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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
技术重构世界，
数据驱动未来！

服务能力

服务项目

服务报价

核心优势

5 版本区别

6 荣誉资质



一、核心赋能

1.快速吸粉

3.定制开发

2.高效转化

4.托管运营



二、服务项目

1.微营销
插件接口

2.微商城
搭建装修

3.微系统
定制开发

4.微代管
  托管运营



三、服务报价



1.全网营销 插件接口  免费试用
300+ 功能插件，每周升级迭代！

全民经纪人，粉丝红包，微信红包，合体红包，微众筹，摇一摇，周边，3G首页，会员卡，摇一摇，微
政务，一元购，摇一摇抽奖，店员管理，微砍价，通用预订系统， 歌词查询，域名whois查询，自定义表
单，无线网络订餐，在线商城，在线团购系统，自定义菜单，刮刮卡，全景，婚庆喜帖，投票，房产，
3G相册，砸金蛋，水果机，留言板，微汽车，微信墙，微论坛，微医疗，群发消息，分享统计，酒店宾
馆，微教育，中秋吃月饼，摁死小情侣游戏，七夕走鹊桥，微场景，微调研，一战到底，微信签到，现场
活动，微商圈，微预约，祝福贺卡，微美容，微健身，微食品，微旅游，微花店，微物业，微KTV，微酒
吧，微装修，微婚庆，微宠物，微家政，微租赁，微游戏，百度直达号，惩罚台，邀请函，拆礼盒，分享
助力，人气冲榜，幸运九宫格，微众筹，微外卖，支付宝服务窗，微贺卡，聊天交友，秒杀，高级场景，
图文投票，微店系统，人工客服，降价拍，微名片，微排号，谁是情圣，摇钱树，我要上头条，集字游戏，
趣味测试，微拍卖，优惠接力……
拼团购，卡券平台，完美预约，游戏互动营销，到店红包 ……

免费试用网址： http://www.wsd.so/



2.商城 搭建装修

基础版 3.6万元

旗舰版 12.8万元/套餐

服务周期：6-12个工作日；
服务项目：商城系统搭建+基础服务；
商品上架数量：5款（每增加：300元/款）；

服务项目：商城搭建+基础服务。

服务周期：7-20个工作日；
服务项目：商城系统搭建+旗舰服务；
商品上架数量：20款（每增加：150元/款）；

服务项目：商城搭建+旗舰服务。

标准版 6.8万元/套餐

至尊版 25.8万

服务周期：7-15个工作日；
服务项目：商城系统搭建+标准服务；
商品上架数量：10款（每增加：200元/款）； 

服务项目：商城搭建+基础服务。

服务周期：7-30个工作日；
服务项目：商城系统搭建+旗舰服务；
商品上架数量：30款（每增加：100元/款）；

服务项目：商城设计搭建+定制个性服务。



3.微系统 定制开发

合作版 15万

渠道版 35万元

技术支持：提供“合作版”永久接口；
服务支持：提供整体大包搭建；
客服支持：提供在线问题解答；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合作版培训。

技术支持：提供“渠道服务商版”超级接口；
服务支持：提供渠道版微商城设计搭建；
客服支持：提供渠道专员在线问题解答；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渠道版培训。

供应链版 25万元

特约版 面议

技术支持：提供“供应商版”全能接口；
服务支持：提供【云优选】商城个性对接搭建；
客服支持：提供专员及600万分享销客全网渠道；
培训支持：提供专业微信社交电商定期总部培训。

技术支持：提供“BAT”授权顶级接口；
服务支持：提供插件程序源代码；
客服支持：提供专线接通路径；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定期升级培训。



4.托管 代运营

基础托管 15万/年

旗舰托管 60万/年

服务项目：基础联盟版 插件托管代运营；
服务周期：一年；
服务项目：商城搭建+基础服务；
商品上架：10款（每增加：100元/款）

服务项目：旗舰联盟版 运维托管代运营；
服务周期：一年；
服务项目：基础服务+VIP服务+运维服务；
商品上架：30款（每增加：100元/款）

标准托管 30万/年

战略托管 面议

服务项目：标准联盟版 系统托管代运营；
服务周期：一年；
服务项目：基础服务+VIP服务；
商品上架：20款（每增加：100元/款）

服务项目：战略联盟版 托管代运营；
服务周期：面议；
服务项目：基础服务+VIP服务+运维服务；
商品上架：30款（每增加：100元/款）



1，公司简介
2，服务模式
3，系统优势
4，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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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简介

