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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编者按：进入夏季，随

着日间气温持续升高，人

们的夜间出行率、消费率

也随之大幅提高。各销售

企业主动深挖“夜需求”、

拓展“夜市场”、融入“夜经

济”，探索夜间油非扩销增

效新举措，千方百计挖掘

市场潜力，在打造量效双

增新引擎的同时，有效推

动社会消费恢复，助力地

方政府稳经济。本版推出

专题，介绍销售企业开展

夜间营销的成果、经验。

□李叶霞

“我们加油站位置不显眼，晚上很多司
机一脚油门就开过了。今年，我们在站前
安装站牌指引、在站内增加特色服务，让客
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上个月，我站
客户进站率、回头率、加满率均排名公司前
列。”看着5月加油站经营数据通报，广东茂
名石油石仔岭加油站站长叶晓开心地说。

今年以来，茂名石油深挖加油站夜间
销售潜力，通过微改造、调整营业时间、提
供特色服务，夜间营销能力进一步增强。
截至目前，该公司新增 24小时营业站 19
座，每天有近170辆车在夜间获得便利，机
出零售量环比增长12.62%。

67座加油站微改造后夜间更“醒目”

“国道加油站不像高速公路加油站有
明显的指示牌，天黑后很容易错过。幸好
你们站站前装了反光指引牌，我一眼就瞧
见了。”车主高先生第一次到高水加油站加
油，对站前路口设置的进站指引牌很满意。

为方便客户进站加油，茂名石油对站
房凹陷、沿线道路车速快、无站牌指引的国
（省）道油站，加强与地方公路部门的沟通
协调，对 67座加油站进行微改造，在站前
醒目位置安装“前方有中国石化加油站”指
示牌，在油站入口处设立“中国石化加油站
右转进入”提示牌，均选用反光材料，有效
提升了车辆进站率。

针对夜间辨识度不高、亮化效果差的站
点，茂名石油对其进行灯光亮化改造，通过在
罩棚下增设LED顶灯、使用灯光指示牌、在
便利店外墙增加灯带、在站点道口安装灯光
品牌柱，提升油站整体亮度。

延长营业时间温暖“夜行客”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时，货车司机谭
师傅驾驶满载新鲜荔枝的货车来到茂名石

油分界加油站加油，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五
辆荔枝配送货车。“真不好意思，我们必须赶
在天亮前把荔枝送到广州，隔天荔枝皮就会
发黑，卖不出价钱了。”谭师傅带着歉意对站
长严东说。“没关系，我们专门延长了营业时
间为你们服务。”严东笑着对谭师傅说。

茂名石油根据客户需求，将地处要道、
夜间站外车流量较大的站点调整为24小时
营业，并通过优化排班增加夜间服务人员。

为给客户提供“有温度”的夜间服务，
茂名石油分析夜间客户特点，将夜间现场
服务的动作、语言、表情、声调、语速等进行
细化要求，并融入“新加油六步法”和“收款
五步法”流程。同时，组建夜间服务示范
队，到 24 小时营业的加油站进行实操教
学。

“您好，加满吗？跑了这么远的路，到
我们站喝口热水吧？”在石仔岭加油站，员
工对客户嘘寒问暖已成为常态。客户王女
士加完油后，在“易捷加油”APP里写下“有
招呼、有响应、有微笑、有耐心，一扫白天工
作的疲惫。这样的油站，我愿意常来”的五
星评价。

特色增值服务拴牢客户心

前不久，长途大巴司机彭师傅从金三
角加油站“司机休息室”里醒来，惊喜地发
现前一晚交给站长何雯雯的脏衣服已经洗
好、烘干，整齐地装在透明包装袋里。彭师
傅开心地向何雯雯承诺，下次还来加油。

茂名石油共有71座国（省）道加油站。
每到深夜，到这些油站加油、休息的大巴、货
车络绎不绝。茂名石油指导国（省）道站点
细化夜间客户需求，一些站点为客户提供夜
间洗漱、住宿、照看车辆、代洗衣服、代收快
递等免费服务；一些站点根据物流车队早出
晚归的特点，提前联系、备好夜宵，约定时间
夜间错峰加油；一些站点夜间备好茶水、热
粥、番薯等，让进站客户可以随时享用，用暖
心的增值服务拴牢了客户的心。

□帅文娟 钱 萍

“今天忙了一天，车子没油了、孩子的生
日礼物也忘记准备了，本以为深更半夜得空
手回家，没想到你们站不仅能加油，还卖乐
高玩具。”6月的一天凌晨，家住江苏泰州姜
堰石油汽运加油站附近的张先生，对油站的
不打烊服务很满意。

