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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您好，欢迎成为 Ping++ 推荐⼤大使

「推荐⼤大使」是⼀一个「将朋友圈⼈人脉转化为财富的转化器器」，
让你的「推荐」变得有价值，可量量化。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朋友，
想把最好的⽀支付⽅方案推荐给他，这⼀一切，可以不不再免费，成为 
Ping++ 推荐⼤大使，Ping++ 为你的推荐买单。

接下来，跟我们⼀一起开启⼤大使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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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使⽤用⼿手册

�
✓如何注册成为 Ping++ 推荐⼤大使？


✓成为⼤大使之后，如何分享优惠券？


✓如何查看我的收益？


✓如何把「推荐⼤大使」添加到我的⼩小程序？



如何注册成为 Ping++ 推荐⼤大使？

⼩小程序使⽤用⼿手册

01.
进⼊入⼩小程序，
点击最下⽅方按钮

02.
请填写真实的⼿手机号码

进⾏行行验证

03.
TIPS：输⼊入潜在客户资源

能更更快通过审核

04.
加⼊入推荐⼤大使群，
获得更更多福利利内幕



⼩小程序使⽤用⼿手册

注册后，审核周期为 3 个⼯工作⽇日
审核期间可以先加⼊入「推荐⼤大使」微信群，⼀一起交流

扫码⼊入群



成为⼤大使之后，如何分享优惠券？

⼩小程序使⽤用⼿手册

01.
成为⼤大使后，
进⼊入⼩小程序的⾸首⻚页

02.
点击⾸首⻚页最下⽅方的分享
button，进⼊入分享⻚页⾯面

分享⽅方式⼀一：
点击「分享给好友」
适合定向邀请朋友

分享⽅方式⼆二：
点击「保存海海报」
适合发朋友圈，⼴广撒⽹网



⼩小程序使⽤用⼿手册

如何查看我的收益？

• 潜在收益

好友通过你的分享领取了了优惠券但尚未注册

• 待收益

好友通过你的分享领取了了优惠券并消费成功，但Ping++ 产品有⼀一定
的结算周期，结算周期结束后⾃自动转⼊入余额并计⼊入总收益

• 总收益

累计已获得的收益（已提现和未提现的收益总和）

• 余额

未提现到微信零钱的收益，可随时提现



⼩小程序使⽤用⼿手册

如何把「推荐⼤大使」添加到我的⼩小程序？

点击右上⻆角
选择下⽅方弹出的「添加到我的⼩小程序」

进⼊入微信⾸首⻚页
即可快速进⼊入「推荐⼤大使」⼩小程序



奖励规则

�
✓我可以推⼴广哪些产品？能拿到多少奖励？


✓什什么情况下能获得奖励收益？


✓什什么情况下推⼴广没有奖励？


✓我的收益有哪些提现规则？


✓如果我推荐的客户发⽣生退款？



推荐⼤大使奖励规则

我可以推⼴广哪些产品？能拿到多少奖励？

⼤大使可推⼴广的产品包括 Ping++ 所有付费产品：聚合⽀支付（标准版、专业版、
定制版）、会员账户系统、多级商户系统

「基础推⼴广奖励」
• 推荐⼤大使可获得订单⾦金金额 10% 的返佣，被推荐者能够领取 2 个⽉月任意付
费套餐服务延⻓长期的权益。

「升级推⼴广奖励」
• ⾸首单奖励提⾼高⾄至 20%
• 推荐⼤大使季度排⾏行行榜前 3 名，额外奖励 1000 元
• 每⽉月不不同主题奖励规则



标准版（元/年年） 专业版（元/年年） 定制版（元/年年） 会员账户（元/年年） 多级商户（元/年年）

定价 9999 29999 99999 50000～200000 50000～200000

⼤大使⾸首单 20% 1999.8 5999.8 19999.8 10000～40000 10000～40000

⼤大使⽇日常单 10% 999.9 2999.9 9999.9 5000～20000 5000～20000

Ping++ 产品定价表&奖励⾦金金额

推荐⼤大使奖励规则

注：上表中所计算的奖励⾦金金额是以产品原价为基础，实际奖励⾦金金额以最终成交的订单额为准，有可能产⽣生折扣价、多年年价等。



推荐⼤大使奖励规则

什什么情况下能获得奖励收益？

• 推荐⼤大使的底层逻辑为「⽼老老客户带新客户」，所以被推荐者为：未在 
Ping++ 平台购买过任何⽀支付产品/服务的才视为新客户。

• 被推荐者「⾸首次+⾸首单」购买 Ping++ 的年年度⽀支付产品／服务【划重点：⼤大
使如果促成客户⾸首单购买多年年套餐，能享受更更多奖励】

• 被推荐者与 Ping++ 签署合作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全部合作款项。

• 被推荐者在正式付费 60 天内没有发⽣生退款。



推荐⼤大使奖励规则

什什么情况下推⼴广没有奖励？

• 被推荐者已经购买过 Ping++ 任何⼀一款⽀支付产品/服务

• 除⾸首次下单之外，被推荐者第⼆二年年复购、升级、续费 Ping++ 的年年度⽀支付
产品／服务

• 被推荐者在正式付费 60 天内发⽣生退款，⼤大使不不享受奖励。



推荐⼤大使奖励规则

我的收益有哪些提现规则？

