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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发展历程

Ø 发布POS SaaS餐饮系统

Ø 聚合支付上线

Ø POS SaaS餐饮系统2.0版上线

Ø 发布POS SaaS餐饮系统国际版

Ø 商户中心2.0版上线

Ø 会员营销系统上线

Ø 聚合外卖订单上线

Ø 人事管理系统上线

Ø 发布供应链系统

Ø 云店PAD上线

Ø B2B一站式食材采购平台二十二城上线

Ø 二十二城北京1号仓建成

Ø 二十二城布局第一家中央共享厨房

Ø 聚合外卖配送上线





3 聚合小程序ˋ商家自己的线上门户 ，自营外卖不二之选

个性化定制—干店干面

u 可视化自定义装修

u 自定义模块

u 满足任何业态需求



4 聚合小程序ˋ商家自己的线上门户 ，自营外卖不二之选

一小多用，多频道聚合
外卖，堂食，商城，会员多频

道聚合，真正自有门户

��
商家自己的外卖平台
不用下载的APP

顾客店外使用方便，完美切合

自营外卖场景

01

易留存，易分享易返场
打开即留存，可添加至手机桌面便捷获取会员，

授权即获取用户资料，支持“微信快速注册”，

一键领卡，免填任何资料

��



5

商户背景以及实际问题

奶茶先生是湖北商户，有50多家门店，一直希望有自己的线上

门户，各门店均在三线以下城市，逢节假日店内请假现象严重，

人力不足。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由于线上点单量激增商户已经自行对小程序进行了3次改版装修，

因此对自定义装修的功能十分认可，目前将堂食，自提，外卖，

会员甚至招聘信息都展现在小程序内。节假日缺人力问题被完

美解决，老板高度赞扬小程序的使用。

最早该商户仅直营7家门店使用小程序，目前包含加盟店总计有

50多家门店在用，平均小程序点单率达到30%

我们的产品ˋ微信小程序点单ˋ独立商铺



6 我们的产品ˋ微信小程序点单ˋ独立商铺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经过实地考察，川羊记上线哗啦啦全系列产品，实现了

从中央厨房到门店的智能一体话管理。小程序完美集合

了自提、外卖和会员管理，在支付打通的情况下，极大

地提高了顾客的点餐体验，在疫情期间极大地推高了销

售额，经营数据一手掌握，得到了老板的高度赞扬

商户背景及实际问题
川羊记目前在新加坡有1个中央厨房和3个门店，一直没

有自己的线上门户、会员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系统

客户案例：川羊记



7 我们的产品ˋ微信小程序点单ˋ独立商铺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省掉了需要手动记录订单的人力，极大地提高了人效，

支付便捷，点单体验流畅，同样得到了老板的高度赞

扬

商户背景及实际问题
巴蜀演义目前在新加坡有1个门店，没有自己的线上门

户，一直通过微信、WhatsApp接收订单

客户案例：巴蜀演义



8 我们的产品ˋ商户中心ˋ商米104
直连商米POS，直接出单，无需更换现有点单系统

商户中心 SaaS –后台管理系统



9 我们的产品ˋ支付



10 其他增值产品

点菜宝（手机/Pads)

供应链管理系统

老板通

会员系统订位系统

KDS智能厨房系统



11 会员系统

开卡赠送 扫码点餐 支付即关注 免费领取

阶梯折扣 群发短信 群发礼品 储值活动

摇奖活动生日赠送

员工推荐 支付即会员 积分兑换 线上优惠 会员权益 会员推荐

店铺会员特惠报名活动

套餐打赏

会员群体 自助入会



11 会员系统 ˊ 按营销目的分类

吸粉、拉新

促进二次消费

促进多次消费

发展会员

会员关怀
增加会员粘性

粉丝互动
资金沉淀

餐厅提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1 会员系统 ˊ 拉新、吸粉

开卡赠送

免费领取（签到）

首单立减

支付即关注

扫码点餐
（二码合一）

阶梯折扣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新开业商户开业期间为吸

引消费者或发展会员通常

会做一些活动，例如开卡

赠送、单品特价、扫码点

餐等，通过这些方式来拉

新、吸粉，在开业期间，

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的理由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新开业商户开业期间为吸

