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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5_95_86_E5_c40_65003.htm 一：企业建站前的规划

： 1. 企业建设网站的目的： （1）起到宣传作用 （2）产生效

益 ,交易或者给企业带来业务 （3）树立品牌作用 2．企业根

据建站的目的，规划好属于企业自己的网站：策划一个网站

所需要考虑的十五个 问题： （1） 网站的发展目标：是做同

行里最好的企业类型网站，还是做本地里企业做好的网站呢

？ （2） 网站的发展方向：是一直坚持做企业型网站，还是

朝着门户化的网站发展呢？还是朝着更大的目标发展呢？ 

（3） 网站的定位：是宣传自己的企业，还是给企业带来效

益，还是树立企业的网络品牌呢？还是帮助企业建立网络销

售渠道呢？ （4） 网站的运营模式：是企业型的，还是B TO

B或者B TO C或者C TO C以及娱乐性的网站呢？ （5） 网站

的目标市场：是中国某个行业里的所有网络市场，还是江苏

某个行业的所有网络市场，还是阿里巴巴里的所有行业市场

呢？ （6） 网站的主题：是娱乐性还是销售型，还是宣传型

呢？还是产品介绍型呢？ （7） 网站功能或者作用：起到宣

传作用，还是给企业带来业务或者给企业树立网络品牌的作

用呢？ （8） 网站的业务流程 ：网站的业务流程也必须有一

个符合自己的流程，在减少成本， 取得高效率的前提下，制

定好的业务流程：比如企业的网站业务流程是：顾客先给企

业 发电子邮件咨询，还是直接打电话，还是在线留言，而企

业的反馈信息又是怎么样呢？是直接电话，还是电子邮件，

还是在线回答呢？具体又是谁去负责呢？ （9） 网站的管理



：会员管理，顾客资料管理，网站新闻内容的管理等 （10） 

网站的版面设计 ：版面设计思想是什么呢？颜色以及一些设

计风格又是什么呢 （11） 网站的内容架构和布局：根据企业

的需要来决定 （12） 网站的营销策略：是纯网络广告，还是

传统与网络相结合呢？ （13） 网站的推广计划：半年，一年

的推广计划是什么？ 具体推广手段有那些呢？ （14） 网站的

服务内容和要求 ：为目标顾客提供产品信息还是企业介绍呢

？ （15） 网站的利润点和赢利模式 ：是通过宣传，找到目标

顾客，或者通过宣传，让目标顾客找到企业呢？ 二：企业如

何管理运用好网站： 1 . 企业网站信息如何优化： （1） 对内

的信息优化: 而对内的信息就是企业为了完善自己的管理的话

，对自己的员工的管理制度以及公司的商业机密数据和企业

所特有的文化和特点等所有内容员工所知道的信息，比如公

司的放假通知，公司的人事改革，公司的新制度，公司的鼓

励会等，以及日常当中，公司员工以及公司领导与员工之间

的交流信息。我想这些应该就是企业对内信息，因为这些信

息有的重要，有的就不重要拉，当然有一些是只有某些员工

或者部分员工所知道的信息 面对信息社会的时代，我想企业

假如可以管理好自己对内对外的信息的话，可以为公司的宣

传和营销以及树立品牌等创造条件的？ 既然企业的信息化管

理是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企业不好好的进行管理和制定呢

？ 因为好的信息在交流和沟通当中更容易让别人理解和接受

的/ 比如企业要给所有员工规定新的制度的话，那么在通知所

有员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通知，以什么方式通知呢？在什

么时间内通知比较好呢？员工在什么情况下最愿意接受公司

的新制度呢？并且新制度的的传达方式是什么呢？是电子邮



件还是电话还是公告呢？还是幽默的晚会呢？我想企业可以

处理好这些问题的话，我想企业的员工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

接受吧？ 比如把公司的新制度以笑话或者歌曲或者顺口溜的

方式宣传的话，我想效果应该比较好，假如以很严肃的方式

传达的话，一般员工的反抗心里比较严重的， 在传达的时间

上应该有个好的选择，比如选择星期一的早晨，大家经过星

期天的休息，心态好，精神也好，在接到新制度时，反抗的

心里不会那么强烈的，假如是在公司下班之前传达的话，员

工们累了一天，心情已经很不好拉，再接受这样的新制度，

我想反抗心里一定回很严重的啊 以上是企业对内的信息管理

，其实企业很多的东西都是信息！对信息的分类，对信息的

规划，对信息的处理！等 当企业处理好了信息的话，处理好

了信息的宣传和传达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帮助企业和员工之

间良好的沟通啊？ （2） 对外的信息优化: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企业在网络当中的信息一定要管理好，一定要处理好，不然

在网络宣传当中上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现在的网络信息是一个庞大的信息，面对那么多的信息

