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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计划介绍



关于数码荔枝

数码荔枝是⼀一家专⻔门出售正版软件的公司，成⽴立于 2015 年年

持续增加中...

作为国内知名的软件代理理商，我们严选上新各类优秀

电脑软件，并提供友好的正版售价、专业的客服⽀支持、

详细的⽂文字 & 视频评测等 

旗下代理理正版软件超 260 款，不不乏顶级产品： 

• 微软 Office 系列列 

• 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 

• CleanMyMac 

• Fantastical 

• NTFS for Mac

荔枝官⽹网：https://lizhi.io/ 

正版商城：https://lizhi.io/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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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灵活 
多元化推⼴广链接，适⽤用微信/⼿手机/电脑场景

⻓长期收益 
引流买家也有⾼高复购率，为你创造⻓长期收益

信誉保证 
4 年年服务超 100,000 顾客，值得放⼼心推⼴广

⾼高额佣⾦金金 
阶梯佣⾦金金机制，最⾼高 16%，每⽉月结算

实时报表 
通过数据实时了了解推⼴广数据与收益概况

极速上线 
下载活动素材，即刻上线⼀一次精彩推⼴广

与我们合作的优势01 项⽬目介绍



佣⾦金金计算⽅方式

限时佣⾦金金

推⼴广阶梯佣⾦金金
初始佣⾦金金为 10% 

根据当⽉月销售总额决定最终佣⾦金金⽐比例例，具体算法如下：

当「数码荔枝」有全店活动 (如双⼗十⼀一、店庆等) 需要⼤大⼒力力推⼴广，则佣⾦金金可 

限时提升⾄至 18% 或以上 
(具体以双⽅方协商为准)

当⽉月渠道销售额 {
低于 3000 元 
低于 5000 元 
⾼高于 5000 元} ，

佣⾦金金 = 当⽉月渠道销售额 x {
10%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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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合作流程



确定合作关系 
可签署合作协议

⽣生成推⼴广链接

合作伙伴上线推⼴广 
数码荔枝提供素材

读者点击付费产⽣生佣⾦金金 
合作平台中可查看实时数据

每⽉月结算上⽉月佣⾦金金

提供合作平台账号

02 合作流程合作流程



03 推⼴广链接



03 推⼴广链接链接样式

链接样式
推⼴广链接为店铺优惠券领取⻚页⾯面，满 29 减 5 元 

链接样式形如：https://partner.lizhi.io/<合作伙伴>

揭晓前，你可在任意设备、任意浏览器器中访问以下链接： 

https://partner.lizhi.io/demo/general 

(翻到下⻚页了了解我们背后的努⼒力力)

有何奥秘？

https://partner.lizhi.io/demo/general


场景⾃自适应

场景⾃自适应
⼀一个推⼴广链接，全部使⽤用场景 

点击链接后，总能跳转到正确⻚页⾯面。领取优惠券后，开始跟踪使⽤用情况、计算佣⾦金金

电脑端 微信端⼿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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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推⼴广

单品推⼴广链接
让你的⽤用户，直达软件购买⻚页⾯面 

⼿手动⽣生成指定软件的推⼴广链接，放置在对应合适的⽹网⻚页中，⼤大幅提升浏览/⽀支付转换率

放置链接或海海报 购买后产⽣生佣⾦金金点击后进⼊入商城

03 推⼴广链接



03 推⼴广链接精准推⼴广

让全站精准推⼴广成为可能
⼀一段代码，助你最⾼高效进⾏行行全站推⼴广 

对于资源站/下载站，只需在⽹网⻚页代码中加⼊入⼀一段 JS 脚本，再批量量添加 通⽤用链接 ⾄至所有⽹网⻚页 

⽤用户点击后，根据⽹网⻚页标题⾃自动判断，直达对应软件的购买⻚页⾯面。 简单⾼高效，⽆无后续维护成本 

通⽤用链接

点击、匹配、跳转



专区持续曝光03 推⼴广链接

⼀一句句短评 = 持续曝光
你向读者介绍我们，我们向顾客介绍你 

在商城专区中，放上⼀一句句短评，向所有⼈人展示你所推荐的软件。强化个⼈人品牌并为你带来持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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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合作后台



