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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

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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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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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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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52-2020 电子商务业务术语
GB/T 36311-2018 电子商务管理体系 要求
GB/T 36310-2018 电子商务模式规范
GB/T 31232.1-2018 电子商务统计指标体系 第1部分：总体
GB/T 31232.2-2014 电子商务统计指标体系 第2部分：在线营销
GB/T 36683-2018 汽车售后服务评价规范
GB/T 36686-2018 汽车售后服务规范
GB/T 35408-2017 电子商务质量管理 术语
GB/T 33245-2016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信息描述 汽车配件
GB/T 31524-2015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与技术规范
GB/T 30323-2013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
GB/T 19252-2010 电子商务协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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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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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8652-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子商务 e-commerce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3.2 电子商务平台 e-commerce platform
为交易的双方或多方提供信息发布、信息递送、数据处理等一项或多项服务，实
现交易撮合目的的信息网络系统。
[注:改写GB/T 35408- 2017,定义2.1.2。]
3.3 客单价 unit price by customer
平均成交金额，反映一个时间段内用户购买的能力。
3.4 转化率 transfer rate
统计周期内，完成转化目标行动的总次数占总访问次数的比例。
3.5 登录转化率 login transfer rate
统计周期内，网站登录会员数占网站登录用户数的比例。
3.6 成交转化率 deal transfer rate
统计周期内，下单购买的用户数占网页浏览的用户数的比例。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新能

源汽车维修、网站建设与管理、市场营销、商品经营、客户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网
络营销、跨境电子商务、客户服务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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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电子商务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信息
统计与分析、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商务管理、互联网金融、市场营销、广告策划与营销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互联网金融、国际经济与贸易、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
车维修工程教育、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市场营销、国际商务、市场营销
教育、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汽车服务与营销、网站建设与管理、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媒体
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应用、移动应用技术与服务、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客
户信息服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直播电商服务、汽车
运用与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物流服务与管理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技术、统计
与大数据分析、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连锁经营与管理、商务管理、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互联网金融、国际经济与贸易、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汽
车维修工程教育、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市场营销、国际商务、市场营销
教育、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汽车服务工程技术、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
务、全媒体电商运营、汽车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
工程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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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职业岗位（群）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初级）：主要面向互联网汽车销售服务企业，

含互联网汽车销售企业、互联网汽车服务企业、汽车配件销售企业、4S店、汽车综合
服务企业中的网络市场专员、网络销售专员、网络公关专员等相关岗位（群）。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中级）：主要面向互联网汽车销售服务企业，
含互联网汽车销售企业、互联网汽车服务企业、汽车配件销售企业、4S店、汽车综合
服务企业中的网络市场分析师、网络销售顾问、网络公关经理等相关岗位（群）。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高级）：主要面向互联网汽车销售服务企业，
含汽车企业、互联网汽车销售企业、互联网汽车服务企业、汽车配件销售企业、汽车
4S店、汽车综合服务企业中的品牌运营总监、网络运营总监、市场部经理、企划部经
理、公关部经理等相关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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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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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初级）：根据业务流程的要求，从事汽车门
户类网站信息搭建与维护、汽车配件电商平台信息维护、企业公众号设立与运行维护、
企业直播平台设立与运行维护、企业网站建设与运行维护、汽车品牌软文设计制作与
发布、汽车促销及服务团购信息设计制作与发布、微信微博信息的发布与管理、汽车
业务网上集客、客户问题处理、线上客户成交促成、线上客户关系维护、网络热点事
件收集、汽车竞品信息收集、车辆销售价格走势信息收集、汽车业务平台网络数据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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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备份等工作任务，具备电子商务汽车业务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维护和备份能
力。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中级）：根据业务运营的要求，从事网上客
户的接洽、品牌车辆软文的制作、网站媒体信息效果监测、网站论坛信息维护管理、
汽车市场动态分析、网络汽车促销活动设计、网络活动数据分析、网络客户汽车及服
务消费调研、网络合作企业关系维护、企业公众号信息制作、网络直播服务等工作任
务，具备电子商务汽车业务的调研、分析、制作、运营与客户关系维护的能力。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高级）：根据业务运营管理需要，从事网上
汽车品牌运营战略的制定、网络媒体伙伴的洽谈、网络突发事件处理、网络活动调研
分析决策、网络活动数据分析及管理改善等工作任务，具备电子商务汽车业务的拓展、
运营、管理和决策的能力。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对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官网中的信
息进行日常宣传推广，维护搜索引擎后台，
保证网站浏览量。
1.1.2 能够管理、更新、替换官网的车型数据、
服务数据、新闻信息、活动信息等内容。
1.1.3 能够对官网的客户反馈意见和建议信
息进行记录并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及时
1.汽车 电商服务 1.1 汽车 销售服务 跟进和反馈客户结果。
平台建设与维护 企业网站运行维护 1.1.4 能够根据市场和销售部门组织的线上
活动，执行、反馈、总结和改进，不断拓展
和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
1.1.5 能够及时与合作企业、异业联盟进行线
上资源整合，为汽车销售和服务业务线上拓
展提供支持。
1.1.6 能够对线下门店业务系统的服务内容
进行维护，并了解服务内容所需要的工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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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汽车 门户类平
台信息建设与维护

