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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销体系概述 

1.1. 指导原则 

积极利用互联网营销工具，缩短产品流通渠道，为用户和体系参

与各方创造更大利益。 

减少公司专职销售人员，鼓励农资从业者兼职参与营销体系统。 

体系各部分互联互通、自组织、自成长、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强有力的产品、技术、传播支持。 

1.2. 体系构成与参与主体 

产品销售：网上直销的商城部分和线下零售的直销商部分。 

不经过任何批发商、经销商、区域代理商等中间机构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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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广:线上推广员系统、线上分销商系统、线下直销商系统。 

系统参与主体：用户会员、推广员、分销商、直销商、招商专员、

技术支持。 

鼓励传统批发商、经销商、代理商以推广员、分销商身份参与销

售系统。 

鼓励各种农资从业者兼职参与到营销体系中。 

1.3. 用户如何购买产品 

用户可通过 2 个途径购买产品，一个是在商城注册会员，直接网

上购买，一个是通过分布各地的直销商处购买。 

提供 3 个商城入口：手机端商城入口、微信小程序商城入口和电

脑网页端商城入口。 

益禾箭公司所有商品实行全国统一价格，无论线上或线下价格一

致、无差别。 

1.4. 如何参与推广产品 

益禾箭公司通过 3 个系统推广产品： 

线上推广员系统、线上分销商系统、线下直销商系统。 

注册成为商城会员后，不仅可以购买产品（非必须），也可进一

步申请为推广员、分销商、直销商，参与推广产品并获得收益。 

1.4.1.推广员系统 

无限多级制（葡萄树状结构），可实现快速裂变式推广。任何推

广员都可以建立自己的销售组，不仅获得自己的推广奖励，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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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一定比例的下级推广员（组员）的业绩奖金（邀请奖励）。

推广员还可以推荐线下直销商（零售商），快速增加自己业绩。 

1.4.2.分销商系统 

为二级分销制，分销商既可直接发展会员，销售产品，获得佣金，

也可以推荐二级分销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销售网络。分销商不

可以再推荐直销商。 

1.4.3.直销商系统 

为线下销售系统。直销商具有双重身份，既为线上特殊会员，线

上购买产品，享受优惠折扣价格；又是线下销售商，以线上统一

价格向用户线下销售产品。直销商和公司之间为买卖关系。 

n 推广员可邀请他人成为推广员、直销商； 

注册会员也可不经过任何第三方推荐，直接向商城申请成为推广

员、分销商、直销商；  

n 分销商必须向商城直接申请，不可以经过第三方推荐后申请。 

n 益禾箭公司招聘专职区域销售经理、销售人员、招商专员和

技术支持人员，欢迎加入。 

2. 网上商城 

2.1. 性质 

网上商城既是用户购买产品的场所，又是推广员、分销商获得销

售佣金的工具，也是直销商订货、获得价格折扣的交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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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商城入口 

手机端商城入口、微信小程序商城入口、电脑网站端商城入口 

2.3. 进入方式 

A、手机扫码进入。 

 

 

B、域名进入。  

电脑浏览器 www.gr-rocket.com，手机浏览器 m.gr-rocket.com 

C、微信进入小程序商城 

微信-发现-小程序-搜索“益禾箭”-选择“益禾箭扩增机”小程序 

或 

微信-通讯录-公从号-选”+”号-输入“益禾箭”-进入"益禾箭

扩增机”公众号-加入我们-（小程序）微商城 

D、通过推广员、分销商的产品推广海报或邀请海报扫码进入。 

特别说明：通过推广员、分销商邀请或产品推广海报进入商城，

并注册会员的，将通过推荐码把推荐人和被推荐人联系起来，形

成上下级销售关系，推荐人也将获得销售佣金。 

E、通过益禾箭公司或其他合作伙伴、媒体提供的电子或纸质宣

手 机 微

商城 

小 程 序

商城 

电 脑 网

站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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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品入口进入商城系统。 

F、下载手机 APP 进入商城。 

3. 会员系统  

3.1. 会员注册 

网上商城实行会员制，注册正式会员后才可进行线上交易。会员

注册是进一步申请推广员、分销商、直销商的前置程序，不可缺

少的步骤。 

注册会员分 3 类：普通会员、大客户会员、直销商会员。不同级

别会员价格折扣不同。普通会员实行自主注册制，不需要审批；

大客户会员、直销商会员、推广员、分销商需要先注册成为普通

会员，再经申请、商城后台特殊审批程序。 

3.2. 不可兼任规则 

同一注册会员可申请成为商城推广员或分销商，只能二选一，不

可兼任。分销商同时兼职推广员，须另行注册，获得另外一个注

册号；反之亦然。 

3.3. 会员注册入口 

手机端商城入口、微信小程序商城入口、电脑网站端商城入口 

小程序商城：底部任务栏‘我的’-登录界面-头像-会员登陆界面

-选择注册方式：微信手机号一键登录/其他手机号登录-允许绑

定手机号-自动进入会员中心-注册成功。 

手机商城：会员中心-会员登录/注册-已有账号可直接登录-没有

账号-免费注册进入会员注册页面-输入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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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账号密码-输入会员姓名-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会员注册

