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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针对本地小商户

以发放优惠为主

的全套解决方案

01

用户侧

简单领取 简单核销

优惠凭证

03

广告算法

门店周边 长期投放

周期性均匀消耗

小预算、低成本、

简单操作、

持续不断引流到店

02

商户侧

无公众号开户 三步创建

余额可退

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投放周边可能消费的人群



四大亮点

套餐式购买，最低

2000元投放30天

按照地理位置投放

门店周边人群，提

升客流到店

余额可退，让每一

分钱都产生价值

简单操作，手机上

投广告、查看数据

（无需公众号）

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Part 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用户收到的广告长什么样？



01  卡片样式让可点击区域尽可能扩大

02  精致大图与优惠文案，可以短时间快速吸

引用户关注并点击领券

03  门店标志可以建立对门店的空间认知

优惠凭证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 优惠凭证非微信卡券，不会存入微信卡包

* 优惠内容不一定是满减，可以是任何优惠信息

服务通知

广告主要由外层素材与内层优惠凭证组成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领取优惠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 保存到本地，随时查看

* 通过识别优惠凭证本地图片上的小程序码，

可快速打开对应详情页

同意授权保存凭证到相册 凭证图片

领取后，支持保存优惠凭证到本地相册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 提示“向店员出示优惠凭证，即可使

用”，店员如有需要进行手动核销，

可以拿过用户手机，点击“使用优惠

”按钮

了解规则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确认使用 完成核销

支持手动核销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商户主页 门店标志
* 感兴趣的商户也可以从这里了解如何

投放出这样的一条本地“附近推”广告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广告其他外层跳转路径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Part 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系统如何为广告找到合适的用户？



门店 5km

“附近推”致力于帮助商户找到门店周边对优惠感兴趣的人。

1km

定向算法

让门店周边的用户收到广告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算法将优先在门店周边1km内寻找合适的用户，若人群较少，系统会自动

逐步扩展定向范围，最远不会超过5km。整个过程无需商户操心操作，即

可完成附近推广。



算法会尽量让整个套餐周期内，每一天都有曝光和消耗。如果投放

过程中暂停过广告，广告结束时间并不会延长。重新开启投放后，

算法将把剩余的广告预算重新分配到剩余的天数中。

套餐周期预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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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并不是每天完全匀速消耗的，周末会比工作日有更多的曝光及

消耗。

工作日及周末分配规则

周末让更多用户看到广告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购买套餐并不是一次性扣除费用，而是在广告投放的过程中，根据实

际曝光次数逐步进行扣费的，因此最终可能产生投放余额。

扣费逻辑

根据实际曝光扣费01 “附近推”产品介绍



Part 02

“附近推”操作指引



Part 02

“附近推”操作指引
——如何创建一条附近推广告？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操作流程及预估用时

商户介绍信息录入

商户认证

编辑广告素材

填写优惠信息

设置投放条件

套餐购买

广告审核

广告上线

首次即可，1分钟

首次即可，1分钟

3分钟

3分钟

系统默认，无需操作，除非需要定制，15秒

15秒

大部分2小时，最晚5个工作日内



通过小程序入口进入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商户公开信息录入 + 商户认证（无需公众号）

第一部分：商家公开信息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第二部分：

商家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对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

特殊行业资质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资质清单 商家认证页



创建流程示意

首次开户 与 第一次广告创建 是一起完成的

一起提交后台审核

此后进来就可以随时创建广告

只需三步，即可完成广告创建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设置广告素材

上半部分：广告预览

下半部分：内容编辑

标题：不超过10个字

文案：不超过30个字

图片：支持直接拍摄和上传收集相册图片

推广门店：单条广告最多可选10家位于同一个城市的门店

亮点：点击下一步，系统自动预审，即刻给出预审建议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设置素材（未填充） 设置素材（已填充） 选择门店