1.3 汽车 销售服务
企业公众号建设与
维护

1.4 企业短视频/直
播号的建设与运维

2.汽车 电商服务 2.1 汽车 品牌软文
平台实施与维护 制作与发布

备。
1.1.7 能够及时根据门店业务需求，对门店
业务系统内的套餐内容进行增加或删除。
1.2.1 能根据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等服务
企业需求，在汽车门户类平台进行企业信息
的注册、登记。
1.2.2 能根据汽车销售、配件销售和服务业
务，完成销售信息、服务业务列表和服务价
格体系信息设置。
1.2.3 能根据汽车营销策划活动方案，完成汽
车线上宣传活动的发布。
1.2.4 能根据企业需求，管理企业门户网站的
信息，并根据企业人员权限，对平台账号进
行权限设置，并存档管理。
1.2.5 能够整理客户线上提出的问题，并提交
有关部门人员，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客户。
1.3.1 能根据汽车业务的需要，申请、注册企
业公众号，并进行公众号信息设置。
1.3.2 能根据汽车业务特点，设计并搭建公众
号的功能目录。
1.3.3 能根据汽车企业市场部的需要，对企业
公众号文章进行设计、制作与发布管理。
1.3.4 能够结合汽车业务中的车辆、精品和服
务特点，对企业微信小程序进行日常内容更
新与维护。
1.3.5 能够协助市场和销售部门，利用微信进
行企业宣传信息的发布和管理。
1.4.1 能够掌握常见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操
作，熟知主流平台的受众群，并根据企业市
场宣传部门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平台，申请、
注册企业或个人的短视频账号和视频直播
号。
1.4.2 能够协助市场和宣传部门，进行汽车产
品短视频拍摄和汽车产品推广销售直播实
施，开展直播前测试、客户常见问题回复、
疑难问题记录等工作。
1.4.3 能够对直播客户进行成交转化，及时将
意向购车客户信息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提交
市场销售部门跟进处理。
1.4.4 能够对直播数据进行采集，形成数据
报表提交市场部门分析。
2.1.1 能够根据市场部提供的汽车品牌软文，
选择适合的推送平台。
2.1.2 能够根据平台特点，掌握快速 H5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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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汽车 促销及服
务团购信息制作与
发布