今年以来，江苏泰州姜堰石油克服疫情
影响，寻找增量突破口，打造“夜”经济、锁住

“夜”需求、拓展“夜”市场，在严峻的成品油
市场经营形势下，1~5月零售量同比持平、
非油销售额同比增长10%。

24小时服务，锁住“夜”需求

“加油时，听员工介绍过 24小时服务，
没想到竟帮了我大忙！”车主周先生说，桥头
站的 24小时热线服务，让他一次半夜出行
的“油荒”难题顺利解决。而实行24小时营
业的桥头站，4 月以来夜间销量同比增长
64.78%。

为抓住疫情缓解后的复工复产契机，姜
堰石油对辖区内非 24 小时营业站进行分
析，选择0时至6时汽油销量逾80升的4座

站，实行24小时营业。同时，优化非24小时
加油站排班，合理调整加油班次和跟班人员
作息时间。7座非24小时营业小站，在夜间
服务门铃的基础上增加 24小时热线服务，
日均夜间汽油销量比之前增长近50%。

客户请进来，增加“夜”销量

“严站长，老时间晚上 10 时，老数量
10吨。”

“好的，我们准备好等您来。”
物流公司李先生每次到站前都会与东

郊加油站站长严梅涛约定好。
为落实环保要求，姜堰石油部分城区站

周边白天实行交通管制，大货车无法进出，柴
油销量受到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姜堰石
油成立攻关小组，开展追客寻客行动，梳理睡
眠客户和流失客户，逐个走访调研，并在加油
站开辟夜间服务通道，说服客户夜间到站加
油，并承诺送油上门，4月以来成功开发配
送、灌桶客户4家，月均柴油增量90吨。

有一次，北苑加油站站长赵敏为客户
陈先生加油时，敏锐地察觉到“缺少桶而不
想灌”的陈先生有用油需求。她多次跟踪
走访并找来 9个大铁桶供陈先生机械厂使

用，周到的服务使陈先生成为固定客户，全
部车辆及机器均在北苑站夜间定点加注，
油站实现月均增量6吨。

全员动起来，拓展“夜”市场

“一看车主，年轻顾客更容易沟通；二看
车牌，本地车辆更容易达成销售；三看车型，
新车关注养护、旧车关注年检信息。”夜间燃
油宝销售状元东郊站员工孙秀琴向同事介
绍她的“三看”推介技巧。

为解决夜间进店率低、非油销售业绩
不如白天的问题，姜堰石油收集员工夜间
推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集思广益编制“答
题”手册；开展夜间畅销商品陈列竞赛，泵
岛主销玻璃水和鸥露纸、门店打造水饮料
和粮油地堆；强化县、片、站联动，实行重点
商品的夜间日考核、日排名、日奖励兑现，
有效调动起员工销售积极性。

“夜间是抓酒水销售的最好时机。白天
客户忙，即使感兴趣也没时间听我们推介，
夜间不管是现场推介还是线上推介，成功率
都很高。”严梅涛说。截至目前，通过抓住夜
间销售机会，东郊站酒水饮料销售额同比增
长逾200%。

□徐 婕

“入夏后，晚上到咱们站加油
的车辆越来越多，我觉得可以延长
一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我愿意晚
上在油站加班值守！”“我也愿
意！”

前不久，在浙江湖州石油湖州
加油站站务会上，员工争先恐后地
建议油站延长营业时间、主动申请
加班值守，向夜间要销量。这得益
于公司开展的延时奖励竞赛活动。

面对严峻的成品油市场经营
形势，为实现全年零售经营任务目
标，湖州石油结合辖区内小站多、
体量小的特点，开展非 24小时加
油站延时奖励竞赛活动，综合考评
营业时长、营业时间、汽油销量、汽
油指标完成率等，按照考核细则为
油站发放相应延时奖励。

前期，湖州石油对区域内非24
小时加油站进行全面摸排，详细确
定竞赛期间汽油销售指标，并第一
时间下达片区。随后，片区召开非
24小时营业加油站站长动员会议，
详细讲解延时奖励竞赛活动细则，
并将分公司下达的汽油指标分解
成日均指标，用表格形式展示各站
完成情况和预计可获得的奖励。
非24小时营业加油站通过提早或
推迟交接班时间、提供夜间按铃服
务等方式主动延长营业时间。站
长对日均分解指标进行日通报，进
一步优化排班，并将延时奖励发放
至员工卡，有效调动员工工作积极
性。

目前，湖州石油 59座非 24小
时加油站主动延长营业时间，达到
向夜间要销量的目的。

□王 云

“ 走 过 路 过 ，千 万 不 要 错
过！中国石化易捷多款商品货
好质优、折扣超低，欢迎来选
购！”最近，陕西咸阳石油金旭大
道加油站站长梁佩下班后，都会
到油站周边小区的夜市出摊。