协议》-自动进入会员中心-注册成功。 

电脑网站：左上角注册按钮-会员注册-输入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

-设置账号密码-输入会员姓名-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会员注

册协议》’-自动进入网站首页-左上角显示账号登录-注册成功。 

3.4. 会员优惠 

用户可参与商城各种优惠活动，包括积分、折扣等。 

4. 推广员系统 

4.1. 描述 

推广员销售系统是益禾箭公司 3 大销售系统之一，线上推广、销

售。推广员系统为无限多级制（葡萄树状结构），可实现快速裂

变式推广。任何推广员都可以建立自己的销售组，不仅获得自己

的推广佣金，也可获得一定比例的下级推广员（组员）业绩佣金。

推广员还可以推荐线下直销商，快速增加自己业绩。 

4.2. 推广工具 

商城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互联网推广工具，包括：推广商品、推

广全店、邀请好友。 

除此之外，公司还将提供各种微信朋友圈宣传海报、微信群宣传

文件、技术文件、产品使用案例、视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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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葡萄树状结构 

每个推广员可以推荐多个下级推广员（葡萄蔓），每个推广员都

有自己的客户（葡萄穗）：普通会员、大客户会员、直销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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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广员销售组 

任何推广员和其下一级（不是多级）推广员可组成推广员销售组。 

推广员 B3 既是上一组的组员，又是本组的组长。组长推广员的

级别取决于本组的业绩。上级推广员的业绩、级别、收入不一定

高于下级推广员。推广员有权退出、变更推广员销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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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推广员的级别 

注：推广员级别为线下评判，每季度调整一次。初级推广员 6 个

月内不能升级为推广主任的，强制退出推广员系统。任一级别推

广员连续二个季度达不到本级业绩要求的，降至对应级别。 

4.6. 推广员的收益权 

A、推广奖励：相当于本人的销售额提成。 

推广奖励=本人销售额*推广奖励系数。 

B、邀请奖励：相当于下一级全体组员的销售额提成。 

邀请奖励=组员销售总额*邀请奖励系数。 

注意：推广员必须使用商城推广工具：推广全店、推广商品或邀

请好友，系统会自动生成推广海报，海报上带有推广员的特别身

份识别二维码。推广海报既可以在线使用，也可以保存下来其他

场合使用。推广海报及身份二维码是建立销售组的最重要工具，

当客户或好友扫码进入商城并注册后，推广员即和客户或好友建

立了上下级关系。被推荐人独立注册不能视为存在上下级关系。 

C、级差奖励=标准销售额*级差奖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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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销售额=本人销售额+折算系数*全体组员的直接销售额 

折算系数=邀请奖励系数/推广奖励系数。 

推广奖励和邀请奖励线上随时计算、随时支取。级差奖励线下按

季度计算，按季度支付。 

4.7. 如何加入推广员系统 

二种加入方式：一是直接向商城申请加入，二是被其他推广员邀

请加入，被推广员邀请加入的，即和其他推广员形成销售组。 

申请成为推广员，要首先在手机商城、小程序商城或电脑端商城

注册为商城会员，然后继续在商城的推广员中心申请成为推广员。 

益禾箭公司一般要求申请者有一定的农资工作经验和一定量的

客户基础，能提交工作简历的将优先考虑，也欢迎申请者到公司

参观、面谈。往返这费用由公司负责。 

15806875018@163..com 

5. 分销商系统  

5.1. 描述 

分销商销售系统是益禾箭公司 3 大销售系统之一，独立于推广员

销售系统，线上销售。分销商系统为二级分销制，不能扩大到二

级以上。分销商与商城是代理关系，通过向会员用户销售产品获

得固定佣金。分销商既可直接发展会员，销售产品，获得佣金；

也可以推荐二级分销商，把自己一定比例的佣金分配给二级分销

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销售网络。 

分销商不可以再推荐直销商和推广员。分销商无经销区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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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销商推广工具 

分销商推广工具包括：推广全店、邀请下级（二级分销商）。 

除此之外，公司还将提供各种微信朋友圈宣传海报、微信群宣文

件、技术文件、产品使用案例、视频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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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销商级别 

 