2.3 汽车 销售虚拟
展厅制作与发布

2.4 汽车业务推广
短视频的拍摄实施
与发布

2.5 汽车 业务直播
活动的实施与运营

编辑工具、美图工具、音视频编辑工具等操
作的基本能力，对汽车品牌软文进行数字化、
媒体化编辑和制作，并根据平台内容格式要
求进行审核、上传和发布。
2.1.3 能够在汽车垂直媒体平台上对已上线
的软文进行置顶、热搜、线上广告推送等设
置，并根据需求进行维护管理。
2.2.1 能够根据市场部提供的促销团购信息，
协助美工人员进行设计、开发和制作。
2.2.2 能够根据汽车业务服务性质，完成不同
类型团购信息的媒体选择，并在电子商务平
台上完成设置和发布。
2.2.3 能够将汽车电商服务平台上客户意向
信息进行同步搜集，形成报表，及时反馈相
关部门跟进，并将跟进的结果在平台上进行
反馈。
2.3.1 能够根据企业宣传要求，协助市场部完
成企业汽车虚拟展厅工作的设计。
2.3.2 能够使用数字采集设备，对汽车企业展
厅进行现场数据采集，并制作汽车虚拟展厅
文件。
2.3.3 能够将制作完成的汽车虚拟展厅文件，
上传并发布至汽车垂直媒体平台上，完成网
上虚拟店的建设工作。
2.4.1 能够根据企业宣传要求，协助市场部人
员完成汽车业务推广短视频拍摄准备工作。
2.4.2 能够熟练使用短视频拍摄的主要和辅
助工具，搭建拍摄环境。
2.4.3 能够利用常用的视频拍摄技巧，完成汽
车业务短视频内容的拍摄。
2.4.4 能够独立或协助媒体制作公司，使用常
用的视频剪辑软件，对视频进行编辑。
2.4.5 能够根据宣传需要，选择合适的汽车垂
直媒体平台，并根据电商服务平台的要求审
核、上传和发布短视频。
2.5.1 能够根据企业宣传要求，协助市场部人
员完成直播平台的测试准备工作。
2.5.2 能够熟练使用直播相关设备和工具，搭
建拍摄环境。
2.5.3 能够熟练使用直播平台流量转化功能，
完成汽车业务和合作异业联盟企业的产品链
接设置。
2.5.4 能够在直播的时候，协助市场部进行平
台的转接跳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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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能够协同市场部、销售部、售后服务部
的人员，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客户问题、
记录客户疑问，提交相关部门并寻求解决方
案。
3.1.1 能够完成多平台的日常管理，及时搜
集、整理客户信息，并录入到企业管理系统
中。
3.1 客户 信息的管
3.1.2 能够将客户信息进行分类，并将重点跟
理
进的客户，汇总后提交到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3.1.3 能够及时更新、完善客户信息资料，做
到及时、准确、完整、清晰。
3.2.1 能够及时记录汽车电商服务平台中客
户反馈的问题，并进行分类汇总。
3.2.2 能够对常见问题，按照标准话术，充分、
清晰的进行主动回复。
3.2 客户 问题的处
3.2.3 能够将无法回复的问题，及时提交相关
理
部门，寻求问题解决方案，征得部门同意后，
及时回复客户。
3.汽车 电商服务
3.2.4 能够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和平台规定，
平台 客户关系管
对网上客户非法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处理。
理
3.3.1 能够完成汽车电商服务平台客户信息
分析，查找出不同需求的客户资源，并对客
户进行数据画像。
3.3.2 能够根据客户数据画像，协助企业相关
部门人员，有针对性的向客户进行汽车信息、
服务信息或活动信息的推广。
3.3.3 能够根据通过各汽车电商服务平台客
3.3 客户关系维系 户的活跃度和企业客户数据分析对比，完成
预计流失客户和流失客户的查找，提交给相
关部门，并协助各部门完成客户调查和挽回
措施。
3.3.4 能够根据客户流失原因，协助相关部门
进行汽车电商服务平台措施选择，并进行短
信、网络推送、电子优惠券等系列活动的设
置。
4.1.1 能够利用国家法定节假日、热门电商活
动日、电商网络推广日等一系列的时间节点，
搜集汽车网络热点。
4.1.2 能够及时发现汽车产品网络热点话题，
4.汽车 电商服务 4.1 网络 热点事件
整理网络各方话题来源和原因。并时刻关注
平台信息采集
收集
竞争品牌，搜集、整理竞争品牌的话题宣传
资料。
4.1.3 能够将热点事件收集、整理，反馈给企
业相关部门，进行宣传准备。借助网络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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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客户资源。
4.2.1 能够通过各大汽车电商服务平台掌握
企业的竞品车辆和竞争企业动态。
4.2.2 能够利用竞品分析，将竞品车型、活动、
4.2 汽车 竞品信息
客户关注点等信息，收集、分类、整理，形
收集
成数据报告。
4.2.3 能够及时发现竞品口碑的优劣点，反馈
市场部门，针对性的设计销售话术。
4.3.1 能够收集当地以及品牌市场经济的发
展走势信息，形成市场数据分析报告。
4.3.2 能够收集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车辆关注
4.3 网络 汽车业务 度走势，形成平台数据走势分析报告。
数据的收集、维护 4.3.3 能够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整理，提供
与备份
给企业相关部门进行数据参考。
4.3.4 能够及时备份各汽车服务平台业务资
料和数据，形成规范的备份文档，以便留档
查询。
表 2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软文制作

