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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广进祥高粱肉，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浙江
老字号产品。这个高粱肉还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口感特别
好，回味绵长，现在买有折扣，非常
划算。”1月 25日，在浙江温州石油
广化加油站，员工正热情地向顾客
推介当地特产。

广化加油站位于温州市区，附
近多为居民区，人流量、车流量较
大，销量较好。为了提升非油品销
售额，广化站于 2021 年 10 月引进
了藤桥熏鸡、初旭酱鸭舌、广进祥
高粱肉、楠溪江粉干、山茶籽油等
数十种温州特色农副产品，并在店

内显眼位置陈列，确保进店客户第
一眼就能看到。

“前两天来温州办事，现在准
备回去了，想看看店里有什么特
产，没想到有这么多！拿两包酱鸭
舌、两包高粱肉，我带回去给老人、
孩子尝尝 。”顾客李女士开心地
说。“温州作为一个沿海城市，有很
多独具特色的农副产品。引进这
些特产，不仅可以扩销增量，而且
给消费者带去了更多的福利、更好
的体验。”广化加油站站长吴专好
说。截至目前，该站特色农副产品
销量逐月递增，成为顾客新宠。

特色农副产品成顾客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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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石油92个洗车点为车友提供洗车服务

近日，安徽合肥石油为金湖大道加油加气站引进智能洗车设备，至此，合肥石油
洗车点达 92个。同时，合肥石油加强洗车设备的维护保养，严格落实日巡检、日检查
制度，发现异常立即处理，为车友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洗车服务。图为客户在华
松加油站体验智能洗车服务。 孙德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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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党的二十大

□杨希芹

山东滨州石油沾化 16站在推广
易积分兑换业务、引导客户下载“加油
中石化”APP、大力推介易捷重点商品
过程中，为客户算实惠账、为员工算收
入账，促进了非油品销售额提升。
2021年四季度，该站非油品销售额比
2020年同期增长两倍。

引导客户用易积分兑换燃油宝

“先生，您有4690个易积分，可以
用4500个易积分兑换1瓶燃油宝，现
在气温低，用燃油宝清洗一下车的油
路正是好时机。”2021年 12月 30日，
沾化 16站员工王卫卫为一名客户查
询易积分后提出建议。“听你的，兑换
1瓶燃油宝。”对方回答。

沾化 16站站长朱俊岭认真研读
营销政策，并利用班前会向员工讲解，
针对当前的营销重点与员工一起算收
入账，让员工知道怎样营销才能挣到
更多收入。在站长的提示下，王卫卫
重点引导客户用易积分兑换燃油宝，
因为每兑换 1 瓶都会拿到易积分返
薪、燃油宝返薪、燃油宝超目标奖励
等。这样一来，不仅客户在不花钱的
情况下保养了车、得到了实惠，而且员
工能得到奖金。

为拿到燃油宝超目标奖励，王卫
卫记下客户添加燃油宝的相关信息，
并向第一次使用燃油宝的客户讲解连
续添加一组燃油宝能够收到清洗油
路、保养发动机的效果，建议他们按

“疗程”使用。很多客户在听了王卫卫
的建议后，都会选择连续添加，王卫卫
的客户越来越多，销路也越来越宽。

大力推广“加油中石化”APP

“先生，下载‘加油中石化’APP，
可用 1分钱购买 1瓶玻璃水，可直接
为您添加到车里，您看很多车主都加
了。”在沾化16站现场，员工陈瑜指着
一个装满玻璃水空瓶的箱子，对前来
加油的客户说。“好的，正好我这车需
要添加玻璃水了。”对方说完，扫了一
下陈瑜递给他的二维码。

陈瑜一边引导客户下载“加油中
石化”APP、开通权益会员，一边讲解
1分钱购玻璃水、半价购鸥露纸、加油
获1000个购物积分，以及绑卡充值可
获现金券、电子钱包充值可享受随机
立减优惠等活动内容。随后，客户在
陈瑜的帮助下添加了玻璃水，并绑卡
充值了1000元。

