预算型的，但在支出方向上也不像居家消费那样理智。因为人

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旅游，见到的自然都是陌生的、新奇的

东西，购买欲望自然会随兴致有所上升。内蒙古地区风景优美，

旅游人数日益见长，赞部落产品民族特色浓郁，是游客旅游纪念

品的不二之选。 

（三）市场定位 

“新零售”生活家居馆 

赞部落已经推出了居家饰品、服装服饰、文旅手办、手艺精

品等 4 大类 200 多种实用产品，结合其产品多样化的特点，我们

可以将其定位为生活家居馆，同时也是迎合了“新零售”营销模

式。赞部落的门店可以营造一种良好的购物氛围，将民族特色装

饰得更加浓郁。这样消费者可以在线下实体店里进行体验，线上

网店下单购买。我们将赞部落定位为生活家居馆的另外因素还有:

赞部落 200 多种产品均属于自己设计，受众面广，且设计富含新

意，创意前卫，营造成生活家居馆可以让消费者有多重的空间选

择，众口能调，实现真正的时尚商品大本营。可以开拓社会、企

业活动礼品市场，加强企事业单位合作。同时拓展私人订制市场，

做一些专项活动。例如：在婚礼中为表关怀与礼数，通常都会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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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随手的小礼物送给亲友。这些随手的伴手礼并不是价值不菲的

名贵产品，而是代表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系，只是一份小小的

伴手却代表送礼者的心意。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为新人打造独

一无二的伴手礼。 

（四）营销组合策略 

赞部落目前处于成长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此阶段，营销目

标应该是牢牢把握市场机会，积极统筹和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

财力，保持销量快速的势头，最大限度的占领市场。因此营销策

略则尤为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产品策略 

根据用户需求和其他市场信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产

品的性能，包装，款式和规格。如:增大优盘的内存空间，改进

杯子的杯盖等。 

2.价格策略 

选择适当的时机，灵活的调整价格，以争取更多的顾客，提

高产品的市场形象。现阶段赞部落产品定价较高，竞争者较多，

可以部分产品适当降价，吸引消费者，排挤竞争者。 

3.分销渠道策略 

对现有渠道进行评估，选择、保留适当的渠道，同时深入了

解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开展市场细分，增加新的分销渠道。如

“新零售”生活家居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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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销策略 

应该从以建立产品知名度为中心转移到以建立产品特色和

品牌形象为中心，树立产品的鲜明形象，争取创立名牌。 

三、行动计划及执行效果 

（一）活动日程安排 

1.最美赞部落摄影大赛 

创意理念：我们希望，在未来，内蒙古的特产不一定非得是牛肉

干，也可以是赞部落。 

营销方式：在营销模式上互联网为中心的 O2O 时代，我们在微信、

微博、空间上推销我们的产品，宣传我们的文案。 

评比方式：网上投票 

奖励：获胜者可以免费获得赞部落的精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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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赞部落商品整体营销规划为“O2O 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线上

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贴吧、赞部落自己的淘宝店铺进行宣传推

广。 

 

3. 线下主要以人员推销为主，在内蒙古博物院向路人介绍赞部落

并进行销售；后期不断招收代理和线下设点推广宣传；同时可以

进行商家合作模式，对学校书店、咖啡店、手机营业厅进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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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售。 

 

4.赞助“文化节” 

内蒙古有草原文化节和伊利文化节类似于这样的民族文化节日，

赞部落赞助这样的大型活动会起到不仅能起到很大的宣传推广

作用，还能树立品牌形象。 

 

5. 比赛奖品（万人走、马拉松、校园技能大赛） 

学校每学期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比赛，我们可以与学校达成协

议。由学校统一采购赞部落的产品作为比赛的奖品。赞部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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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齐全，可以满足学校的需求。 

 

 

6.“一杯子，一辈子”校园活动 

活动时间：2017年 12 月 12 日 

活动地点：学校餐厅前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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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1、小情侣购买杯子，送小玩偶 

2、单身男女购买杯子可以由工作人员送货给心仪的人，提供

告白服务。 

3、凡购买杯子都可参与抽奖活动。 

活动经费： 

项目 数量 费用 

小玩偶 6 18 

笔 20 20 

 26 38 

 

（二）评估程序 

1.问卷调查法 

见附件 1 

据调查结果显示，购买赞部落产品的消费者 68.31%是上班

族，游客占 23.24%；其购买动机 72.54%是因为赞部落的产品外

观精美，有 23.23%是因为满足生活需求，由此可见赞部落产品

既美观又实用；通过此次满意度调查，有 11.27%的消费者不满

意，大多觉得赞部落的功能有待提高或者不是消费者所想象的样

子，但是 65.49%的消费者满意赞部落的产品；综上所述，赞部

落部分产品有待改进，总体来说消费者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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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控制 

(一） 预期效果未实现 

1.风险 

销售面积有限，而且天气寒冷、缺少劳动力，使销售速度也

下降。 

2.应对方案 

准确定位并及时了解促销方案的实施程度,并且及时修正营

销策略,以保证方案的可实用性。 

（二） 不盈利 

1.风险 

由于销售的队伍多，竞争激烈，价格压的很低没有盈利。 

2.应对方案 

我们买的除了产品还可以加入服务，产品+服务＞产品的效

果，为我们增加些许的盈利。 

（三） 库存不稳定 

1.风险 

对于比赛我们已经跃跃欲试，但是不知道今年的促销方式能

吸引多少消费者，是供大于求有囤货现象，还是供小于求进货不

及时影响正常销售。 

2.应对方案 

为了避免囤货，少量进货，及时核对库存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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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和支持，感谢队友们的辛勤付出！同时也感谢这一路走来给

予我们帮助和认可的亲朋好友，新天地会在大家的关注下走的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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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赞部落满意度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旨在回访消费者对赞部落的满意度，并希望以此找到赞部落存在的问题和

值得继续发扬的优点。我们非常感谢您参与这次问卷调查，请您热心提供您的意见和看

法，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 

 

1. 您的身份是 [单选题]  

A.上班族                     B.学生族                       C.游客 

2. 您购买赞部落产品的动机是什么？ [多选题]  

A.外观精美             B.满足生活需求          C.纪念品         D.其它     

3. 您对所购赞部落的产品满意吗？ [单选题]  

A.一般                    B.满意                C.不满意     

4. 使用过程中有那些问题？ [多选题]  

A.功能有待提高          B.价格高          C.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D.

以上都不是                          

5. 门店或者网店服务态度怎么样？ [单选题]  

A.一般              B.好               C.很好                     D .非常好 

6. 下次还会购买我们的产品吗？ [单选题]  

A.会                             B.可能不会               C.一定不会 

7. 售后服务怎么样？ [单选题]  

A.很好        B.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