1.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推广方案制
作

1.2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活动策划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根据汽车销售产品或服务的目标，
结合品牌服务特点，编写汽车业务广告宣传
性软文。
1.1.2 能够根据网络热点话题、新闻热点，编
写符合汽车品牌效应的转述性、观点性软文。
1.1.3 能够结合汽车专业技术知识，围绕汽车
产品和保养技巧，编写具有经验分享性、话
题讨论性、故事讲述性软文。
1.1.4 能够借助汽车品牌厂家政策或品牌优
势，编写具有客户新引力的情感诱导性软文。
1.1.5 能够按照软文编写的要求，完成软文的
构思、布局和决策，行文要求立意新，亮点
足，能够吸引粉丝关注，形成销售转化成果。
1.2.1 能够根据汽车业务的需求，制订并开展
网络活动调研，并形成调研统计数据和调研
结果分析报告。
1.2.2 能够根据调研报告的结果，制订汽车电
商服务平台业务活动策划方案
1.2.3 能够根据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网络活动
的实施计划，完成线上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1.2.4 能够在网络活动实施过程中，及时跟进
意向客户，解决客户的问题和疑问，并及时
纠正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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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数字媒体策划

2.1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线上活动推广
运营

2.汽车业务网络
自媒体运营

2.2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短视频推广运
营

2.3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直播推广运营

3.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大客户关系
管理

3.1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意向客户销售
转化

1.3.1 能够根据汽车业务的需求，制订并开展
数字媒体形式的宣传策划活动。
1.3.2 能够掌握常见数字媒体的制作形式，并
熟练掌握常用的数字媒体制作工具。
1.3.3 能够根据数字媒体工具的特点以及汽
车业务宣传要点，进行数字媒体资源的设计。
1.3.4 能够根据微信公众号、微店、短视频平
台、直播平台等媒体客户群特点，开展差异
化的汽车业务的推广、销售与服务策划。
2.1.1 能够根据汽车业务推广要求，提供完整
的线上推广活动的产品详细信息。
2.1.2 能够提供完整的活动计划和实施方案，
组织并监督网络运营人员，进行线上搭建。
2.1.3 能够在线上活动开展的同时，及时跟进
客户转化疑问。
2.2.1 能够精选汽车业务产品和服务，提炼重
点与精华，完成短视频方案的制作。
2.2.2 能够带领团队，组织开展短视频拍摄工
作，并与制作团队沟通，完成视频的剪辑与
特效制作。
2.2.3 能够制作短视频线上/线下的运营方
案，结合汽车电商服务平台客户的画像数据，
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推送。
2.3.1 能够准确定位汽车企业产品和服务推
广目的，为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直播准备充足
的技术和信息资料。
2.3.2 能够根据汽车产品直播内容设计宣传
海报和软文内容，遵守直播平台的内容规范，
并列出直播的方案。
2.3.3 能够担任汽车业务和服务的线上主播，
或能够承担线上主播的团队，共同完成线上
直播活动。
2.3.4 能够完成每一次直播活动跟进宣传以
及直播复盘，并进行直播改进。
3.1.1 能够对各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的客户信
息进行数据分析，依据客户分级标准，对客
户信息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3.1.2 能够根据汽车业务数据进行潜在客户
深度挖掘。
3.1.3 能够利用数据分析手段，分析汽车业务
客户购买倾向，制订客户沟通放方案，并跟
进潜在客户，增加线下沟通的机会促进汽车
产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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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客户异议处理

