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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联企业管理集团、财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联能力
大数据测评技术研究院、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中
国商业联合会智慧商业分会、福建省互联网零售行业协会、中央财经大学、东北
财经大学、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北
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商务职业学
院、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甘肃财贸职业学院、甘肃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广
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湖南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电气职业技
术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襄阳职业技
术学院、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工程职业学院、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职业
大学、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山西工程职业学院、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晋中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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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威海职业学院、山东电子科
技职业学院、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临沂职业学院、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天津
市职业大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北京市商业学校、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靖远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武汉市财政学校、吉林财经学校、陕西省第二商贸学校、四川省成都
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浙江商贸学校。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莎、马成旭、马天有、王子林、王雪宜、王东成、王
红蕾、王伟、王冀川、王继升、王翠、王蕾蕾、王帅、王玥、勾俊伟、方娇、冯
江华、冯弋江、宁良强、卢立红、艾于兰、孙万军、孙红菊、孙宜彬、刘邵君、
刘喜敏、许菁、许明星、乔刚、乔晓刚、毕思勇、毕波、向雯静、陈道志、陈曙
光、陈慧敏、陈晨、吴洪贵、吴明圣、吴兰、李琳娜、李敏、李玉梅、李志刚、
李昕、李晓婧、李丽芳、李斌成、李春红、杨尚想、杨泳波、杨秀英、杨晓黎、
杨路、杨宏波、杨之武、沈婉莹、沈弥雷、沈丽伟、张红艳、张弛、张赠富、张
明明、张枝军、张瑞夫、张淼、张莉、张会娟、邱浩然、邱琳、邱云、时应峰、
何毓颖、何科鹏、金川涵、周金铁、周雅顺、周任慧、罗宁、罗红兰、孟迪云、
欧阳驹、林长根、郑培进、郑山水、俞洋洋、赵莺燕、姚大伟、洪俊国、赵辉、
夏名首、夏曼、谈黎虹、高洁、郭瑞、郭凯明、郭黎、贾桂花、崔华楠、曹军、
黄志平、黄涛、盛鑫、梁晓晓、程越敏、葛永明、童红斌、童永通、韩英、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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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彭丞、彭仁孚、蒋德荣、路阳。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和使用权归属于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经
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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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交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

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社交电商运营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6841-2011 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 企业信用档案规范
SB/T 10518-2009 电子商务模式规范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发指南（试行）（2020 年版）》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社交电商 social e-commerce
社交电商是基于社群生态和社交网络体系，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交型交易模
式。依托社交网络信任链，借助互联网社交工具，融入关注、分享、互动等社交
元素的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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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交电商运营 social e-commerce operations
从事社群生态和社交网络体系打造，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交电商生态，基
于社交网络信任链，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策划、推广和运营。
3.3 社交电商活动 social e-commerce activities
依托人际关系网络，借助社交网络等传播途径，通过社交互动，开展的为实
现预定目标而完成一定社会职能的动作总和。
3.4 社交电商模式 social e-commerce model
在社交化环境中基于社交渠道、社交互动和社交内容的商务运作方式和盈利
模式。具体细分为：拼购型、会员分销型、社区团购型、内容分享型、网红直播
型等模式。
3.5 社群 community
社群是依托社交网络信任关系，基于一个或多个相似特征，深度聚合起来具
有强链接关系、有规则和管理的社交组织。
3.6 社群营销 community Marketing
社群营销是依托社交网络信任关系，基于一个或多个相似特征，把具有共同
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营销传播的过程。
3.6 粉丝 fans
粉丝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指对某个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产品
或服务等的热心追随者或支持者。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网站建设与管理、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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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与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理、客户信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
务、网络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数字影像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商务管理、连锁经营管理、市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电
子商务、移动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物流管理、会展策划
与管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包装艺术设计、文化创意与策划、网络新闻与传播、
播音与主持、传播与策划、媒体营销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与应用、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
持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
境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客户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物
流服务与管理、冷链物流服务与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直
播电商服务、会展服务与管理、数字影像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移动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农村电子商务、商务数
据分析与应用、现代物流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艺术设计、
文化创意与策划、网络新闻与传播、播音与主持、传播与策划、网络直播与运营、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市场营销、电子商
务、跨境电子商务、全媒体电商运营、现代物流管理、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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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播音与主持、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数字媒体技术、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
媒体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社交电商运营】（初级）：主要面向社交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和服务企业的

