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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业背景



房地产行业遇到的问题

Question 2

   互动效率低

电话、短信等推销方式，客

户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拓客

率低且客户易丢失。

Question 1

获客成本高

房地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

于低频需求，app下载率低；

且专业平台竞争激烈，获客

成本越来越高。

Question 3

推广方式单一

线下推广方式少，形式单一

且耗时费力，难以吸引更多

潜在客户。

Question  4

缺乏运营管理

客户线索杂乱、难以筛选；

客户资源分配不合理，转化低；

盲目营销，投入大回报少。



轻应用小程序

流量获取成本高、潜在客户少

互动营销方式单一，拓客少

潜在商机难筛选、不易转化

盲目运营、客户留存促活难

流量获取轻松、成本低、精准触达客户

丰富的互动营销功能，轻松拓客

在线转化、实时把握商机动态

数据分析、精细化客户运营沉淀

传统的解决方案

vs



02 解决方案



轻应用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百度智能小程序

一 键 发 布

同 步 上 线

社 交 推 广 ， 1 1 亿 私 域 流 量

让 企 业 发 现 更 多 客 户

搜 索 直 达 服 务 ， 千 亿 流 量

让 客 户 主 动 找 上 门

轻应用小程序是一款主流的小程序制作工

具，通过轻应用小程序，企业可快速制作

官网展示、门店预约、在线教育等行业小

程序，从而实现基于小程序的营销推广和

线上交易。



轻应用小程序

优惠券

房源展示       计算器

在线表单房产资讯

经纪人 运营数据

留言板

投票活动

新人有礼 商机雷达

关注公众号

员工权限

流量主

导航、公告

百度智能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微信推广

终端 品牌官网 互动交流 营销传播 运营管理

百度推广

打造更好的房地产+互联网模式



打造小程序品牌官网，成为引流利器。在线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

租房等，访客在线即可筛选房源、预约看房。

ü在线预约
    在线即可预约看房，避免繁琐流程

ü预约时间
    合理配置预约时间，资源价值最大化

ü信息采集
    有效采集客户信息，便于促活留存

ü微信客服
    微信客户，在线直接沟通，一键拨号

1.品牌官网：在线房源发布、预约看房



提供沉浸式云看房，真是还原线下参观体验，打破地域时间限制，让潜

在客户主动上门。跳转外部链接，轻松实现VR看房。

ü跳转外部链接
    配置业务域名、成功跳转外部链接

üVR看房
   全方位清晰展示房源，有效激活潜在客户

ü优质体验
    让用户足不出户，直观清晰了解房源情况

ü提高效率
    打破线上线下壁垒，提升看房效率

1.品牌官网：跳转外部链接，轻松VR看房



房地产公司对行业做解读，让客户全面购房政策、购房技巧、购房分享

等信息，多维度体现其平台服务的专业度，提升客户信任度，有效促单。

ü多种载体
    图文、音视频，多载体形式展示信息

ü付费订阅
   微信支付，专业一手信息付费即可订阅

ü互动交流
    支持点赞、评论，促进交流沟通

ü分享传播
    一键即可分享，带来更多流量，提高获客量

1.品牌官网：房产资讯，提高客户信任度



首页直观展示公司业务，便于快速导航。消息公告，让客户第一时

间关注到关键信息。整体风格更加体现平台专业性。

ü功能导航
    功能导航，让客户了解业务并快速找到需求版块

ü消息公告
    轮播展示最新楼盘、活动信息，快速传递

ü样式丰富
    多种样式可选，展示效果丰富

ü自定义风格
    风格自定义，设置灵活，体现品牌调性

1.品牌官网：功能导航、消息公告



2.互动交流：房屋估值、房贷计算

管理员自定义计算值和运算规则，客户输入相应值，即可在线完成

自动计算，给出结果，满足房屋报价、房贷计算等述求。

ü配置参数
    后台配置计算参数和运算规则，高度灵活

ü自动报价
   自动运算，输出结果，无需繁琐人工计算

ü消息通知
   实时推送客户报价消息，及时跟进转化

ü客户线索
    记录客户报价信息和联系方式，沉淀客户资源



2.互动交流：在线表单，收集客户数据

表单系统，解决房地产行业客户数据收集渠道单一，成本高效率低

等问题。在线客户数据收集系统，实现精准高效获客。

ü场景丰富
   购房需求登记、二手房委托、看房预约、线下活动报名等

ü多种字段
    单选、多选、下拉、手机号、地理位置、文本框、评分等

ü实时提醒
    新提交表单消息通知管理员，及时把握线索信息



2.互动交流：经纪人、置业顾问智能名片

智能名片，互动沟通，AI雷达记录访客动态，可快速筛选高

意向客户。分享传播，让更多潜在客户发现企业。

ü专业形象
    企业背书，打造专业的经纪人、置业顾问商务形式

ü快速沟通
    快速沟通，添加联系方式，有效把握商机

ü访客轨迹
    记录访客行为轨迹，AI智能筛选识别高意向客户

ü分享传播
  多形式分享名片，高效覆盖更多潜在客户



2.互动交流：在线直播，加快潜在客户购买决策

小程序直播是微信官方提供的商家经营功能，用户可通过小程