3.3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客户数据分析
改进

3.4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大客户关系维
系

4.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数据分析处
理

4.1 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数据目标、监
控指标制订与数据
分析

3.1.4 能够对客户线上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
回复。对同类型问题，形成统一话术，并形
成方案提供相关部门使用。
3.1.5 能够组织优质客户，参与线上汽车电商
平台的直播互动和短视频评论，对线上客户
问题进行审核和管理。
3.2.1 能够依据客户投诉处理程序，完成汽车
电商平台客户异议的接收、出具处理方案或
意见，并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实施。
3.2.2 能够根据客户异议缓急程度采取相应
措施或进行网络回访。
3.2.3 能够统计分析客户异议数据，对汽车电
商服务平台的服务进行问题汇总，并形成改
进建议。
3.3.1 能够分析汽车电商服务平台活动期间，
汽车业务重要数据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变化
原因。
3.3.2 能够对汽车电商服务平台销售数据进
行细化分析，对平台的访问量、客户成交量、
客单价、客户转化率以及客户流失率等数据
进行详细的分析。
3.3.3 能够依据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的基本指
标体系，完成总体运营指标、网站流量指标、
销售转化指标、客户价值指标、商品类指标、
市场营销活动指标、风险控制指标和市场竞
争指标进行分析
3.4.1 能够及时将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转化的
销售信息、政策及时传递给大客户单位，保
持与大客户单位的维护与联系，最终促进成
交。
3.4.2 能够分析汽车业务企业线下大客户资
源中的目标客户单位和群体，参与线上团购、
直播等活动，并形成线上优质客户舆论。
3.4.3 能够分析大客户的购买实力和购买诚
意度，并进行综合评估。
3.4.4 能够搜集异业大客户的相关信息，洽谈
合作方式、活动方式、优惠方式，形成汽车
电商服务平台的异业联盟。
4.1.1 能够制订汽车电商服务平台上汽车业
务数据分析的目标。
4.1.2 能够在汽车电商服务平台上，采用合理
的数据采集工具，形成数据分析基础。
4.1.3 能够制作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线上数据
采集方案，并组织数据采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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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媒体平台目
标、监控指标制订
与数据分析

4.1.4 能够将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的数据形成
清晰的数据报告。
4.2.1 能够制订自媒体平台活动预期分析目
标和监控指标。
4.2.2 能够在自媒体平台活动过程中，及时监
控实际数据与目标数据的变化情况，及时提
供直播和活动改进建议，并组织团队实施。
4.2.3 能够在自媒体平台上使用工具监控数
据，及时与线上客户互动，促进销售转化，
达成预期目标。
4.2.4 能够在自媒体活动结束后，进行数据分
析，对实现目标、监控指标等数据的达成率、
问题点进行分析，形成数据报告。

表 3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运营与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汽车 电商服务
平台营销战略目标
制订