引消费者或发展会员通常

会做一些活动，例如开卡

赠送、单品特价、扫码点

餐等，通过这些方式来拉

新、吸粉，在开业期间，

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的理由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为12月份新开业
商户，想要借开业活动
吸引消费者为后期发展
会员打基础（后期可通
过不同的会员群体做唤
醒会员、活跃会员、关
怀会员等会员活动、维
护老会员）

开卡赠送
扫码点餐

1、开卡成为会员即送
20元代金券，当餐消
费即可使用
2、扫码点餐同时可直
接关注商家微信公众
号

开卡赠送，赠送代金券可
当餐或下次就餐时使用，
多人到店就餐时得知开卡
赠送代金券会主动成为会
员（仅结账人当餐可使用
代金券）其他同行顾客可
通过代金券促进二次消费，
最终没有使用代金券的顾
客也已经成为了本店的会
员，达到了最初的目的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开卡赠送

活
动
展
示

关注微信公众号 成为会员 查看代金券 代金券显示



11 会员系统 ˊ扫码点餐

活
动
展
示

扫码（二码合一） 关注微信公众号 点击我 去点餐



11 会员系统 ˊ促进二次消费

群发短信

群发礼品 免费领取

摇奖活动

支付即送红包 线上优惠

注：促进第二次消费仅针对过消费一次的顾客进行营销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新开业不久的商户，

前期餐厅没有固定消

费人群，需要通过活

动促进消费者二次消

费，积攒顾客群体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新开业不久的商户，

前期餐厅没有固定消

费人群，需要通过活

动促进消费者二次消

费，积攒顾客群体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为开业商户不久
的商户，想要针对消费
过的人群进行二次消费，
最终达到多次消费、积
攒顾客群体

线上优惠
免费领取

1、线上优惠活动设置
满返，满100元赠送
10元代金券，代金券
可下次消费时使用
2、针对消费过一次成
为成员的群体进行免
费赠送10元代金券一
张

线上优惠可促使消费者线
上支付，减少线下收银员
收银压力，消费者本次获
得的代金券可在下次就餐
时使用，促进消费者二次
消费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线上优惠

活
动
展
示优惠

提示



11 会员系统 ˊ免费领取

活动展示



11 会员系统 ˊ促进多次消费（捆绑顾客）

开卡赠送 积分兑换 储值套餐 会员权益 阶梯折扣

注：区别于促进二次消费，此处开卡赠送可一次性送出多
张代金券，设置不同日期、不同时段可使用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餐厅为宣传店铺品牌，

吸引消费者多次到店

就餐，为后期经营发

展 奠 定 顾 客 基 础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为新开业商户，
想要通过活动促进消费
者多次消费，最终发展
流动新顾客为固定常客
）

阶梯折扣
会员权益
储值套餐

1、会员消费第一次9
折，第二次8折，依此
类推，最高可享5折优
惠
2、 100元购买权益包
享9折优惠
3、充值500返200，
促进多次消费

新开业商户前期主要是积
攒顾客做宣传，通过折扣
优惠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
通过折扣变化，吸引消费
者连续到店，从而累积忠
实顾客，会员权益和储值
都是通过折扣和会员卡值
吸引消费者多次消费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阶梯折扣

活
动
展
示

可根据商家具体情况进行阶梯折扣



11 会员系统 ˊ会员权益

活
动
展
示



11 会员系统 ˊ储值套餐

活
动
展
示



11 会员系统 ˊ快速发展会员

开卡赠送

会员推荐 员工推荐 阶梯折扣

支付即会员

注：单品特价仅针对会员可享受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在商户开业或是前期无

会员的情况下，想要快

速发展会员，为后期积

攒忠实顾客，会员群体

营销做前期铺垫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开业一段时间，
想要建立自己的会员体
系，发展会员为忠实顾
客