序直播实现客户互动与服务销售的闭环。

ü沉淀私域流量
    客户观看直播，下单预约均在自己小程序完成

ü留言低门槛、快运营
   免直播资质，优惠券、点赞等丰富互动功能

ü强社交互动、强转化
    支持一键订阅、分享、加快潜在客户购买决策

ü提高品牌曝光
   轻松收获客户信任，快速实现品牌曝光



2.互动交流：在线留言，收集反馈

提供留言板功能，可随时留言，管理员进行回复解答，便于购房者、

买房者、房地产公司三方的信息交流。

ü留言标签
    区分留言类型与目的，便于信息归类

ü图文留言
    支持图片留言，提高留言效率与表达

ü留言审核
    管理员自主审核留言内容公开与否

ü互动交流
    在线回复，解疑答惑，有效提高客户满意度



3.营销传播：新人有礼，让客户主动找上门

新人有礼，是一种快速精准获客的营销活动。对于中小型的房地产公

司，担心“冷启动”，为避免流量不优质的情况，利用新人有礼活动

可提前锁定潜在客户。

ü识别“新人”
    智能识别筛选“新人”，多种“好礼”主动分发

ü坐享流量
    客户主动留下联系方式，坐享精准优质流量

ü轻松达成合作
    快速联系潜在客户，助力交易合作达成



3.营销传播：优惠券，有效刺激潜在客户

优惠券，营销必备工具。利用优惠券满足客户低价格的心理诉求，

吸引目标客户，加速交易达成，有效提升成交量。

ü激活客户
    低价格优惠有效激活客户

ü在线抵扣
    在线即可抵扣使用，

ü提升收益
   助力拉新促活、复购、提升客单价



3.营销传播：投票活动，快速裂变传播

提高品牌曝光和口碑是引流获客的必要环节。创建在线投票活动，

如“我最喜欢的明星顾问”、“年度优秀经纪人”等投票活动，通

过分享行为拉取投票的同时，展示品牌实力，带来爆发式流量增长。

ü在线投票
    创建便捷，投票数据、排行榜实时更新

ü分享传播
   一键分享给好友、朋友群，拉取投票

ü品牌曝光
    展示品牌实力、提高品牌口碑、提升覆盖人群



3.营销传播：关注公众号，沉淀私域流量

关注公众号组件，可帮助小程序流量沉淀到公众号，在公众号内做多

次的消息触达，能有小提升潜在客户的购买率或者复购率。

ü关注公众号
    小程序内引导关注公众号，沉淀用户

ü互通互导
    公众号引流小程序，提高业务转化

ü消息触达
   持续消息触达，有效提升客户粘性



3.营销传播：微信推广

60+流量入口等你来解锁，微信11亿用户，让客户更快发现企业



3.营销传播：百度推广

搜索直达服务，百度千亿流量，让客户主动找上门



3.营销传播：小程序流量主，增加额外收益

流量主功能可轻松实现流量变现，获取可持续收入，并在高价值的内容属性

和鲜明的特色下，不断塑造个人品牌，提升品牌形象。

ü成为流量主

   独立访客UV 1000 以上，且无违规行为

ü创建广告位
    页面创建广告位，根据访客画像个性化推荐广告

ü坐享收益
    轻松实现流量变现，增加额外收益



4.运营管理：商机雷达，跟踪记录访客行为

想要做好商机转化，对线索的跟进和管理至关重要。商机雷达系统，

让经纪人、顾问推广更高效，实现线索有效管理，快速筛选高意向

客户，提高商机转化效益，有效沉淀客户。

ü智能名片
    快速传播，覆盖更多潜在客户

üAI雷达
    实时跟踪反馈客户行为轨迹

üCRM系统
    有效采集客户信息，便于客户数据运营

ü资源分配
    合理分配客户资源，客户跟进更有序



4.运营管理：员工权限，实现有序运营

eg：

                运营者负责小程序数据管理 

                UI设计师负责小程序搭建设计

                置业顾问负责商机雷达

     ......

小程序所有权限

小程序设计管理 小程序数据管理 访客数据管理 小程序配置管理

文章、服务、音频

信息系统、商机雷达

资源库......

表单、留言、投票、

查询、营销、会员

......

微信小程序配置

百度小程序配置

设计、审核发布

......

按需分配下小程序员工权限，有效实现各部分、员工间的协同合作。



4.运营管理：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运营

缺少运营数据分析，往往造成盲目运营和投放，无法精准触发客户。轻应用小程序支持实时统计访问数据、了解数据概况以及用

户画像，数据可视化，直观反馈小程序运营情况和客户群共性，依据数据可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实现精准化运营。



03 产品优势



功能齐全

功能数量100+，集品牌官网、互动沟通、营销传播、运         

营管理于一体。

每周更新

每周更新迭代模板、功能，倾听客户声音，不断优化。版本付费

后更新功能无需重复付费，直接可用，增值空间大。

优势一：功能齐全、每周更新



一键套用

300+优质模块，一键即可套用，轻松搭建小程序。

风格个性化
支持个性化自主设置风格，更加贴合企业、品牌形象与调性。

定制服务

可提供小程序设计定制服务，7-10天完成交付。

  优势二：设计自由，全方位满足设计需求



专业团队

专业的技术、客服团队为您提供7×12h售后服务，7×24h安全

监控服务,为小程序的运行保驾护航。

优势三：专业团队，服务有保障



04 成功案例



部分案例—超100W用户的共同选择

重庆房云端 麦田新房在线 智方房产 俪阳房产宅  雍阳府

万祥房产 深圳小产权房南昌买房网 郑州安德房产 峰屋公寓



期 待 与 您 的 合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