1.2 汽车 电商服务
1.汽车 电商服务
平台推广计划制定
平台 营销战略制
订

1.3 汽车 电商服务
平台市场推广体系
完善与优化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够根据汽车企业营销战略目标，结合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整体运行机制，制订汽车
企业线上活动战略目标。
1.1.2 能够根据汽车企业品牌运营目标，结合
汽车电商服务平台客户群定位，制订不同汽
车电商服务平台的活动机制和活动实施策
略。
1.1.3 能够完成各汽车电商服务平台活动的
实施规则，并将实施目标分解到各个部门。
1.2.1 能够根据定期活动计划，选择适合的汽
车电商服务平台，并根据平台的特点，制订
完成渠道推广计划。
1.2.2 能够结合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特点，制订
推广内容和推广形式。
1.2.3 能够将推广工作分解到相关部门，落实
执行，并跟进实施过程，及时解决实施过程
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1.3.1 能够掌握汽车行业及客户竞争品牌的
信息及动态，制订长期战略性的公共关系策
略和高价值的相关商业建议。
1.3.2 能够完成汽车电商服务平台频道管理
与栏目的发展规划。
1.3.3 能够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分析和了解用
户需求和市场情况，制定汽车电商服务平台
市场运营推广策略，完善市场运营推广体系
和管理机制。
1.3.4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用户反馈，制定和
实施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的运营改善策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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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有计划地积累资源，整合业内互换资
源，支持业务良性健康发展。

2.汽车 电商服务
平台 公共关系与
舆论管理

3.汽车 电商服务
平台 渠道开发与
维护

2.1.1 能够提升客户团队的专业服务水准，保
证客户满意度并实现客户市场传播目标最大
化，以稳固并提升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线上客
户的品牌忠诚度。
2.1 网络 公关关系 2.1.2 建立深度的行业媒体关系，有效地挖掘
管理
并发挥媒体资源的综合效力。
2.1.3 积极建设行业的优质客户关系，开拓并
寻求新的商业机会。
2.1.4 能组建并管理高绩效的线上客户服务
团队，负责团队成员的业绩表现及发展规划。
2.2.1 能够有效利用网络平台管理工具，管理
并解决线上负面及非法舆论问题。
2.2.2 能够对网络平台汽车品牌及业务服务
造成严重影响的舆论进行及时的处理，并采
2.2 网络舆论管理
取有效的弥补措施。
2.2.3 能够制订网络汽车品牌宣传正向舆论
机制，充分保障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的良性运
转。
3.1.1 能够利用调研方法，完成汽车电商服务
平台合作洽谈，结合汽车业务特点制订合作
商务计划，并形成渠道维护方案。
3.1 线上 合作推广 3.1.2 能够建立汽车电商服务平台监督制度，
渠道的建设与维护 保证合作业务正常运作。
3.1.3 能够根据业务的需要，及时调整汽车电
商服务平台上的宣传策略，网站内容与汽车
线下业务及时、准确的配合对接。
3.2.1 能够促进汽车业务的市场渠道合作，商
3.2 市场 渠道合作 业模式制定与开发。
方案规划
3.2.2 能够统筹制定公司运营指标，执行公司
战略计划，拟定商业运营方案。

4.1.1 能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汽车电商服
务平台发展做出评估建议。
4.1.2 能够指导技术部门，明确网络数据监测
4.1 网络数据分析 指标，加强和完善汽车业务线上数据的追踪
4.汽车 电商服务
和挖掘精准度。
平台 数据分析与
4.1.3 能够依据数据分析结果，优化汽车业务
决策
线上营销策略，提高线上营销转化率。
4.2.1 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电子商务
4.2 平台 业务管理
平台和汽车业务线上活动的战略目标，及时
决策与服务改善
进行管理转型，改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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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能够根据业务转型需求，协助平台业务
设计人员完成线上服务平台的需求分析改进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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