会员推荐
单品特价

1、将会员海报内容分
享至朋友圈，直接或
间接推荐人均可得到
商家赠送的代金券、
积分、充值等
2、成为会员后当餐固
定菜品可享受会员优
惠价

通过会员推荐赠送代金券
和享受会员价的方式吸引
消费者成为会员，对消费
者而言，至少两次就餐可
享优惠，对商家而言，快
速扩展了会员群体数量且
通过代金券促进消费者二
次消费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会员推荐

活
动
展
示



11 会员系统 ˊ单品特价

活
动
展
示



11 会员系统 ˊ唤醒会员，活跃会员（关怀）

群发短信

群发礼品

会员权益

店铺会员特惠

生日赠送

会员群体

免费领取（签到）

注：此处免费领取可做签到使用，可每天领取，领
取代金券金额较小，可叠加使用，用于活跃会员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商户开业一段时间后，经过前

期的活动积累，有一定的会员

群体，可通过消费次数、等级、

性别等条件筛选部分会员进行

沉睡会员唤醒或是针对活跃会

员促进再次消费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已开业3个月，
开业前期通过做开卡赠
送和会员价菜品特惠活
动累积了500会员，想
要对沉睡会员进行唤醒，
对现有活跃会员做好会
员维护、稳固会员关系

群发短信
群发礼品
生日赠送

1、针对3个月内消费
过1次的会员进行群发
礼品，通过赠送50元
代金券吸引沉睡会员
到店消费2、通过短信
告知活跃会员店内优
惠活动，提醒会员到
店消费，3、在会员生
日前一周赠送

将会员进行群体分类，通
过群发短信和群发礼品，
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营销
管理，会员生日赠送礼品
关怀会员，维护关系，提
高会员活跃度，促进会员
多次消费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群发短信、礼品

活
动
展
示

注：生日赠送可提前设置赠送天数、查看方式和上图一致



11 会员系统 ˊ增加会员粘性

群发短信

群发礼品

会员权益

店铺会员特惠

生日赠送

储值

积分兑换

店铺会员特惠包括：默认会员日特惠、会员日特惠和会员生日特惠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商户有大量的会员群体，

要通过活动吸引会员多

次到店消费，让其成为

固定群体，增加会员粘

性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有自有会员约
500人，但只有极少的
会员是常客，大部分会
员消费次数很少，希望
通过活动促进会员多次
消费

会员权益
店铺会员特惠

1、100元购买会员权
益包，可享受9折优惠，
2、每月10日为会员
日，会员日会员消费
享9折

通过付费购买会员权益包，
用折扣吸引消费者购买，
多次到店就餐，增加会员
粘性，会员日特惠可促进
会员每月消费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会员权益

活
动
展
示



11 会员系统 ˊ店铺会员特惠

活
动
展
示

需后台设置，直接展
示享受折扣，配合店
内海报宣传



11 会员系统 ˊ粉丝互动

摇奖 打赏及评价 报名活动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商户经营进入稳定期，没有开

业时期的活动也没有过节时的

氛围，需要通过互动带动整体

氛围，让顾客吃的开心、玩的

开心，也让服务员有激情和动

力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为稳定期商户，
餐厅正常经营但是顾客
与餐厅及服务员之间没
有一定的联系与互动，
需要通过一些方式作出
改变

摇奖
打赏
评价

1、顾客根据服务员的
服务质量可以随机或
固定金额进行打赏或
评价，打赏完之后可
以参与摇奖活动2、摇
奖活动礼品为1-5等，
分别为不同金额的代
金券，顾客可下次就
餐时使用

打赏可以刺激服务员积极
性，评价可作为餐厅月末
鼓励员工依据，顾客参与
打赏又可进行抽奖，吃喝
玩乐样样都有，顾客抽到
的代金券可促进消费者再
次消费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摇奖活动

活动展示



11 会员系统 ˊ打赏及评价活动

活动展示



11 会员系统 ˊ群发短信、礼品

活
动
展
示

注：生日赠送可提前设置赠送天数、查看方式和上图一致



11 会员系统 ˊ资金回笼，沉淀资金

储值 会员权益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在新商户开业时期或是开

业一段时间过后，想要快

速回笼资金，沉淀资金、

绑定顾客（储值力度根据

餐厅实际情况和经营阶段

自定）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为开业新商户，
想要通过活动吸引顾客，
绑定顾客，快速回笼资
金