5.4. 分销商的收益权 

销售佣金，销售佣金=本人销售业绩*佣金比例+二级分销商业绩

*（佣金比例-二级分销商佣金比例） 

销售佣金由商城系统线上自动计算，可随时支取。 

年终返利；年终返利=年销售额*返利系数 

年终返利由线下计算，年终支付。 

5.5. 如何加入分销商系统 

可直接商城申请加入，无需第三方推荐加入。分销商可邀请二级

分销商加入分销系统。分销商的直接客户可申请成为二级分销商，

但二级分销商的客户不能再申请成为二级分销商，需要另外注册

新号申请。二级分销商要成为一级分销商也需要注册新号。 

申请成为分销商，要首先在手机商城、小程序商城或电脑端商城

注册为商城会员，然后继续在商城的分销商中心申请成为分销商。 

益禾箭公司一般要求申请者有一定的农资工作经验和一定量的

客户基础，能提交工作简历的将优先考虑，也欢迎申请者到公司

级别 条件 返利系数% 

初级分销商 2 年以上农资销售经验。  

中级分销商 年销售额达到 2万元以上。  

高级分销商 年销售额达到 5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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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面谈。往返这费用由我公司负责。 

15806875018@163..com 

 

6. 直销商系统 

6.1. 描述 

直销商系统为线下销售系统。直销商具有双重身份，既为线上特

殊会员，线上购买产品，享受优惠折扣价格；又是线下销售商、

零售商，以线上商城统一价格向用户线下销售产品。直销商和公

司之间为买卖关系。 

直销商分 2 类：一类由推广员推荐而来(直销商 T)；一类不经过

任何第三方推荐，直接在商城注册、申请(直销商 D)。二类直销

商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无地位、利益差别。 

直销商进行线下销售，以乡镇或作物集中种植区为单位实行区域

保护政策，同一区域不再招募直销商。 

但保护区域内不限制推广员、分销商发展商城普通会员，进行产

品商城直销。 

6.2. 直销商的级别及年终返利 

级别 条件 年终返利% 

初级直销商 初次进货 5000元以上 无 

中级直销商 年销售额达到 5万元以上 F1 

高级直销商 年销售额达到 10万元以上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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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价格折扣外的其他奖励、优惠，线下计算、支付。年销售额达

不到 2 万元的直销商，将被去削经销资格。 

6.3. 如何加入直销商系统 

象推广员、分销商一样，申请前首先要注册成为商城普通会员，

然后可直接向商城申请成为直销商，也可经过推广员邀请、注册

会员后，再申请。 

公司重视直销商销售系统，在审请直销商前，欢迎客户到公司参

观、考察，公司也可能派出招商专员到客户现场实地考察、洽谈。 

公司对直销商的业绩有特别要求，建议客户申请前详细了解公司

及产品，慎重决定是否申请。 

特别提醒：公司对直销商实行经销区域保护，一般同一区域不会

再批准第二家客户经销有公司产品，因此有经销意向的客户最好

早考察、早决定、早申请，以免被动。 

7. 推广员、分销商线上推广活动指南 

7.1. 推广工具。 

推广员系统提供 3 种推广工具：推广商品、推广全店、邀请好友。 

分销商系统提供 2 种推广工具：推广全店、邀请好友。 

推广全店、推广商品用于向潜在客户推广商品，发展会员，达成

交易，通过扩大自己的直接会员客户数量增加销售业绩。 

邀请好友用于向具有一定农资销售经验的关系人，推荐公司、推

荐产品，并希望关系人加入到销售体系中来，从而扩大自己的销

售网络，依靠销售网增加销售业绩。为感谢推荐人帮助公司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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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设销售团队，当然也会给推荐人一定的奖励。 

7.2. 锁定销售关系 

进入商城推广员中心或分销商中心，选择任一推广工具，系统都

会自动生成相应推广海报，推广海报上带有推广员、分销商身份

识别二维码，也就是说，推广员或分销商利用推广工具非常方便

的制做也了专属于自己的推广海报。形成的推广海报可以直接发

送给意向客户或好友，也可以保存下来，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

时候用。推广海报可以电子版形式不使用，也可以打印下来或印

刷到其他媒介上使用。 

总之，推广海报纸既是推广工具，也是将推广人和客户或好友联

系起来，锁定上下级关系的工具。 

7.3. 佣金计算 

益禾箭营销系统为推广员、分销商提供了多种佣金、奖励，目的

在于鼓励销售人员不仅自己销售产品，更要重视销售网络的发展，

以靠网络的力量获得收益。计算营销系统中某销售人员的收益就

要明确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其中推广海报和推广码是

建立上下级关系的重要工具和依据。 

商城后台也可以帮助建立、更改、修正营销体系中人和人的连接

关系，但因为涉及到利益的变更，申请程序将非常繁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