监控实时数据

数码荔枝 x 合作平台
你最关⼼心的数据，我们为你清晰呈现 

当通过账号登陆后，可查询到访问量量、销售额以及其他实时订单信息

概况数据 实时更更新的概况数据，帮助你更更好了了解实际推⼴广情况，及时修改推⼴广策略略

轻松查询 
当⽉月 
当天 

⾃自定义

访问量量 
⽀支付笔数 
销售额}{

04 合作后台



分⽉月统计 让合作伙伴⼀一览每⽉月收益概况

监控实时数据

实时订单流

* 未来「合作后台」会逐步增加新功能，包括不不仅限于：佣⾦金金换算、报表下载等。

查看最近 100 笔订单的⽀支付情况：时间、⾦金金额、订单明细

04 合作后台



⽣生成推⼴广链接

轻松推⼴广整店 或 单品
搜索，复制，投放，推⼴广就是这样简单！ 

通过           搜索框快速定位软件，⼀一键复制链接后，即可进⾏行行单品投放推⼴广，收益最⼤大化

04 合作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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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活动素材

精选推⼴广活动

04 合作后台

不不知如何推⼴广？我们已为你准备好了了 

在合作平台中，下载定期更更新的活动素材，即刻在你的⽤用户/粉丝群中推⼴广，赚取佣⾦金金

挑选活动 下载素材 开始推⼴广

ZIP 中包含 ... 
• ⽂文章通稿 
• 各尺⼨寸海海报 
• 设计源稿等

挑选素材或再创作 
插⼊入推⼴广链接后发布



05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既然数码荔枝是淘宝店，为什什么不不通过淘宝客进⾏行行合作？ 
在过去的尝试中，淘宝客⽆无法在移动端有效跟踪下单情况，对我们及合作伙伴造成了了巨⼤大困扰。 

经测试，使⽤用定制后的 5 元优惠券，不不仅能通过⼀一个链接解决上述问题，且进⼀一步提⾼高⽤用户的付款转换率，对

合作伙伴来说是更更好的选择。

数码荔枝会采⽤用任何形式，⼲干扰顾客使⽤用合作伙伴优惠券吗？ 
不不会。数码荔枝希望能与所有合作伙伴建⽴立 ⻓长期、稳定、互利利 的合作关系。⼀一切内部渠道提供⾄至顾客的优惠，

均不不会与合作伙伴推⼴广相冲突。进⼀一步了了解我们的 VIP 会员体系： https://lizhi.io/vip

如果销售数据是你们提供的，那么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数码荔枝⼀一直秉承着“诚信经营”的理理念，这也是我们过去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非常认真对待每个

合作伙伴，并保证提供的数据 100% 真实。 

当然，你完全可以通过推⼴广链接⾃自⾏行行下单，并查看合作后台中的 实时数据。

05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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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你们还有其它合作⽅方式吗？ 
⽬目前我们已在紧锣密⿎鼓地开发搭建独⽴立商场，预计在 2018 年年年年末能够开通，并提供更更多灵活的选择⾄至合作伙伴，

包括更更⾃自动化的佣⾦金金结算⽅方式，以及更更⾼高⽐比例例的 分销体系。

如果顾客通过我的推⼴广链接购买后退款，会发⽣生什什么？ 
所有退款订单都将排除⾄至佣⾦金金分成之外。此外，合作平台已采⽤用退款预警 —— 如果通过某合作伙伴推⼴广渠道的

订单退款率异常，我们会⼈人⼯工介⼊入。

如果参与你们的推⼴广计划，你们希望我们怎么进⾏行行推⼴广？ 
由于推⼴广链接的⾼高兼容性，你完全能够⾃自主决定所推⼴广的软件与形式 —— 只要你在推⼴广⽂文章、海海报、按钮等元

素中添加该推⼴广链接，都能吸引顾客领取。与此同时，如果你需要，我们也会按照你⽹网站/公众号的属性，推荐

⼀一些合适你进⾏行行投放的资源，帮助彼此获得最⼤大收益。

为什什么佣⾦金金结算似乎是需要⼿手动操作？ 
当前优惠券返现、合作平台均为我们店独⽴立开发，暂时⽆无法通过淘宝平台⾃自动进⾏行行，需要我⽅方进⾏行行⼈人⼯工处理理。

常⻅见问题05 常⻅见问题



本计划有最低销售额要求吗？未达到要求会怎么样？ 
我们会尽可能配合你的要求，并为你提供针对性的推⼴广建议。在此前提下，⼀一个合作伙伴的每⽉月最低销售额不不应

低于 1000 元 / ⽉月。若连续两个⽉月销售额均低于该数值，且⽆无特殊原因，数码荔枝有权主动终⽌止合作关系，并取

消合作伙伴后台权限 (会提前告知)。

常⻅见问题05 常⻅见问题



李李逸池 
创始⼈人 - 数码荔枝

邮箱：yichi.li@lizhi.io 

电话：17721020671 

微信：liy1chi 

ＱＱ：506635507

感谢阅读感谢阅读！

合作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