微时代-专注微信营销，技术驱动未来！
微时代(www.wsd.so) 成立于2012年6月，英文名“We Times”-我们时代。是微信支付、支付服务窗、百度直达号，BAT三方
认证服务商，中国领先的移动电子商务，一站式解决方案托管运营服务提供商。核心成员来自海外归国知名IT公司和国内资深电
商运营团队，具备丰富的运营、营销、技术开发经验。

微时代-微信营销专家，社交电商领导者
微时代从成立开始就致力服务于中小企业，为用户提供O2O移动电商系统解决方案。全面帮助中小企业构建“互联网+”浪潮下
连接竞争优势。公司开展了社交营销、自媒体商城、邦融宝金融项目的创新研究，在业内率先推出，用虚拟货币激活实体资产系
统化解决方案。并成功推出：智慧WIFI\摇一摇周边、分润联盟、分享销客自媒体商城、支付宝云管家、分销宝、分享宝、分润
宝、云优选、全民经纪人等产品。

微时代-核心竞争力
一站式解决中小企业转型移动互联网四大痛点：
1，快速吸粉；2，高效转化；3，自愿分享；4，长期留存。

微时代自主研发核心模块，为用户快速构建“粉丝金字塔”，快速实现：
1，分销宝-    让公众号立即变现！
2，乐分销-    让每次分享价值连城！
3，分润联盟- 用“分润”连接一切！
4，邦融宝-    易货贸易移动O2O版！
5，秒盟-        用一个公众号，管理数万家分店，共享人脉资源！



2、服务模式

我们将组建最专业的团队，为客户提供最专业，最优质的服务。
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
微信商城搭建，
微信运营指导，
微信代运营，
微信整体合作服务，
人才培养服务，
微电商战略规划服务，
其中包含策略服务团队、
自媒体运营服务团队、
设计服务团队、
微电商运营团队及客户服务团队。

服务内容涵盖：
策略体系、创作体系、设计体系、电商运营体系、客户服务体系等。



3、核心优势
1、免费限量开启分销、分享、分润，三位一体，超级分润联盟插件接口！
2、无论是否有公众号，都可以开店！
3、分润联盟：分润连接一切，分享销客联盟！ （你还没想到的，我们已做到）
 
4、宏观能力：
乐分销 =
微信社交 + 支付宝口碑 + 百度直达号 + 可发虚拟货币的银行 + 税收模式佣金
5、微观实力：
秒盟 =
分销宝（让公众号立即变现！）+ 分享宝（让每次分享价值连城！）
+ 分润宝（用“分润”连接一切！）+ 邦融宝（用虚拟货币激活现实资产！）
+ 分润联盟（用一个公众号，管理数万家分店！）
 
6、支持托管代运营模式，共享微时代“600万微商”分享销客！
7、拥有：微信支付、支付宝服务窗、百度直达号三家“顶级认证服务商”授权资质！
8、9项软件著作权，35项版权，110个商标，8项在申专利，保驾护航！
9、分布交互式云服务器，腾讯云、阿里云、百度云完美衔接；顶级负载均衡，亿万级数据库配置，随你“大并发”；
      专属服务器安全，100天数据追溯，领先就是任性！
10、逃离竞价排名剥削，避开流量入口压榨，另辟社交电商蓝海：
       托管分润联盟，构建自有品牌 “粉丝金字塔”，免费共享自媒体商城600万分享销客。

你看懂了吗？



4、常见问题

一、微时代分润联盟系统，与其他传统分销系统，有什么区别？
答:四大区别。
1. 【站队立场】区别：
BAT正在“竭力构建”自己的“生态圈”，在这股全新虚拟世界的浪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很多传统分销系统（原生型APP），已经站
在这三个巨头竭力构建的“生态圈”之外，甚至是对立面。竟浑然不知，还在烧钱扩张。结局堪忧！当下，原生型APP类分销分享项目，妄想脱离
BAT，构建独立的全新自我生态圈，从顶层设计看，这不符合BAT的未来战略规划！若继续挑战原生态圈的宽容度，未来没有机会。
@.微时代分润联盟系统，基于BAT认证开放平台开发，符合未来生态圈结构，遵循游戏规则，可以长期安全发展。
 
2.【底层设计】区别：
如同盖房子时，地基没有设计6根柱子，等到地面之上，就无法支撑6个维度。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分销系统，至少需要：“套娃逻辑式自媒体商
城”系统，+ “分销”+“分享”+“分润”系统，+“可发行虚拟货币”系统，+ “交易额自动抽佣管理”系统，6维度合一，才能真正支持O2O
分销场景。
@.传统分销系统，在底层设计中，只做了一个“点”，上层建筑中，必然无法支撑“整个面”。
 