量，企业要想引起目标顾客的注意和吸引力的话，一定要对

企业的对外信息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处理，一定要进行对信

息的优化！ 我想在企业在网络当中的信息一定很多的，大到

公司的网站，小到公司在别人网站的招聘信息，一般公司重

视的就是新闻报纸的宣传新鲜或者产品宣传信息，其实这些

信息虽然重要，但是要构造一个企业的完善信息管理的话，

那么一些基础信息是少不了的，比如企业的某次招聘信息，

比如企业在某个电子商务网站的宣传信息和采购信息以及销

售信息等？ 面对这些信息，我想企业可以对信息进行处理和



优化的话，我想一定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比如你企业选

择了在阿里巴巴进行发布采购信息和销售信息的话，那么企

业就要涉及很多的信息管理，比如企业的介绍，产品介绍，

去、以及采购和销售信息的介绍，而在阿里巴巴这样的网站

，同样行业的企业信息一定有很多，为了使目标顾客对你的

信息更有吸引力的话，你应该如何去操作以及如何去规划和

处理企业的信息呢，如何去优化这些信息呢？ 假如生产女性

服装的企业，在阿里巴巴选择发布销售信息的话，那么企业

一定要给自己的产品起个好名字，起个有吸引力的名字，让

目标顾客喜欢的产品标题：比如：企业说：销售女性服装！

我想这样标题的信息，一定不会吸引别人的，这样的信息一

定很多的，那么多的信息很难让你的目标顾客重视的，所以

怎么样做到让自己的目标顾客更重视自己的信息呢？因为给

产品标题起个：2006年巴黎女性的流行时尚服装主流：当你

看完这个标题后，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标题不前面那个标

题更吸引别人的，别人还在在2005年，怎么就知道2006年巴

黎的流行主流呢？又是关于女性的，所以别人想知道，别人

点击信息的欲望一定很强的？因为在时间上，标题有个很大

的吸引力。在地点上又是一个重要级的地方，因为全世界的

人知道巴黎是时尚和流行最前沿的城市！而且定位又是女性

？所以我想很能吸引到你的目标顾客的眼球？ 这个是信息标

题的优化和处理，其中还有信息内容的安排，因为别人通过

你的标题吸引到 了去查看你的具体信息的时候，你应该在具

体和详细的信息里，做到突出重点，主题明确，层次敢强，

等很多的要求，你可以是简洁的描述，可以是幽默的描述，

可以是严肃的描述，可以是夸张的描述，无论你采取什么样



的描述，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产品特点和所需要达到的目的

进行对信息的处理和优化的！ （3） 优化所需要注意的四点

：第一：信息优化一定要有时间延伸性，比如上面的例子

，2006年巴黎女性的流行时尚服装主流 这个标题就考虑信息

的时间延伸性的，因为现在是2005年发布这样的销售信息，

那么这样的信息可能在网上保存一年到几年的时间，所以你

一定要给自己的信息留下时间的发展空间，不然到了2005年

的话，别人看到这样的信息以为是过时的信息，假如别人有

这样的认为的话，那么信息的质量已经大大折扣了，考虑时

间的发展空间的话，别人在2006年看到这样的信息，也还回

以为是及时的信息， 第二：夸张合理：因为毕竟网络是比较

虚拟的空间，在上面的信息应该合理的夸张，而不可太夸张

拉，比如你说人类达不到的科技的话，你却超前的说你的产

品已经具备这样的科技水平的话，那么你这样太夸张的话，

回让你的信息失去效应的饿? 第三：信息地点和地域的真实接

近：因为网络发布信息时，一定要考虑这点的，也许你的信

息是被别人转发了几次的，但是你在发布的时候，一定要考

虑地点的合理性和地域的合理性，比如你是北方的人，不可

能说你公司可以大量出售南方的香蕉，这样的常识，回很容

易让别人识破的？别人知道你这样反常理的信息的话，信息

质量和可信度等回全部失去的？ 第四：发布信息说，要考虑

信息的接受对象啊，比如企业的信息接受对象是小孩子的话

，或者大众的话，所以在宣传信息以及信息处理和发布的时

候，因为考虑他们的特点，不能太专业化的语言去描述，而

是通俗的描述产品信息和企业介绍等 2．网站对内的运营管

理： 我认为把网站运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对内:就是对网站



内的运营管理: 要想使一个网站能够吸引到别人的眼球以及能

正常的运营的话,那么先必须做好网站内的的管理: 1.信息管理:

企业类的网站虽然没有门户网站那么多的信息,但是企业类网

站的信息管理照样也不能忽视,而企业类网站的信息到底是一

些什么信息呢?这个要根据网站的目标市场来决定的,不能想一

些地方性的热线网站一样,在首页放一些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

我认为这样做不好,因为国际国内的大新闻,在各个报纸和电视

等大媒体上,人们都是看过的,网民没有必要也不会去这样地方

性的热线看这样的大新闻,网民上地方性的热线,一般是了解当

地的一些新闻趣事的,所以在信息管理方面,企业类的网站必须

根据自己的市场定位和目标顾客的特点,进行管理,针对中国特

许经营咨询网的特点和目标顾客的特点,我认为在网站里必须

有一些关于国内国际上的特许经营方面的信息和市场动态,因

为这样的信息是针对对特许加盟敢兴趣人看的,而这些信息很

少出现在大型的新闻类网站,所以特许网站就承担这样的责任

了,同时信息不能太多,太杂,必须是重要性的新闻信息,同时是

一些对目标顾客有帮助,以及目标顾客真正需要的信息,有新闻

信息,有市场动态信息,有管理信息,有项目加盟信息,有专家观

点信息等?在信息分类上,也需要考虑目标顾客的特点,在网站

里有所体现,满足大部门人的需求,而对于信息,必须更新及时,

在采集信息的时候,不能采集过时的新闻信息,和市场动态信

息,一些加盟特许经营技巧信息倒可以是去年或者早几年的信

息,一直对加盟者有帮助的加盟技巧信息可以不必及时或者最

新的. 企业类网站虽然信息不多,但是要充实一个望站的话,信

息量也是很大的,假如没有良好的信息管理制度的话,那么一个

网站就回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同时企业网站必须根据自己的特



点和目标顾客的特点,对网站里的信息进行分类,比如中国特许

经营咨询网的信息有:特许加盟新闻信息,市场动态信息,专家

观点信息,加盟技巧学习信息等,对于不同类的信息,也有不一

样的管理制服,比如新闻类信息必须是既是更新的,而新闻类信

息所在网站里占的比例是多少呢?所放置的位置等都是需要考

虑的,而不能马马乎乎的投放,使信息混乱的很,做到有条理,有

吸引力,符合网站自身的特点. 2.会员管理: 企业类的网站一般

没有很多的会员,不会想门户型的网站那么多的会员,但是会员

管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网站的发展基础就是会员,企

业类的网站必须根据会员的特点制订对应的管理制度:企业网

站必须对会员进行分类:网站会员有:非会员(不是网站会员).潜

在会员(想注册网站会员的人),新会员(刚注册的会员),老会员(

注册很久的会员),或者一些第一次浏览者,第二次浏览者,多次

浏览者等,对于这些不一样的会员,我们要有不同的管理和吸引

政策(吸引政策和网站宣传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就不多详细介

绍).而针对这么多类型的会员,我们要对会员进行了解和调研,

呀知道那些会员是我们的目标顾客,这些会员当中有什么特点,

文化水平是什么,有什么习惯,上网的目的是什么,网站什么地

方最吸引他们等,在进行了会员分类后,必须了解和调研会员,

网站的营销和宣传是无时不在的,网站的营销不仅是单纯的吸

引一般的网民,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吸引新会员增加对网站的忠

诚度,如何吸引和保留老会员对网站的新鲜度,增加老会员对网

站的好奇心等? 会员分类好了,以及了解会员特点后,网站必须

制定好相应的管理制度:对于不一样的会员,或者习惯不一样的

会员,要有不一样的吸引政策和管理制度,不能让网站的会员管

理制度全部是一样的,假如全部一样的话,很可能回失去一大部



分的会员.网站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必须考虑这些制度是否适合

他们的心理,是否具有长久的效果,是否可以留驻和吸引更多的

会员加入:必须一些积极会员的免费政策等是否可以吸引和刺

激新会员加入,同时在会员管理上,必须考虑好如何调动会员的

积极性和参与性,如何刺激会员的参与度,如何培养会员对网站

的忠诚度,如何培养会员对网站的粘贴度,如何吸引新会员加

入,如何留驻老会员,如何培养会员对网站的感情等? 最后网站

必须考虑网站与会员之间的利害关系,当会员对网站或者网站

管理人员不满的时候,网站必须有相应的处理办法和处理原则,

不能到时候.乱而无策.必须对会员有奖励和惩罚等制度 3.页面

管理 网站的页面就是网站的脸,在网站运营当中,也起到很重

要的作用,不能马虎的对待,每个页面必须认真的处理,给会员

认真的交代,无论什么页面,是首页还是子页面等,都是网站的

形象,都可以反映网站的态度和网站的风格.网站的页面管理在

网站制度和设计上出现的,网站整体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些

风格和特色就是体现在具体的页面里的,比如网站遵循简洁风

格的话,那么在页面就可以体现这样的风格,同时页面的大小以

及内容布局等都是需要和网站整体想配合的,不能脱离,必须使

页面和内容等搭配起来,不能脱节,页面的美观度和页面的流畅

等需要配合网站内容以及网站特点和目标顾客的特点,所以页

面管理不能忽视和小看.而页面的一些特点和对会员的引导,等

都是可以起到引导和留驻会员的作用,同时页面里的颜色和文

字和图片的搭配,以及动态与静态的搭配,页面大小与内容的搭