朱俊岭还前往周边村庄推广“加
油中石化”APP。推介成功后，朱俊岭
会记下客户信息，在第二天下班时为
客户送货上门、帮忙添加。通过口耳
相传，很多客户特意到站下载 APP。
2021年四季度，沾化 16站员工通过
推广“加油中石化”APP，每月拿到薪
酬奖励约2300元。

全力推介易捷重点商品

“崔先生，这款长城尊龙CK-4柴
机油质量非常好，使用周期还长，特别
适合您的国 6车使用，目前站里正在
开展促销活动，价格非常划算。”朱俊
岭来到附近一家物流公司，向负责人
崔先生推介。“我们公司有固定的换油
点，不需要买机油。”崔先生回绝了朱
俊岭。

“这款机油的促销价相当于打
三六折，您有十几辆货车，自购机油
到换油点换，能省下一大笔费用。”朱
俊岭对比CK-4柴机油的市场价格，
与对方一起算细账。崔先生动心了，
当即订购了15桶柴机油。

“销售一桶CK-4柴机油，我们就
能拿到厂家奖励、公司返薪、追加奖励
等，销售越多，拿得越多。”朱俊岭激发
员工的销售热情。该站员工除了在现
场主动推介商品，还在休息时前往工
厂、社区、村庄，推介燃油宝、润滑油、
鸥露纸等易捷重点商品及优惠政策，
努力做大销售。2021年四季度，该站
员工月工资比2020年同期增长1000
元。

□刘亚迪

“先生，现在用‘一键加油’支付，
不仅可享受首单立减优惠，而且能参
加建行龙支付充值立减活动，一车油
能省几十元呢。”1月 20日，河南驻马
店石油宏达加油站站长张旺热情地向
客户推介“一键加油”功能。

2021年，宏达加油站通过建立非
油品客户群、加强现场开口营销、站外
开拓销售渠道等措施，非油品销售额
比 2020 年增长 30%，在驻马店石油
名列前茅。

建群互动聚客户

“开发客户重要，维护客户更重
要。”宏达加油站通过建立客户群，实
时掌握客户需求，为他们提供有针对
性的服务，也让他们及时了解油站优
惠信息。截至目前，该站已建立 3个
客户群，群员近500人。

“王先生，您订购的50箱泸州U3
酒到了，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该站
员工致电客户。王先生是宏达站开展

“五进”活动中开发的客户，后来，员工
将王先生拉进客户群。张旺不仅在群
里发送新品到店、促销活动、油价变动
等信息，而且根据王先生的喜好向他

推介酒类商品。“这酒打开后香味扑
鼻，包装也很精美，现在公司开展年货
节活动，价格优惠，不管是收藏还是自
己喝都是不错的选择。”在张旺的推介
下，王先生购买了50箱泸州U3酒，价
值两万余元。

巧抓机遇促销售

该站向员工灌输“事事留心，处处
商机”的理念，引导他们小处着眼，挖
掘商机，也正是这份“留心”，为宏达站
挖掘了很多大客户。

一次，客户李先生进店开完发票
后来到专柜前，拿起赖茅传禧酒看了
看。张旺见状立刻迎上前，向他介绍
赖茅酒的独特口感、酿造工艺等，李先
生点了点头，但没有购买。“暂时不成
交不代表以后不成交。”张旺添加了李
先生的微信，时不时地向他推送赖茅
酒品鉴知识、促销活动等。没过几天，
李先生到站买了一箱传禧酒。此后，
张旺向李先生介绍了赖茅系列酒，引
起了对方浓厚兴趣。李先生先后购买
了传承、品鉴尊享、生肖纪念、一代工
匠等赖茅系列酒，月均消费额 9 万
元。由于服务周到，李先生还把朋友
介绍给张旺，如今，他们都成了该站的
忠实粉丝。

节日营销拓渠道

“把握节假日契机，因人而异做销
售”。该站引导员工根据节日特点搭
配商品组合，全面满足客户需求，并加
强客户走访，拓展销售渠道。

去年端午节，张旺带着五常大米、
粽子看望母校老师。“你带给我的那个
五常大米口感香糯，真好吃。”张旺得
到反馈后，主动联系校方，使大米成了
教职员工的福利。“这款大米在易捷便
利店有卖。”很多老师纷纷慕名前去购
买，使大米成了该站的热销商品。

