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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索管理

【全方位管理销售线索，促使线索转变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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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线索可以理解为潜在客户信息，处在客户产生机会
的最前端。展会活动上交换的名片、客户主动的电话咨
询、线上自注册客户的信息都是销售线索。

线索管理：通过线索信息记录的标准化，丰富的线索信息
可以帮助销售更科学地做出下一步销售动作；
线索池管理：通过线索的分配、流转机制，可以有效提升
线索的利用效率，提升销售的成功率；
同时，通过对多渠道线索转化率的分析，可以帮助企业优
化营销行为，减少公司运营成本。



在手机端crm界面，点击“更多”－“销售线索”－右上角“＋”－进行线索录入后“提交”
【全方位管理销售线索，促使线索转变成交易】

1.1   新建线索



【电脑端支持新建和批量导入线索】

1.2   批量导入线索

1 � 、进入“我的工作台”下的
“销售线索”，点击右上角
“更多操作”－“导入”；

2、在弹出的“导入线索”框中
“点击下载”；

3、填写线索导入模版保存（＊
表头不能修改＊）－点击“选
择文件”上传模版－点击“导
入”即可



在线索详情界面，点击右下角三个点－“处理”－“转换线索”进行线索转换
【可以把有购买意向的线索转化为客户、联系人或商机】

1.3   线索转换



2   客户管理

1、建立客户360度视图信息档案；
2、客户资源系统化，企业化；
3、自定义“客户跟进记录”权限范围，跨部门协作效率高；
4、公海管理，促进客户资源流转，提升客户资源利用率；
5、协作式客户跟进服务，从拜访、成交到售后，团队全方位
协作支持

客户360度视图信息档案

客户资源企业化

跨部门协作

客户资源流转

【客户资源企业化，提升客户资源利用率】

©运营中心产品运营部



在手机端crm界面，点击“客户”－右上角“＋”－新建客户后“提交”
【客户资源企业化，提升客户资源利用率】

2.1   新建客户



2.2   批量导入客户
【电脑端支持新建和批量导入客户】

1 � 、进入“我的工作台”下的
“客户”界面，点击右上角
“更多操作”－“导入”

2、在弹出的“导入客户”框中
“点击下载”

3、填写客户导入模版保存（＊
表头不能修改＊）－点击“选择
文件”上传模版－点击“导入”
即可



2.3   添加销售记录
1、客户下可以添加跟进记录，在“客户详情”下点击“销售记录”右侧“＋”－发销售记录

2、在工作界面发审批、日志、外勤都可关联到客户下，信息沉淀到销售记录中



3   拜访管理

1、提升客户拜访计划性，优化销售拜访行为；
2、优化销售拜访路线，合理规划行程，提升拜访效率；
3、建立客户档案，客户拜访、跟进信息永不丢失；
4、获得上级的及时指导，实时协作实现聪明销售

【记录客户跟进全过程，提升销售拜访成功率】

北京易动纷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外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火星科技有限公司

金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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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创建拜访计划
针对快消版，新增的拜访功能，在拜访界面可以为自己设计拜访计划，提高拜访效率；
点击右上角“＋”－新建拜访



3.2   拜访路线规划
可根据地图中显示的拜访路线判断计划是否合理；
若不合理，点击“调整顺序”－长按并拖动客户名称进行调整－调整好后“完成”



3.3   拜访签到
到达客户现场时，可以在手机端进行签到签退；
在拜访计划界面点击客户名称－“立即签到”／“立即签退”－填写好销售记录拜访动作后点击右下角“…”
－“完成拜访”



4   商机管理

【销售管理流程自动化，让企业在更短时间完成更多交易】

1、多商机管理，一个客户多机会、不同产品线可进行独立销售
管理；
2、销售流程自定义，优化销售过程行为，提供及时业务指导；
3、销售漏斗商机可视化，不同销售阶段不同赢率，科学管理预
测销售业绩

需求
收集

方案
报价

谈
判

成交初步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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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建商机

推进过程中，
记得及时变更
销售阶段哦

这里的销售流
程是管理员在
后台设置好的

当客户在跟进过程中有成交意向时可以创建商机；
1、在客户下创建商机：在客户详情界面下点击“商机”右边的“＋”－新建商机



4.2   批量导入商机
【电脑端支持新建和批量导入商机】

1 � 、进入“我的工作台”下的
“商机”界面，点击右上角
“更多操作”－“导入”

2、在弹出的“导入商机”框
中“点击下载”

3、填写客户导入模版保存
（＊表头不能修改＊）－点
击“选择文件”上传模版－
点击“导入”即可



4.2   商机视图
【商机可以按不同销售阶段分类查看】
1 � 、进入“我的工作台”下的“商机”界面，选择“阶段”和“销售流程”查看；
2 � 、进入“我的工作台”下的“数据看版”界面，选择“销售漏斗”－“点击查看详情”按不同条件
“生成图表”查看



5   订单管理

【订单信息沉淀，完成交易闭环，提升流转效率】

1、统一订单获取渠道和模版，促进交易信息沉淀在CRM，便于分析决
策；2、手机端订单收集，销售可以随时随地下单；
3、订单状态相关人员实时可见，降低沟通成本，提升订单流转效率；
4、订单关联回款、开票、退货、退款，实现交易过程闭环；
5、财务人员在手机端即可操作确认，提升业务流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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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创建订单

1 � 、在客户／商机详情
界面－点击“销售订
单”右侧的“＋”新建
销售订单
2 � 、填写好信息后点击
右上角“提交”即可自
动生成订单编号
＊选择产品时可点击小
铅笔图标修改产品折
扣、数量＊
＊订单需选择确认流
程，点开加号添加确认
人＊

【在客户／商机下都可以创建订单】



5.2   在订单下创建回款
【销售订单创建完成后便可以创建回款】

1 � 、在销售订单详情界面－点击“回款”
右侧的“＋”新建回款

2 � 、填写好信息后点击右上角“提交”即
可自动生成回款编号

＊创建回款／合同／退款／开票申请／退
货单时都需要选择销售订单编号＊
创建的流程与新建回款类似



6   数据看板

【数据管理分析，销售、市场决策更加科学】

数据多纬度统计分析，手机、PC端同步，随时随地查看
报表，做出关键决策

初步沟通 10%

需求收集 30%

方案报价 60%

谈判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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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手机端查看数据看板
所有员工都可以查看数据看板，系统会自动获取数据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手机端查看数据看板：在crm界面下点击“数据看板”－“全部”－可以分类查看



6.1   手机端查看数据看板

【查看本月收入的阶段环比数据】【查看观察的部门完成业绩的占比情况】

【按财年的月度查看目标、销售订单、回款、退款变化情况】 【按观察的部门查看本财年目标、回款、成交、预测情况】



6.1   手机端查看数据看板

查看每个售前流程的
具体数据，根据漏斗
图的斜率、超时率等
分析销售流程的健康
程度



6.1   手机端查看数据看板

【按时间趋势查看拜访情况】 【按部门查看拜访情况】

【按时间趋势查看客户的跟进情况】 【按人员或部门查看客户跟进情况】



6.2   电脑端查看数据看板
电脑端查看数据看版：进入“我的工作台”下的“数据看板”界面，分类查看



6.2   电脑端查看数据看板



6.2   电脑端查看数据看板



7×24小时服务热线：400 668 9050 官方网站：www.fxiaoke.com

您可以在纷享销客企信对话列表中检索“ 纷享客服”，获得专属真人客服一对一解答

遇到问题，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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