社交电商产品运营、内容运营、用户运营、社群运营、网络直播运营、媒体营销
等社交电商专员岗位。
【社交电商运营】（中级）：主要面向社交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和服务企业的
社交电商产品运营、平台运营、用户运营、社群运营、数字媒体设计、网络直播
运营、媒体营销策划、数据运营等社交电商主管岗位。
【社交电商运营】（高级）：主要面向社交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和服务企业的
社交电商运营规划、运营管理、团队管理等社交电商经理岗位。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划分等级
社交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社交电商运营】(初级)：根据社交电商运营规划从事社交电商信息收集与
调研、社交营销页面设计与发布、社群营销内容制作与发布、社交平台用户触达
与分类、社群粉丝互动与管理等工作任务。
【社交电商运营】(中级)：根据社交电商运营规划，完成社交电商产品规划、
社交电商内容策划、社交电商传播策划、社交电商转化与复购、社交电商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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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工作任务。
【社交电商运营】(高级)：根据企业业务需要完成社交电商运营规划、社交
电商团队组建、社交电商考核评价、社交电商方案设计等工作任务。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社交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1.社交电商
信息收集与
调研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对社交电商平台进行分类，并对其盈利模
式进行归纳总结，如有货型平台、无货有券型平台、
微商城类平台等。
1.1.2 能够调研并总结各平台的经营亮点、用户特征
及人群结构。
1.1 社 交 电 商
1.1.3 能够调研并总结各平台的入驻规则、产品销售
平台信息收集
规则、内容创作规则等基本规则，以及各平台的不可
与调研
逾越和违反的红线规则。
1.1.4 能够调研并归纳总结各平台的收费标准、扣点
规则。
1.1.5 能够撰写包含社交电商平台盈利模式、规则、
玩法等内容的调研报告。
1.2.1 能够运用网络及相关工具，搜索、查阅、调查、
汇总社交电商某个行业的发展状况，例如美妆、服装
等。
1.2 社 交 电 商
1.2.2 能够运用相关趋势指数工具，调研、整理某个
行业信息收集
行业的搜索热度、变化趋势、热搜关键词、热搜属性
与调研
等内容。
1.2.3 能够撰写某个典型行业的社交电商行业调研报
告。
1.3.1 能够搜索、调研、分析竞争者的获客渠道。
1.3 社 交 电 商 1.3.2 能够收集、调研、汇总竞争者的产品体系、属
竞争者信息收 性参数、定价规则等内容。
集与调研
1.3.3 能够撰写某个企业或者品牌的社交电商竞争情
况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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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1 能够根据账号人格体或店铺特点，设计并制作
营销主页面的 logo 或头像。
2.1.2 能够通过分析同类账号或店铺的特点，对照粉
2.1 营 销 主 页 丝画像，设计并制作账号或店铺的核心视觉记忆点，
面设计与发布 如统一画风、标志性装饰图等。
2.1.3 能够在营销主页面呈现设计完成的内容，并进
行发布。
2.1.4 能够建立符合账号或店铺特点的素材库。
2.2.1 能够根据核心利益点、人群属性，传播机制，
设计并制作商品主图和封面图。
2.社交电商
2.2.2 能够根据产品的基本属性、核心卖点、差异化
营销页面设
等关键要素，设计并制作商品介绍页面。
2.2 产 品 页 面
计与发布
2.2.3 能够依据产品运输属性、外形大小、重量、印
设计与发布
刷技术、包装材质等因素，设计并制作符合社交属性
的产品包装展开图。
2.2.4 能够在产品页面呈现设计完成的内容，并进行
发布。
2.3.1 能够根据目标用户特点、活动节点，设计与制
作推广落地页以及线上线下活动海报。
2.3 推 广 页 面
2.3.2 能够根据项目的传播机制，设计并制作传播海
设计与发布
报，便于转发传播、获客。
2.3.3 能够建立推广海报设计的素材库。
3.1.1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收集相关的图文素材。
3.1.2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和设计思路，编写产品软文
3.1 图 文 内 容 文案。
3.1.3 能够根据产品文案和呈现要求，使用图文排版
制作与发布
工具，选择符合软文情境的图片素材，制作信息长图
3.社群营销
并发布。
内容制作与
3.2.1 能够根据短视频创意文案，进行拍摄准备，完
发布
成短视频拍摄。
3.2 短 视 频 内 3.2.2 能够根据短视频创意文案，完成短视频素材剪
容制作与发布 辑与拼接。
3.2.3 能够结合社交平台特点，完成短视频后期特效、
字幕制作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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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1 能够结合直播主题、产品类型、受众人群特点，
搭建布置直播场景。
3.3.2 能够根据直播脚本完成直播活动，在直播过程
中使用话术进行开场介绍，引导关注、点赞、分享，
3.3 直 播 内 容 并进行产品卖点介绍，直播间所展示的所有内容符合
准备与开播
《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
办法（试行）》（2021 年 4 月 23 日国家七部门联合
发布）等相关规定，保证直播内容的合规性和可靠性。
3.3.3 能够在直播过程中，根据直播脚本，开展优惠
活动、悬挂链接以及展示挂图。
3.4.1 能够使用二维码生成工具，根据使用链接内容，
制作相关内容的二维码并发布。
3.4 其 他 内 容 3.4.2 能够使用 H5 场景制作平台，根据设计思路，
选择符合主题的模板，进行 H5 场景制作并发布。
制作与发布
3.4.3 能够针对线下实体店，根据设计思路，在导航
软件内进行位置信息页面制作并发布。
4.1.1 能够根据自身产品特点，确定需触达人群的属
性，制定需触达人群标签。
4.1 触 达 计 划 4.1.2 能够根据触达人群特点，确定触达时间、触达
编写与制定
地点，并制定触达话术。
4.1.3 能够根据社交平台特点，选择触达渠道，制定
用户触达计划。
4.2.1 能够运用社交账号唤醒私域，通过群组内互动、
私信、公开发文等方式触达用户。
4.社交平台
4.2.2 能够运用问答类平台，通过问题提问、问题解
用户触达与 4.2 平 台 用 户 答、跟帖植入等方式触达用户。
分类
触达与拉新
4.2.3 能够运用主流音视频类平台，通过音视频内容
分享、评论、私信植入等方式触达用户。
4.2.4 能够运用生活方式类平台，通过生活类软文分
享植入等方式触达用户。
4.3.1 能够根据新用户的标签属性进行用户分类。
4.3 社 交 用 户 4.3.2 能够对各类新用户进行细分，细化并增加标签
分类与建群
内容及用户需求。
4.3.3 能够根据标签属性，对新用户进行分类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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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1.1 能够持续维护粉丝打卡机制的正常运行，宣布
打卡规则，兑现打卡奖励。
5.1.2 能够持续发布新粉交互活动，宣布交互规则，
5.1 粉 丝 留 存
统计交互效果，提高新粉丝留存率与活跃度。
与活跃
5.1.3 能够持续发布老粉丝互动活动，通过情感交流，
痛点解决，有规律的持续输出利益点，提高老粉丝的
粘性与活跃度。
5.2.1 能够选择并安装群机器人工具，并进行基本设
5.社群粉丝
置，借助工具完成社群内互动游戏、冷笑话、专业知
互动与管理
识等内容调取以及关键字回复、打卡奖励等设置。
5.2.2 能够在社群内使用标准化回复及社群话术，包
括欢迎语、添加问询语、群公告、群规则以及各类常
5.2 社 群 维 护
见问题等，并在输入法软件里设置快捷短语。
与管理
5.2.3 能够在群内针对粉丝提出的产品疑问、下单疑
问、支付疑问、物流疑问等进行标准话术解答，并跟
进问题处理进度。
5.2.4 能够创建并管理知识库，对垂直细分领域的专
业知识、新技能、新知识进行持续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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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交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根据社交账号人格体，分析并确定粉丝画
像，包括年龄段、消费水平、学历背景、兴趣倾向、
人生阶段、家庭情况、教育背景等内容。
1.1 选 品 与 产 1.1.2 能够根据粉丝的人群特点和痛点，进行选品。
品组合设计
1.1.3 能够设计产品组合，对产品系列进行分类分层，
区分流量款与利润款，确定关联组合策略。
1.1.4 能够明确产品的附加属性及服务，最终形成选
品与产品组合设计报告。