储值

活动期间充300返100，
充500返200，充
1000返500，每人限
购一份

顾客通过储值快速回笼资
金，绑定消费者多次消费，
养成顾客消费习惯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店铺会员特惠

活
动
展
示

会员权益活动详见目的6中会员权益第33页



11 会员系统 ˊ提效

线上优惠（满减） 扫码点餐 自助入会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餐厅就餐高峰期店内工作

人员常常是忙得不可开交，

于是“自助”成为了新时

代的潮流风向标，通过自

助提高餐厅整体效率



11 会员系统 ˊ案例分享

01

A商户位于办公区，中
午就餐高峰期顾客就餐
时间集中，排队成为了
顾客点餐必不可少的过
程，也因此造成少量顾
客流失

扫码点餐
自助入会
线上优惠

通过扫码点餐可享9折
优惠，微信公众号上
配置相应入口，在桌
台上制作引导物料，
也可配合开卡赠送等
入会优惠，引导消费
者自助办卡

通过线上优惠吸引顾客扫
码点餐，减少排队等待时
间，也为收银员点餐高峰
期减少压力，自助入会可
省去服务员引导时间，从
而可以服务更多的顾客

商户背景
02 03 04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11 会员系统 ˊ自助入会

活
动
展
示

扫码点餐详见目的1第9页，线上优惠详见目的2第13页



11 会员系统 ˊ 按商户经营阶段分类

新开业商户

磨合期、养店期商户

稳定商户

01

02

03



11 会员系统 ˊ新开业商户

开卡赠送

会员推荐

员工推荐

免费领取（签到）

阶梯折扣

线上优惠（满减）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阶段注重目的：

• 向周边消费者宣传产品和

品牌

• 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

• 发展会员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商户背景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新开业商户

开卡赠送
1、开卡成为会员，既得代
金券一张，本次即可使用
2、开卡成为会员即享单品
菜会员价活动

通过开卡赠送享受首单
立减和单品特价活动、
吸引消费者到店就餐，
让消费者享受优惠的同
时增加粉丝会员量

[51]



11 会员系统 ˊ磨合期养店期用户

开卡赠送 员工推荐

免费领取（签到）

储值

摇奖 打赏 报名活动

支付即会员支付即送红包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阶段注重目的：

• 扩大会员群体

• 唤醒沉睡会员、活跃会员

• 扩大品牌宣传度

• 增加消费者到店就餐次数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商户背景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开业一段时间，有少量的
会员群体，需要扩展会员
群体，要通过活动稳固消
费者消费习惯，增加顾客

粘性和多次消费

员工推荐
摇奖
储值

员工推荐成为会员，发展
会员群体，设置5等奖项，
让消费者参与并促进消费，
设置300、500、1000元
储值等级，增加会员粘性

通过员工推荐发展会员、
通过摇奖即得的代金券
促进消费者再次消费，
通过储值增加会员粘性，
稳固餐厅的发展

[51]



11 会员系统 ˊ经营稳定的商户

免费领取

储值
群发短信

生日赠送

店铺会员特惠

会员群体

群发礼品 积分兑换

会员权益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阶段注重目的：

• 维护会员群体

• 吸引新用户

• 发展店铺品牌



11 会员系统 ˊ 场景

商户背景

建议活动 活动内容

活动效果

稳定商户注重会员群体的
维护，在原有基础上更好
的经营餐厅，继续稳固

店铺会员特惠
群发短信
群发礼品

对不同会员群体进行分类，通
过群发短信和礼品维护老会员，
规定每月10日为会员日，在会
员日给予会员优惠，促进消费，
在生日前一周可赠送礼品或代
金券，维护会员关系

通过群发可唤醒沉睡会
员、活跃会员、维护会
员、店铺会员特惠可以
给会员足够的优惠，生
日期间慰问，维护关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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