如果没有搜索到自己的门店，可能是你的门店尚未在腾讯地图标注。

可通过如下方式新增标注门店：

下载腾讯地图app → 点击“上报” → 点击“新增” → 点击“新增地点” → 点击“我是该地

商户” → 上传资料完成创建 → 等待审核通过

添加门店

更多门店标注介绍，点此查看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M3NjkzNA==&mid=2650619339&idx=1&sn=2d457262a9a8af7453dd82062108857e&chksm=be4c2b42893ba25464fef4f26ea7abefc9d8e07916c083d5132f5fe519efc01adb12169457e8&mpshare=1&scene=1&srcid=1022GwF6idiwBb8tfekOqtZ3&sharer_sharetime=1571712576871&sharer_shareid=f0a3e011547646f2b365ac6e7a4a2ba0&key=5e5ca5e19216e6f6275fa8cc6e72e14be355511c3851b423c8b6ada12f107cc20421fceaee435ea22f994a43a37a8681341cd732463cd57671f349111084b70057505d67173255b1182bb878182efbef&ascene=1&uin=MTA1MTExNDk4NQ%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70152&lang=zh_CN&pass_ticket=HGaDGTNZGBJ3dWzee8LB5IQMXs9L0DAyIZUfEXG%2FgIsY8%2FniQfmjLW0IcfGp2oOu


设置优惠凭证

上半部分：优惠凭证预览

下半部分：内容编辑

优惠信息：不超过10个字。 可填写折扣、满减、菜品赠

送、营销活动邀请等，例如满100减10元、全场5折、赠送

招牌菜

使用规则：不超过30个字。优惠凭证的特殊使用规则，必须

填写

关联点评店铺页：关联后，可在优惠凭证页中展示点评推荐

菜，且点击优惠凭证页中的门店可跳转至关联的点评店铺页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设置优惠凭证（未填充） 设置优惠凭证（已填充） 选择点评关联店铺



优惠凭证常见方案-折扣、满减、菜品赠送、优惠体验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设置投放条件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上半部分：预计投放结果

下半部分：套餐选择 及 投放条件设置

套餐：选择投放周期，时间分为30天、90天、180天投放

目标人群：系统智能匹配/自定义人群

投放时间：选择开始投放日期即可，结束时间根据套餐选择自动计算。

开始投放日期不得早于当前时间的2天后。

设置投放条件 设置目标人群



信息确认及支付页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重点确认投放时间、优惠信息是否选择无误

审核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一般当日审核完）

广告审核通过后，将于设定的投放时间上线

广告上线后，创建广告的微信号会收到一次自己的广告，便于查

看展示效果

注意：广告上线后，公众号会每日推送数据报告，建议关注公众

号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信息确认页 确认支付 引导关注



Part 02

“附近推”操作指引
——如何管理附近推广告？



数据查看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开户状态、审核状态、每日数据

都会通过微信广告助手公众号进行推送

在广告详情页中，可以查看广告基础信息、广告花

费、效果，以及领取优惠凭证的人群画像分析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数据日报 广告详情页



广告管理（暂停、修改）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投放中，随时可以暂停广告、开启广告

可以修改广告人群、广告素材、优惠凭证

（修改或暂停广告将影响广告算法的自动学习，不建议

频繁操作）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修改广告广告详情页（展开）广告详情页



退款申请

开户审核失败时，可发起退款

开户审核成功后，仅当账户内所有广告均为投放结

束或审核被驳回且无消耗时，才可发起退款。

投放中已有消耗的广告，即使暂停也需等到广告结

束时间，才可发起退款。

发起退款后，一般7-10个工作日到账。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广告管理页 账户信息页 发起退款



开具发票需要提前准备相关材料

材料介绍入口：账户信息-开具发票-了解相关资料

开具发票具体流程可咨询“微信广告助手”公众号客服

客服工作时间：工作日09:00-18:00

发票开具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有任何与广告相关的疑问可联系客服咨询

客服咨询入口位于“微信广告助手”公众号

小程序联系方式：账户信息-联系客服-关注公众号-跳转公众号-对话框咨

询/电话咨询

客服工作时间：工作日09:00-18:00

客服咨询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仅为示例。

02 “附近推”产品操作指引



Part 03

“附近推”优秀案例



连州市巧湘厨03 “附近推”产品优秀案例



马路边边串串香北苑旗舰店03 “附近推”产品优秀案例



三军生态园03 “附近推”产品优秀案例



梅河口达摩健身馆03 “附近推”产品优秀案例



平凉汽车运输公司加油站03 “附近推”产品优秀案例



汕头市淼福猪肚鸡03 “附近推”产品优秀案例



本地广告，发现身边新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