1.2.1能够应用FAB法则深度挖掘卖点，分析并排序每
个个性化的属性对用户带来的价值。
1.社交电商
1.2 产 品 卖 点 1.2.2能够通过分析竞争单品的卖点文案，阅读用户
产品规划
挖掘与差异化 评价，采访抽样的目标人群，罗列并排序差异化的关
分析
键价值点。
1.2.3能够根据核心痛点，设计具有记忆点的产品宣
传slogan标语及广告语。
1.3.1能够根据产品工艺和采购成本，结合目标客户
的消费水平，对标同行的定价策略，确定全系列单品
1.3 产 品 定 价 价格。
策略设计
1.3.2能够设计并确定组合套装的价格体系。
1.3.3能够根据采购量的不同，设计产品的批量折扣
方案以及线上线下价格策略。
2.1.1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和目标人群，策划软文内容
大纲和内容记忆点。
2.1.2 能够对信息长图的内容和呈现效果进行把控审
2.1 图 文 内 容
2.社交电商
核，识别信息长图中的敏感词或违规内容，提出优化
策划
内容策划
建议，并安排发布。
2.1.3 能够根据所经营的垂直类目，收集并建立图文
内容素材库，并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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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1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和目标人群，编写短视频创
意文案。
2.2.2 能够对短视频的呈现效果进行把控，识别短视
2.2 短 视 频 内
频中的敏感词或违规内容，提出优化建议，并安排发
容策划
布。
2.2.3 能够根据商用版权说明，创建视频素材库，并
持续更新。