• 提现时间为被推荐者正式付费 60 天后（未发⽣生退款），提现需要 Ping++ 
审核，审核时间为 7 个⼯工作⽇日。

• ⽀支持提现⾄至微信账户，后续会根据⼤大使需求补充不不同提现渠道，包括但不不
限于银⾏行行账户、⽀支付宝等。

• 收益⻚页⾯面可查看的提现⾦金金额为税前⾦金金额，Ping++ 会为⼤大使提供代扣代缴
服务。



推荐⼤大使奖励规则

如果我推荐的客户发⽣生退款？

• 如果被推荐者在正式付费 60 天内发⽣生退款，推荐⼤大使不不享受该笔订单的
奖励。

• 如果被推荐者在正式付费 60 天后发⽣生退款，推荐⼤大使需要返还该笔订单
的奖励。

• 如果推荐⼤大使带来的被推荐者中出现多个退款客户，将取消该⼤大使的推荐
资格，并要求返还已发放退款订单的奖励，严重者将诉诸法律律。



如何推⼴广

�
✓ 哪些⼈人有可能购买 Ping++ 产品？（⾼高

意向度客户画像）


✓如何更更有效发放优惠券？（话术）


✓被推荐⼈人领券之后，我还能做什什么？


✓除了了发券，我还需要做什什么？



推荐⼤大使推⼴广宝典

哪些⼈人有可能购买 Ping++ 产品？（⾼高意向度客户画像）

「标准版」 「专业版」



推荐⼤大使推⼴广宝典

哪些⼈人有可能购买 Ping++ 产品？（⾼高意向度客户画像）

「多级商户」 「会员账户」



推荐⼤大使推⼴广宝典

如何更更有效发放优惠券？
不不管是把⼩小程序分享到各种微信群⾥里里，还是保存海海报发朋友圈，都建议附加⼀一段诚意满满的转发语。

话术1

给⼤大家推荐⼀一个靠谱的⽀支付解决⽅方
案服务商 Ping++，他们的⽀支付产
品包括：「实现所有主流⽀支付渠道
收付款」的聚合⽀支付、「实现账户
余额充值打赏」的会员系统、「实
现多层级商户分润管理理」的多级商
户系统。如果你的企业有⽀支付相关
的需求，都有可能需要 Ping++ 的
产品和服务，现在通过⼩小程序还可
以领取付费套餐的优惠券。群⾥里里有
需要的朋友可以了了解⼀一下。

最近⼀一个项⽬目中的⽀支付⽤用到了了 
Ping++，觉得不不错，帮忙推荐⼀一
下。如果你的企业有⽀支付相关的需
求，可是试试 Ping++ 的产品和服
务，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来
做，我们⾃自⼰己能更更专注业务，现在
通过⼩小程序还可以领取付费套餐的
优惠券。

话术2

群⾥里里有⼈人了了解⽀支付技术服务商 
Ping++ 吗？关注他们 3 年年多了了，
感觉在⽀支付这⼀一块确实做得不不错，
品牌⽐比较有保证，产品安全性很
⾼高 。最近申请了了他们的「推荐⼤大
使」，所以来给⼤大家推荐⼀一波，有
⽀支付需求的朋友可以领⼀一下我的优
惠券，购买的时候能额外获得 2 个
⽉月优惠福利利，诚意推荐。

话术3



推荐⼤大使推⼴广宝典

被推荐⼈人领券之后，我还能做什什么？

「催⼀一催」
通过⼩小程序「催单」功能，

⼀一键发送提醒

「聊⼀一聊」
跟领券的朋友多聊聊，
侧⾯面助⼒力力成单



推荐⼤大使推⼴广宝典

除了了发券，我还需要做什什么？

可以什什么都不不做

也可以参考如下两种模式

「能量量⼤大使」

⼤大使通过⾃自身的⼈人脉圈，筛选出有

⽀支付需求的朋友，⼀一对⼀一分享优惠

券，在 Ping++ 资深顾问跟进之后，
⼤大使依然可以通过私下沟通帮忙促

单。

⼤大使可以参与到被推荐者的跟进过

程中，适合资源优质、时间充裕的

⼤大使。

「佛系⼤大使」

⼤大使只需要通过⼩小程序把优惠券分

享给有⽀支付需求的朋友，或者⼴广撒

⽹网尽可能扩散到意向客户集中的地

⽅方，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 Ping++，
我们的资深顾问会在第⼀一时间联系

被推荐者，沟通需求。

⼤大使只要坐等「被推荐者消费通

知 」即可。



常⻅见问题

�



常⻅见问题

我发了了优惠券后，Ping++ 如何跟进？

我能不不能联合跟进⾃自⼰己推荐的客户？

我不不想联合跟进，只想知道进度结果？

……

……

……

……



� 我发了了优惠券后，Ping++ 如何跟进？ � 我能不不能联合跟进⾃自⼰己推荐的客户？

常⻅见问题

推荐⼤大使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潜在客户，
分享优惠券，所有来⾃自推荐⼤大使的线
索会在⼯工作⽇日 24 ⼩小时内优先处理理，由 
Ping++ 专属⼤大客户经理理跟进，⼀一定保
证⼤大使推荐的线索得到重视。

Ping++ 推荐⼤大使运营团队会及时为⼤大
使提供被推荐者的跟进情况，如果⼤大
使希望能更更多参与，可以联系运营⼈人
员，我们会安排专属⼤大客户经理理在跟
进过程中邀请⼤大使加⼊入。



� 我不不想联合跟进，只想知道进度结果？ � ……

常⻅见问题

可以的，推荐⼤大使运营团队每个⽉月会
跟⼤大使同步⼀一次⼤大使被推荐客户的跟
进结果。平时在跟进过程中不不会打扰
⼤大使。⼤大使也可以⾃自⾏行行选择屏蔽每⽉月
⼀一次的同步，只接收最终付费与否的
通知。



THANK YOU!
加⼊入推荐⼤大使微信群，获得更更多服务⽀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