配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4.功能管理 网站的功能是网站很重

要的一个部分,功能的好坏,可能回直接影响到会员对网站的看

法,同时网站的功能又必须和网站的设计思想和页面等配合起



来,不能简单的去设计,同时功能还需要配合网站内容,做到搭

配合理,比如网站的设计思想就是简洁,那么网站的功能也必须

简单容易操作,功能虽然不能给会员带来麻烦,但是针对不同的

情况,功能负责和功能简单是和其他内容配套解决的,而不是孤

立的来看,同时功能的引导在有些时候也可以起到吸引会员和

留驻会员的作用 5.广告和连接的管理 虽然很多人很反感网络

广告,很反感强制性的网络广告,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网络的特

点,对网站广告进行一定的处理,所以在运营网站的时候,我们

必须考虑好广告对会员的影响,以及广告对整个网站的影响,我

们完全可以去掉广告,但是有的时候,网络广告却可以给网站带

来几分幽默:网站广告与页面的关系处理,比如在首页,我们可

以放什么样的广告,广告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是动画还是静态

的,在一些子页面,网络广告又该如何表现呢?网站广告的主题

是什么,是否可以吸引到会员的注意力等同时我们必须管理好

网站广告与网站页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网站广告与内容的关

系,必须处理好网站广告与会员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网站广告

是促进会员的吸引力还是起起会员的反感呢?我们必须考虑广

告的作用等.以及广告对网站带来的效果.是正面的效果还是负

面的效果,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广告的投放频率,广告的更新时间

等. 一个网站的运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网站内的管理来

说,就一大堆的东西需要考虑的,光一个页面的管理马厩需要考

虑很多的东西,比如页面了的颜色是什么,页面里的文字与图片

的处理和搭配等,页面里动态与静态的搭配和处理等. 只有当

网站内部管理有条有理之后,才能更好的进行对外的宣传和管

理 第二:对外的运营管理 1.网站营销管理:网站的营销宣传是很

重要的一部分,也许别人回认为网站的推广就是一些搜索和电



子邮件的推广,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比如前面网站内各个

部分的管理也就是一种营销推广,只是对内的宣传推广,不论对

内还是对外的运营推广,都是不可忽视的内容,一个网站的营销

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在进行对外营销宣传的时候,必

须规划好我们的宣传目的和宣传目标,以及宣传方式等,只有了

解这些后,我们才能做到更好的效果,不然就是花了钱,也不一

定有好的效果? 针对中国特许经营咨询网的特点和目标顾客的

特点,我认为他的营销宣传推广不必花费很多的资金: 1.新闻营

销宣传:特许经营咨询网是比较专业的网站 ,所以为了吸引更

多的会员了解网站,那么新闻营销宣传是必不可少的营销方式

之一.公司必须组织专家进行对特许加盟进行文章编写,这样不

仅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同时扩大望站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把自

己的望站打造为更专业,更有影响力的望站,是专家级的望站,.

所以望站必须每个星期保证有一篇关于特许经营或者加盟技

巧等各个方面的文章,进行在一些望站进行投稿,以网站的名义

进行投稿,使自己的网站在特许圈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让

别人的网站进行转载自己的文章,达到宣传的目的.同时必须控

制好文章的数量,和文章水平,必须规划好每期文章的主题和宣

传重点等,就像杂志一样,有好的内容规划和宣传主题,以及数

量和质量的管理等.在文章里有关于加盟技巧,以及案例分析,

以及行业走势等内容,必须组织搭配好来进行宣传和发布 2.搜

索:搜索暂时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有效果的营销方式,只有利用好

和管理好它,才能起到好的宣传目的,比如中国特许加盟经营

网,,必须根据网站目标顾客的特点进行购买关键词的宣传.在

这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没有必要购买特许加盟的关键词,为什

么呢?因为这个词已经很热门,所以价格高,同时搜索这两个字



的网民,不一定就是自己的目标顾客,我们不妨进行一个:借势

营销的宣传方式.比如现在的首饰加盟很火暴的话,那么我们就

可以选择一个最火暴,并且在电视媒体上进行投放了广告的产

品,我们购买他的产品名字来进行关键词的宣传营销.这样别人

一搜索这样的关键词,就说明他看过这个产品的电视或者报纸

广告,同时他对这个产品项目的加盟不一定很了解,而此刻出现

了特许经营咨询网的内容,他一定回敢兴趣的,一定回去看看望

站内容,回进行一定的咨询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