2.3.1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和目标人群，编写直播场景
设计方案，包括场景道具、设备、布景等内容。
2.3 直 播 内 容
2.3.2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和目标人群，编写直播脚本，
策划
包括单品脚本、活动节点设置、现场展示方法、直播
预告的文案、切片等内容。

2.4.1 能够确定二维码链接内容和二维码使用场景。
2.4.2 能够根据产品卖点和目标人群，设计 H5 场景
2.4 其 他 内 容
及内容。
策划
2.4.3 能够根据线下实体店位置及店内主题，设计导
航软件内的位置信息页面，并完善展示内容。

3.社交电商
营销与传播

3.1.1 能够设计会员体系及升级规则，并能够编写出
完整的会员政策方案与激励话术。
3.1.2 能够运用淘宝客的营销传播机制和产品系列的
3.1 普 惠 性 营 准确分类，设计合理的直推折扣与优惠券，并能做好
销杠杆的应用 会员的管理。
3.1.3 能够根据每次传播任务的关键点，制定有效的
传播规则与执行方案，并最终设计出要素齐全的传播
海报。

3.2.1 能够通过分析当下的舆论环境，构建热点素材
库，设计策划各类事件营销策略，明确传达目标，制
定传播话题，巧妙植入产品和理念，促进良性发酵，
3.2 营 销 传 播 达到传播目的。
活动设计
3.2.2 能够应用借力思维，通过分析目标用户的诉求，
确定跨界目的，选中合适的跨界合作伙伴，找到两个
品牌的内在关键联结，通过二次联合设计突破品牌刻
板印象，设计跨界营销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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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1.1 能够运用全媒体工具，对标同行曝光量，设计
提高自身曝光率的优化方案。
4.1.2 能够通过优化图片、文案、视频等方法，对标
同行同层账号的点击率，提出提高点击率、访问率的
4.1 转 化 漏 斗 策划方案。
的应用
4.1.3 能够通过设计咨询有礼等活动，提出提高咨询
数量与比率的优化方案。
4.1.4 能够通过优化客服话术、产品服务、维护评价
体系等方式，提出提升初次下单率、复购率的优化方
案。

4.2.1 能够设计并创建粉丝标签类型与个人有效信息
4.2 粉 丝 分 类 标签字段。
4.社交电商 分层的管理
4.2.2 能够根据用户标签类型，分别搭建主题群组，
转化与复购
精准选择素材库内容进行有效互动。

4.3.1 能够设计粉丝打卡机制，以及新粉交互、老粉
互动机制。
4.3.2 能够根据粉丝身份职业属性，确定沟通、信息
分发的时间段，并测试效果，进行优化调整。
4.3.3 能够依据账号人格体定位和语言结构，编写优
4.3 转 化 与 复
化催单催付引导文，建立催付话术库。
购技巧的应用
4.3.4 能够依据粉丝类型和标签分组，分别指定关联
推荐商品或服务的话术方案，建立关联推荐逻辑话术
数据库。
4.3.5 能够根据粉丝的购买频次，兴趣方向，制定有
效的商品推新话术文案库。