咸阳石油积极落实咸阳市
政府稳经济措施，鼓励站点依托

“微集市”活动，踊跃参与夜间经
济。该公司所辖 26座加油站在
闹市区、文化广场、生活区等固
定场所摆摊设点，大力推销卓玛
泉、鸥露纸、生活用品和“酒水
节”主打商品。截至6月中旬，该

公司已摆摊近80次，实现非油品
销售额逾7万元。

“没想到中国石化也摆摊卖
货，真接地气。”居民刘大爷在小
区门口的摊位购买了两包鸥露
纸，频频点赞。

摆摊的同时，各站点还持续
加强推广“易积分”业务。客户
可用积分兑换易捷特色商品，真
正做到让利于民。

“没想到用手机积分还能兑
换矿泉水，下次我带姐妹一起兑
换！”夜晚出门散步的李阿姨高
兴地说。

二季度以来，咸阳石油月易
积分兑换额排名全省第一。

□雷 蕾

从“ 夜 市 桥 边 火 ”到“ 千 灯 夜 市
喧”，“夜经济”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生
活质量、消费水平、开放度、活跃度、投
资软环境及经济文化发展活力的新指
标。《2021 中国夜间经济最新发展报
告》数据显示，中国夜间经济发展规模
将增至 36万亿元。

早在 2019 年，“夜经济”就成为国
家层面促进消费的 20 条意见之一。
今年以来，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党中央提出“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明
确要求。稳经济，消费是压舱石，发展

“夜经济”是重要举措。做大夜间营
销，是销售企业自觉融入“夜经济”的
外在要求。

就内在需求而言，受宏观经济整
体下行影响，国内成品油需求不断萎
缩，业内经营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白
热化，各大油企频出硬招稳定市场份
额，夜间营销成为蕴藏增效潜能的新
蓝海。尤其在入夏后，疫情形势好的
地方夜间消费需求加快回升，探索夜
间扩销增效新举措、打造多元发展新
引擎，是销售企业应对激烈竞争、提高
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

做大夜间营销，销售企业有着独
特优势。一是加油站点多面广，分布
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沿线的站点，
晚上基本都有车辆经过；地处繁华闹
市的加油站即使无车进站，也是周边
居民采购生活用品的选择之一。二是
很多加油站 24 小时营业，可为消费者
提供全天候不间断销售服务。三是加
油站设备设施齐全，配有便利店、卫生
间、自助洗车设备、咖啡机、热餐吧台
等，具备开展夜间营销的基础硬件条
件。四是线上线下营销联动便利，无
论到实体店消费，还是通过线上点单，
都能为夜间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消费体
验。

做大夜间营销，销售企业探索了
开展亮化工程、完善夜间服务、延长营
业时间、站外摆摊设点等方式，取得积
极成效。但要注意的是，夜间营销不
是简单化的“灯光营销”。销售企业要
紧跟当地政府夜间经济发展的“路线
图”，选择夜间消费活跃的重点站点进
行亮化工程建设，加油站“夜经济”开
发规划要与周边环境相适应，区分景
区、社区、商业区，针对不同目标人群
设计不同营销方案，推动区域经济与
文化发展。

夜间营销不是延长了的“白天营
销”。与白天消费相比，夜间消费需求
有独特“个性”，如年轻化、快消性、便
捷性等。销售企业要想站稳夜间消费
市场，必须准确把握夜间客户主体需
求特征，精准设计营销方案及促销方
式、优化夜间现场管理，才能挖掘夜间
营销蕴藏的巨大消费潜能。

夏日已至，蓝海待启。销售企业
要在充分把握夜间消费需求特点的同
时，整合优势、用好政策，才能借好“夜
经济”东风，打造新的效益增长点。

“借东风”
做大夜间营销

江苏泰州石油

围绕“夜”需求 做大市场蛋糕

油站又亮又暖 客户频频回头延时奖励竞赛
向夜间要销量

夜市摆摊设点 真正让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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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广州石油开展“进社区惠民便民”活动，员
工利用下班时间在社区门口设立展销位，摆放油、米、纸
巾、洗衣液等商品，并为居民办理养车卡、充值卡等，受
到欢迎。活动期间，该公司为客户充值加油卡 6万元、销
售商品 3万元。 苏碧玉 摄

今年以来，北京石油扎实开展“加油站服务提升百日
竞赛”活动和攻坚创效行动，克服疫情影响，通过调整营
业时间、提升客户体验、强化目标管理等措施，实现“爱跑
98”汽油销量逆市增长。1~5 月，该公司“爱跑 98”汽油销
量同比增长 3.4%，排名销售企业第一。图为望京新城加
油站员工为顾客加注“爱跑 98”汽油。

本报记者 胡庆明 通讯员 杨 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