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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    

互联网成就梦想 

网络时代，人人都要学网络营销 

开网店 点亮人生新生活 

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事业 
 

网上开店对于商家来讲很具诱惑力的,可以永不关门：每天 24

小时，每周 7 天。任何时候都在为客户服务。客户无限：全球的任

何人都可以通过 Internet 访问您的商店，不受空间限制。服务优

质：网上商店，不但可以完成普通商店可以进行的所有交易，同时

它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的商品信息。成本低

廉：由于是网络虚拟商店，业主无需为租赁场地发愁，无需为水电

费发愁，无需为店员的工资发愁，您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您的商品

是否“货真价实”。 

 

为什么要学网店营销？ 
 前景好，互联网进入普遍应用时代 

 空间大，可以就业、创业、SOHO 

 自由，上网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上网 

 网络营销是未来个人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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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   课程介绍：  

NETSHOPSEMINARS.COM《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   
由 NETSHOP 网店运营团队经过 5 年时间独立研发而成，主要面向个

体通过网店创业的人群，业余时间从事网店的人群，企业想开拓网

店销售的人群，有网店想提升销量的网店店主等，本课程由实战讲

师面授教学，专业系统，循序渐进，通过课程培训的学习和实战，

快速培养网店运营人才，帮助更多的人实现网上开店、快速创富之

目标，帮助更多的企业培养优秀的电子商务人才，拓展提升企业的

电子商务的业绩。 

《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    

课程优势：实战、全面，同时注重经验分享与交流、让学习者不走弯路 

系统完整由浅入深：从基础的开店技巧、开店方法、快速开店至网店推广、

网站排名优化、装修美化再到网店拓展提升，循序渐进，利于学习。 

实战实训一步到位：通过项目式实战实训，手把手指导学员掌握网店理论和

实际操作技巧，在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基础上进行学习，快速成为网店达人。 

结识更泛的网店人脉，交流和分享成功方法：良好的教育教学理念，助你安

心学习，学习致用，同时结识更泛的网店人脉，交流和分享成功方法，一期

时间学不会的学员可免费跟班再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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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说明 

网店营销，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广义而言，凡是以互联网为主

要手段的营销活动，都可以称作网络营销。网店营销随着网络的发

展而发展，随着 Web 2.0 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而随着互联网

一代（80 后、90 后）的成长，企业的营销主战场越来越转移到互

联网上。可以这么说，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掌握了未来。 

网店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具有传播快、范围广、信息量

大、交流方便、反馈迅速、边缘成本低、变化多等特点。正是因为

网店营销即新鲜又迅猛，很多时候都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有赖于

企业如何在熟悉各种营销手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企业特点和产品

特色，灵活应用各种网络手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课程适用人群 

这套课程非常适合想从事网络营销的各界人士，想深入了解学习网

络营销技术和推广的各类人员，以及对互联网创业赚钱热衷者和一

心想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朋 友们。无论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高中

生想通过学习网络营销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还是在职工作者通

过学习网络营销获得晋升和加薪，或是希望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赚

钱的人士，这套课程都是你最好的选择。 

可从事职业 

当完成《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的学习后，你就是一

名网店店主。 

入学条件：对网络营销技术和网络营销推广感兴趣者，有志在互联

网行业发展，18 岁以上、高中或同等学历身体健康人士，电子商

务专业、计算机相关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等大专及以上学历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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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创业的成功秘密》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  课程内容  课程说明  

★网店定位和开店流程 
 为何要开网店？ 

 网店平台介绍 

 网店发展及未来发展趋势 

 网店定位  

 网上开店流程  

★网店基础课程通过了解网

店的组成要素，各个核心知

识要点，教会学员如何申请

网店，并从交易前、交易

中、交易后三个阶段教会学

员作为一个网店卖家需要掌

握哪些必需的操作和知识，

以及涉及到开店的相关规

则。 

★网店基础课程重点是掌握

卖家网店后台管理的各个细

节及技巧。达到能迅速开好

一个网店，管理好店铺的装

修美化、编辑和更新商品、

安全做生意的目标！  

★将教会大家掌握与客户的

沟通技巧促进订单完成！ 

★网络开店准备与账号

安全策略 

 网店系统介绍 

 系统的使用 

 Paypal 的使用 

 其他网上银行 

 账号安全策略 

★货源寻找与选择 
 可以买卖的产品或服务 

 进货找货注意事项 

★网络购物安全交易及

售后保障  

 买家习惯购物方式 

 购物安全交易及售后保障 

 购物纠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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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快速开店实战  
 快速成立一个网店 

 网店基本信息设置 

 网店管理 

★网店基本装修 
 网店装修 

 如何根据具体商品定位装修风格 

★商品管理技巧 
 管理商品 

 更新在线商品以及上下架时间 

 橱窗推荐作用 

 商品数据备份 

★网店推广营销技巧 
        促销活动 

        网店推广技巧 

★网店销售技巧和经验 
 客户沟通技巧及注意事项 

 安全交易注意事项 

 如何处理退换货 

★商品拍摄要点及图片

美化 

 拍摄前准备工作 

 商品拍摄细节要点 

 商品图片美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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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美化模板制作 
 模板制作工具介绍 

 根据自身商品量身定制模板  

 模板制作步骤以及使用  

★促销热卖产品制作和

宣传 

 人气排名商品 

 促销商品特制 

 促销商品宣传推广  

★打造网店金牌客服 
 客服设置（Skype，MSN） 

 专业客服要具备的素质 

 客户类型划分以及应付技巧 

 售后疑义处理 

 团队客服分工与管理  

 

  

★搜索排名优化（SEO） 

 商品关键词优化 

 成交量详解  
★网店运营实战高级应用课

程通过分析搜索排名优化，

教会学员如何认清排名规

则，然后针对排名规则实施

相应的优化措施，以达到排

名靠前的目的。  

教会学员通过付费做广告，

提高店铺的浏览量和成交

量！ 

★教会学员了解入驻商城优

势，分析店铺的数据，掌握

开店最核心的竞争能力，让

自己时刻处于竞争的领先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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