5.1.1 能够根据社群运营的关键数据指标进行数据的
采集与统计，包括：用户相关数据指标、促活相关数
5.社交电商
5.1 社 群 运 营 据指标，转化相关数据指标等。
数据分析与
5.1.2 能够根据采集到的社群运营数据，进行数据分
数据分析
优化
析，并向决策者提交有效的社群运营数据日报、周报、
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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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2.1 能够使用数据采集工具，采集与处理直播运营
相关的关键数据指标，包括：流量相关数据指标，互
5.2 直 播 运 营 动相关数据指标，转化相关数据指标，粉丝相关数据
指标，推广相关数据指标等。
数据分析
5.2.2 能够对直播运营数据进行可视化统计分析，并
向决策者提交有效的直播运营数据日报、周报、月报。

5.3.1 能够使用数据采集工具，采集与处理短视频运
营相关的关键数据指标。
5.3 短 视 频 运
5.3.2 能够使用短视频数据分析工具，对采集到的短
营数据分析
视频运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向决策者提交有效的
短视频运营数据日报、周报、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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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交电商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根据顶层设计要求，分析自建社交电商
app 的功能需求，编制首页模块、菜单栏、二三级页
面需求清单。
1.1 社 交 平 台 1.1.2 能够依据账号定位，开展微信公众号的首页菜
架构的需求设 单设计，自动回复目录设计，跳转模块需求设计，编
计
制需求清单。
1.1.3 能够针对不同商品属性，设计商城应用的类目
构架、上架产品下拉属性字段、定义属性字段、服务
属性字段等，并编制商城应用开发的需求清单。
1.2.1 能够依据团队创作能力，对标账号定位，明确
内容账号的布局渠道，确定自营账号、合作账号的数
1.2 社 交 账 号 量及分布。
1.社交电商 矩阵的布局规 1.2.2 能够聚焦某一垂直类目，对矩阵内的每个账号
划
进行目标人群分类，编制账号矩阵的人群覆盖图。
运营规划
1.2.3 能够根据账号分类图表，框定账号的基本人格
体的范围，及账号之间的差异性。
1.3.1 能够采用逆向思维、渠道思维，结合行业、平
台、竞争对手的分析报告，制定明确的项目目标，包
括涨粉数量、传播速度、销售目标、货品总数等，以
结果导向倒推行动方案。
1.3 运 营 目 标 1.3.2 能够根据总目标内容，分项目进行拆解，编制
与预案的编制 阶段性目标，利用甘特图等项目管理工具，明确分项
目标达成的时间轴、最小颗粒度、反馈机制、修正方
法。
1.3.3 能够罗列项目的最大风险点，分析该风险带来
的极端后果，制定应对预案。
2.1.1 能够根据项目实际需求，通过必要性分析，确
定所需配置的岗位名称，层级设计，编制岗位清单。
2.1.2 能够根据工作量、工作难度，确定每个岗位的
2.社交电商 2.1 组 织 架 构
人员数量及当前配置情况，制定招聘计划，并编制组
团队组建
的搭建与分工
织架构图。
2.1.3 能够对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系统化的梳理，明
确分工，编制各个岗位的职责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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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1 能够针对内部团队设计包含模式认知、团队技
能、流量获取、团队管理、产品与品牌等方面的培训
方案，创建内部团队培训资源库。
2.2.2 能够针对分销商和代理团队，设计包括模式认
2.2 培 训 方 案 知、心态理念、品牌与产品、社群运营技巧、个人
的设计
IP 打造、推介话术、客诉处理、领导力、演讲技巧
等内容的培训方案，创建分销商和代理团队培训资源
库。
2.2.3 能够根据培训内容，编制培训计划表，合理安
排培训的板块和时间。
2.3.1 能够根据项目总体目标及创始人的个人风格，
构建团队愿景，设计符合当前团队组成和年龄结构的
企业文化。
2.3.2 能够设计让新员工快速融入的文化活动和举
措，包括职业认知、岗位认同、团队关系建立、师徒
2.3 团 队 文 化