3.【资质授权】区别：
微时代公司，同时获得BAT（微信支付、支付宝服务窗、百度直达号），三方授权“顶级认证服务商”资质，具备提供一站式接入服务的能力。微
时代团队，始终坚持，专注移动电商，以技术驱动未来。
@.然而，传统分销系统的很多公司，有的连最基本的“微信支付、微信开放平台、微信云”认证服务商 资格都不具备，就更谈不上后期，“维护
系统稳定，持续升级更新”服务了。
 
4.【渠道保护】区别：
微时代公司，渠道服务商合作政策，是将“半条命”，交给加盟合作伙伴，坚持共荣辱原则。
 @.传统分销系统，从销售方案上，一眼看出，“一锤子买卖”逻辑：只顾短期利益，不管长远发展，只顾销售圈钱，不管客户发展。缺乏“共赢
原则”的分销系统，不可能给客户带来价值。



1，微时代 插件接口
2，微商城 设计搭建
3，微顾问 策划咨询
4，微托管 代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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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插件接口 弹性选择

版本说明网址：
http://www.wsd.so/index.php?g=Home&m=Index&a=price



2、设计搭建 基础服务

1、注册服务：
微信公众号申请；微信支付特约商户申请；
备注：定名称、定微信公众号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号，帮助企业解决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特约商户的注册，确定企业
微信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名称，确定企业微信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号，确定微信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的内容定位等。

2、认证服务：
微信公众号认证，微信支付特约商户认证；
备注：帮助企业完成公众号微信认证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认证。我公司是微信支付认证服务商，可直接为客户申请开
通特约商户。商家只需提供企业执照等资质，我们为你处理所有琐碎的事务。（公众号认证费用300元需额外支付给
腾讯公司。）

3、支付功能：
微信支付开通，支付宝及银行卡支付开通；
备注：帮助企业解决繁琐的微信支付申请的问题，为企业极大地节省时间。支持测试、维权测试，确保微信支付全网
状态使用。

4、商城开通：
接入微商城，完成所有接口设置；
备注：“微时代”搭建微商城；负责微商城与公众号绑定，为企业微商城上线微信支付。



3、微系统 定制开发

1、合作版：
收取交易佣金：5%-15%；
技术支持：提供“合作版”微时代插件接口；服务支持：提供系统全套帮助文档；客服支持：提供在线问题解答；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合作版培训。

2、供应链版：
收取交易佣金：可享KPI 优惠；
技术支持：提供“钻石版”全功能插件接口；服务支持：提供微商城设计搭建；客服支持：提供专员在线问题解答；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钻石版培训。

3、渠道版：
进货折扣：按内部渠道服务商结算折扣价提供；
技术支持：提供“渠道服务商版”超级接口；服务支持：提供渠道版微商城设计搭建；客服支持：提供渠道专员在线问题解答；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渠道版培训。

4、特约版：
合作模式：强强联合，合作共赢；
技术支持：提供“BAT”授权顶级接口；服务支持：提供插件程序源代码；客服支持：提供专线接通路径；
培训支持：提供总部定期升级培训。



4、微托管 代运营

一、基础托管 联盟：

咨询指导：每周一次；
文章推送：服务号每月四次；
吸粉指南：针对特定场景吸粉方式方法给予指导；

1、商城搭建完毕后，我们给予客户一些指导及商城运行指南，服务频率为每周一次集中咨询，外加QQ在线客户咨询；
2、运营指导：商品管理、杂志管理、订单管理、客户管理等实际操作指导。
3、文章推送：服务号每月推送四次；订阅号每月八次推送频率，每次1-3篇文章；
4、吸粉指南：不同场景下的吸粉策略，二维码展示及定向需求，给予指导；
微信公众号申请；微信支付特约商户申请；
备注：
定名称、定微信公众号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号，帮助企业解决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特约商户的注册，
确定企业微信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名称，确定企业微信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号，确定微信和微信支付特约商户的内容定位等。



4、微托管 代运营
二、标准托管 联盟：

咨询指导：每周一次；文章推送：服务号每月四次；吸粉指导：1次/月；粉丝管理：1次/月
运营报告：1次/月；微品牌策划：2次/年；实战营销培训：2次/年；微活动策划及指导：2-4次/年