“大米、食用油的销量还可以，面粉
销量比较低，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愿
意自己蒸馒头的人越来越少。”张旺根
据市场调研结果，前往朋友开的馒头店
推介面粉。馒头店在试用面粉时，发现
蒸出来的馒头筋道、有嚼劲，很受消费
者欢迎，便向张旺订购面粉。张旺有了
底气，马不停蹄地前往面条店、面包店
推介面粉，实现多点开花。“现在，我们
站的面粉不仅不愁卖，逢年过节还供不
应求。”张旺开心地说。

未雨绸缪应对营销旺季

□黄旭敏

节假日是销售旺季，面对车多、人多导致销
量增加的情况，加油站应未雨绸缪、妥善应对。

首先，加油站应备足油品、商品，根据往期
节假日销售数据，统筹安排油库库存，合理调配
运力，加大二次物流配送力度；分析不同加油站
的油品、商品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增加高速公
路、国道、旅游景点等客流密集区域站点油品、
商品的供应，确保节假日商品不断档、不脱销；
安排专人跟踪每日销售数据，实时了解加油站
库存、与物流部门保持沟通，确保能够应对突发
情况。

其次，增加市内中心站、郊区重点站、高速
公路加油站的人手，抽调机关人员、小站员工至
中心站、重点站跟班作业，确保高峰期人员充
足，争取做到一人一机；安排专职人员维持现场
秩序，避免出现因排长队导致的拥堵现象。

最后，做好便民服务，增加打扫卫生的频
次，及时清理垃圾；免费为客户提供临时休息场
所、供应开水、道路指引、应急药品、修车工具等
便民服务，在易捷便利店备足方便面、日常生活
用品等；引进热罐机，为有需求的顾客提供加热
服务，让加油站成为客户的温暖驿站。

□邵凯杰

2021年四季度，江苏镇江石油
句容加油站员工王苏在易积分兑换
竞赛中以优异的成绩拔得头筹，赢得
公司全员赞誉。

“易积分兑换是移动、联通公司
回馈用户而推出的活动，可以兑换流
量，也可以兑换易捷商品。对于加油
站来说，不仅可以提升非油品销售
额，而且能够增加员工收入。”该站站
长罗巧华介绍。

当被问到有什么销售秘诀时，王
苏笑着说：“哪有什么秘诀，就是按照
要求，为顾客服务时做到来有迎声、
去有送语，在加油过程中跟顾客聊聊

天、拉家常，拉近与他们的距离。关
系近了，顾客自然就会听得进去你说
的话了。”

“鸥露纸、卓玛泉是出行标配，
很适合自驾出游。现在，您不用掏
钱，用积分就能换。”“燃油宝可以清
除积炭，能够养护发动机，您用积分
就能免费换。”在平时工作中，王苏
比较注重观察，会从车里的饰品、顾
客的穿着等了解顾客的职业及习惯
等，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推介。每
天，王苏都会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微笑着向每位进站顾客推介易积分
兑换活动。就这样，很多顾客都兑
换到了满意的商品，王苏也赢得了
众多忠实粉丝。

□邢 云

“你们的橙子到货了吗，每年都
等着吃你们中国石化的橙子呢。”在
内蒙古包头石油加油站，每年都会
有很多老顾客询问赣南脐橙的情
况。

自 2018年开始，包头石油引进
江西赣南脐橙等商品，尝试生鲜销
售。橙子到货后，包头石油引导员工
在客户群、朋友圈推送产品微文，扩
大宣传，并在每家门店摆放堆头及试
吃商品。“这些橙子品质上乘，很多顾
客品尝后都会买几箱，也有很多顾客
回购。”

“有的地区温度较低，我们会在
这些区域的门店多铺一些货；有些
区域温度较高，我们就会在这些店
少量铺货、多次补货，避免橙子变
质。”为了保证橙子新鲜，包头石油
针对不同地区的门店给予不同的铺
货政策。