培养制度建立等，编制新员工破冰方案。
氛围的营造
2.3.3 能够设计提升全员凝聚力的系列活动和举措，
围绕员工归属感、集体荣誉感、岗位责任感等内容进
行策划设计，打造民主和谐氛围，打通上传下达的沟
通渠道，设置员工满意度反馈机制，编制员工文化活
动方案。
3.1.1 能够根据指标提取的明确性原则、可衡量原则、
可达成原则、时效性原则，对项目核心业务流程进行
关键成功因素分析，制作各个部门的成功要素鱼骨
图。
3.1 关 键 绩 效
3.1.2 能够从部门级分解到岗位级，对照每个岗位业
指标的提取
务流程中的关键职责，提取可量化考核的关键绩效指
标，明确指标的定义和设计目的。
3.1.3 能够设置与职业素养、工作态度相关的定性考
3.社交电商
核指标，汇总编制各个岗位的绩效指标清单。
绩效考评
3.2.1 能够结合实际执行情况或行业标准，对照项目
目标和项目发展的阶段，设计关键指标的权重占比。
3.2 考 核 项 权 3.2.2 能够对指标的标准和计算公式进行详细描述，
重及分值设计 包括满分标准、扣分标准、加分标准等。
3.2.3 能够明确指标的数据来源、统计标准、统计周
期及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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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3.1 能够结合企业文化氛围和团队特点，通过局部
调研，制定包含加扣分项的个人考核激励试运行办
法。
3.3 考 核 激 励
3.3.2 能够结合部门和领导人优势特长，制定包含加
方案的编制
扣分项的部门、负责人、管理层考核激励试运行办法。
3.3.3 能够设计编制本团队员工、部门、管理层的月
度、年度考核表。
4.1.1 能够根据实体店的类型、规模、行业特点，寻
找发掘与社交电商结合的切入点，在产品、服务、消
费场景中挖掘并创造社交传播基因，罗列社交因子表
单。
4.1.2 能够围绕实体店增加获客的核心目标，根据产
4.1 实体店+社
品及服务的内容，创造分享的动机，并设计营销传播
交电商解决方
规则。
案设计
4.1.3 能够根据实体店的人员配备情况，选定线上推
广方式，制定让门店员工、分销商成为传播因子的策
划方案，以及利润分配方案。
4.1.4 编制综合解决方案，包括 swot 分析，团队组
建方案、渠道方案、预算与可行性分析。
4.2.1 能够根据工厂的规模、产能、设备基础、工艺
及开发能力，结合当前的业务类型，对比行业和竞争
4.社交电商
对手情况，设计符合社交属性的产品体系重塑方案，
方案设计
包括类目、外观、规格、包装等。
4.2.2 能够制定外包或自建团队组建计划，设计架构，
4.2 工厂+社交 明确职责分工，预算人员成本。
电商解决方案 4.2.3 能够选定推广渠道和方法，编制渠道布局计划、
设计
营销传播计划，包括销售平台载体的使用计划，内容
账号的 IP 打造计划，账号矩阵的规划等，并制定推
广预算。
4.2.4 能够聚焦工厂品牌化、国际化的社交转型路线，
紧扣海外社交电商新机遇，制定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蓝
图，编制整体解决方案，并评估可行性。
4.3.1 能够根据传统电商企业的销售平台，产品类型，
销售体量，开发能力制定社交电商转型的短期、长期
4.3 传 统 电 商
目标。
企业+社交电
4.3.2 能够充分利用原电商平台客户信息，结合客户
商方案设计
的兴趣特征，借助微信号、社群、抖音等工具，制定
私域鱼塘的创建和导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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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3 能够通过对客户画像和痛点需求的深入分析，
借助线上线下活动，激励用户自发内容创作，制定新
老粉丝的强互动方案。
4.3.4 能够编制整体解决方案，包括 SWOT 分析、团
队组建方案、渠道方案、预算和可行性分析。

4.4.1 能够通过分析乡镇的的自然环境、旅游资源、
农产品资源，确定社交推广的核心主题和标语，制定
打造农村网红新地标的改造方案。
4.4 农 村 、 农
4.4.2 能够选定合理的推广渠道和方法，编制渠道布
产品+社交电
局计划、营销传播计划，包括农产品的社群推广方案、
商解决方案设
平台推广方案，以及特色农旅资源的社交传播方案。
计
4.4.3 能够匡算项目启动资金预算，营销成本，确定
资金来源，制定社交账号的粉丝目标、销量目标，并
评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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