1、微商城主页搭建：
A、整体风格设计排版；B、一键导航（LBS）；C、自定义菜单专业设置；D、自动回复设置；
E、关键词回复设置；F、快速关注设置；G、支付方式设置；H、带参数二维码设置及使用指导
2、微商城主页美化装修：
A、整体风格美化；B、图片PS处理；C、自定义模块定制；D、美化二维码；E、使用体验优化；
3、商品上架：
A、商品代分类、上架辅导；B、代上架20款以内的商品；C、批量导入；D、商品优化；
4、杂志上架：A、微分类；B、杂志模板；C、代上架；
5、活动设置：
A、粉丝分类设置；B、微投票；C、微营销游戏：刮刮乐、幸运大抽奖、一站到底；
6、全画幅场景海报：华丽的全画幅场景海报指导；
7、多客服：手机端、PC端多客服设置；
8、VIP运营指导：经营数据分析指导；在线客服使用指导。
9、吸粉指南：针对不同场景，设置不同的二维码应用标准，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吸粉关注；
10、粉丝管理：对平台粉丝进行精细化管理，做好后台分析，频率为1次/月
11、定期提交运营反馈，手机微信粉丝对企业的服务、产品等意见和建议，提交季度报表。
12、微品牌策划：为企业量身策划活动进行宣传、线下活动方案，客户需有专人负责对接及活动执行；
13、实战营销培训：公司对白金版客户，每年分2次集中进行专项培训，每次时间一天，针对前期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专项解答等内容，针对专项活动，我们给予全程指导；
14、微活动策划及指导：商家优惠劵设置，大转盘，刮刮卡，一站到底等线上活动的设置及推广，提升粉丝活跃度，
强化粉丝参与度，加强粉丝粘性；



4、微托管 代运营
三、旗舰托管 联盟：

咨询指导：每周一次；文章推送：服务号每月四次；粉丝管理：1次/月；吸粉指导：1次/月；
运营报告：1次/月；微品牌策划：2次/年；实战营销培训：4次/年；微活动策划及指导：2-4次/年；
线下活动策划：1-2次/年；客服管理：与粉丝、用户进行互动，解答问题；
订单管理：及时将线上订单传递个客户负责人；
参与分成：钻石版代运营要与客户参与分成，比例协商待定；

1、微商城主页搭建：A、整体风格设计；B、一键导航；C、自定义菜单专业设置；D、自动回复设置；E、关键词回复设置；
F、快速关注设置；G、支付方式设置；H、带参数二维码设置及使用指导
2、微商城主页美化装修：A、整体风格美化；B、图片PS处理；C、自定义模块定制；D、美化二维码；E、使用体验优化；
3、商品上架：A、商品代分类、上架辅导；B、代上架20款以内的商品；C、批量导入；D、商品优化；
4、杂志上架：A、微分类；B、杂志模板；C、代上架；
5、活动设置：A、粉丝分类设置；B、微投票；C、微营销游戏：刮刮乐、幸运大抽奖、一站到底；
6、全画幅场景海报：华丽的全画幅场景海报指导；
7、多客服：手机端、PC端多客服设置；
8、VIP运营指导：经营数据分析指导；在线客服使用指导。
9、吸粉指南：针对不同场景，设置不同的二维码应用标准，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吸粉关注；
10、粉丝管理：对平台粉丝进行精细化管理，做好后台分析，频率为1次/月
11、定期提交运营反馈，手机微信粉丝对企业的服务、产品等意见和建议，提交季度报表。
12、微品牌策划：为企业量身策划活动进行宣传、线下活动方案，客户需有专人负责对接及活动执行；
13、实战营销培训：公司对白金版客户，每年分2次集中进行专项培训，每次时间一天，针对前期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专项解答等内容，针对专项活动，我们给予全程指导；
14、微活动策划及指导：商家优惠劵设置，大转盘，刮刮卡，一站到底等线上活动的设置及推广，提升粉丝活跃度，
强化粉丝参与度，加强粉丝粘性；
15、参与分成：我们将根据产品不同，效果不同，参与销售利益分成，具体金额待双方协商，通过参与分成，提升双方合作粘度。



4、微托管 代运营

四、战略托管 联盟：

服务项目：战略托管联盟版 托管代运营；

服务内容：面议



1、【微信支付】认证服务商！
2、【支付宝】认证服务商！
3、【百度直达】认证服务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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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核心“软件专利著作权



“15大”移动电商 知识产权版权证书



企业对公账户
户名：润连（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帐号：31050181370000000057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周浦支行

微信支付 (支持刷信用卡)：                                 支付宝 (支持刷信用卡)：



WWW.WSD.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