“朋友订了两箱，我今儿给他送
去。”在销售过程中，包头石油员工还
开启了代购、送货模式。

“如今，忠实客户越来越多，橙子
的销售额节节攀升。”包头石油工作
人员介绍，橙子到货仅 8天，销售额
就达6万元，销售额排名内蒙古石油
第一。

□林一川 仇燕华

“这是乡村振兴商品名录，这些商
品不仅质量上乘，而且价格实惠。”
2021年 12月中旬，上海沪东石油工
作人员上门向客户推介商品。最终，
工作人员收到对方1334份乡村振兴
商品订单，价值约70万元。

怎么才能准确且准时地将这些商
品送到客户手中呢？由于这些订单地
址较为分散，商品配送成了难题。

沪东石油工作人员经过讨论，决
定利用现有提货小程序来解决这个难
题。他们统一印制提货券，在提货券
上印上扫码提货小程序的二维码，以
及商品提货编号、密码，并用涂层覆

盖。随后，他们将提货券发给客户，客
户单位的员工可自行扫码填写快递地
址进行提货。同时，沪东石油为客户
提供包装、发货、快递、客服等配套服
务。

“这样就太方便了！”客户拿到提
货券后赞道。很快，1334份商品如期
送到客户手中。

绍兴石油
开展年货主题营销活动

本报讯 1月 15日起，浙江绍兴石油以“年
货迎福虎”为主题开展营销活动，顾客加油满
100元及以上可获赠五折、六折、七折消费券各
三张，可用于购买包括食品、日用品、牛奶制品、
饮料、酒品等600余种商品，还可享受9.9元爆
款商品福利，受到顾客欢迎。 （李方征 吴 霞）

九江石油
易捷商品走进炼化企业

本报讯 近日，江西九江石油携手九江石化
开展“易捷商品进炼化”活动，九江石化采购了
陕西苹果、恩施富硒米、井冈山干货等商品
3700余份，九江石油提供了送货上门服务。

（温玉善 田 辉）

天津石油
疫情期间确保蔬菜供应

本报讯 1月，天津突发疫情，当地蔬菜供应
紧张。天津石油启动蔬菜保供预案，发挥武清
石油的属地优势，联系武清知名蔬菜供应基地，
确保加油站蔬菜供应充足、配送及时。

（安 宁 刘礼宾 王文静）

宜春石油
年货节销售额超千万元

本报讯 1月，江西宜春石油开展易捷年货
节活动，通过百款商品促销、门店陈列竞赛、现
场开口营销等措施吸引客户参与。截至 1月
底，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同比大幅增长。（聂 凯）

潍坊石油
开发会员数量省内第一

本报讯 2021年，山东潍坊石油大力开发
“加油中石化”会员，开发会员数量位列山东石
油第一。潍坊石油通过加强员工培训、制定考
核办法、推广典型做法、评选优秀员工等措施调
动员工开发会员的积极性，带动销量提升。

（段明钊）

衢州石油
评选年度燃油宝销售能手

本报讯 近日，浙江衢州石油开展 2021年
度燃油宝销售能手评选活动，2021年月均销售
200瓶及以上的员工均可参评，很多员工获得
宝王、钻石能手、铂金能手、黄金能手、白金能
手、销售新秀等荣誉称号。

（邱丽芳）

1 月 20 日，安徽淮南石油工作人员前往当
地某三甲医院开展营销活动，客户注册“石化钱
包”且充值 2000 元及以上，可获赠 4 张 200 元减
20 元的汽油券、1 张满减购物券、1 张陕西白水
苹果购物券等。当天，“石化钱包”充值人数百
余人。图为工作人员引导医护人员注册“石化
钱包”。 刘本芳 宋 晖 摄影报道

客户得实惠愿买 员工有绩效愿卖
山东滨州石油沾化16站通过推广易积分兑换业务、“加油中石化”APP、易捷重点商品等，促进非油品销售

事事皆留心 处处有商机

河南驻马店石油宏达加油站通过建立非油品客户群、加强现场开口营销、
站外开拓销售渠道等措施，实现非油品销售额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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