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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编写目的 

此文档编写目的是为帮助店铺更快的熟悉华瑞源二手车平台的操作流程及提升店铺实

力、打造店铺品牌。 

2.项目背景 

项目名称：华瑞源二手车电商平台 

开发单位：山东华瑞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背景：华瑞源二手车电商平台是华瑞源网络运营平台的一部分，是共享华瑞源后台

管理系统、华瑞源好车站、华瑞源 ERP 数据的网站。主要作为 PC 端展示平台和手机端的管

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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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说明 

1.个人中心 

用户中心是用户管理个人信息及店铺信息的入口，所有和个人及店铺相关的信息都可

以在这里操作。 

1.1 登录 

打开二手车平台，网址：http://www.jnesc.com/，点击右上角的登录按钮，输入用户名，

密码登录。（如需注册，请点击注册按钮）。 

http://www.jn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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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册 

① 完善注册信息 

② 密码为 6-12 位英文数字组合 

③ 点击注册按钮，提示用户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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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后点击登录按钮，进行登录。 

普通登录登录后进入网站首页 

商家登录登陆后进入个人中心/商家中心 

普通登录成功后，点击用户名或者点击”个人中心”进入个人中心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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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通店铺的个人中心位置会显示店铺管理，促销资讯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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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册店铺 

个人中心屏幕右上方的 ，进行店铺的注册开通，等待官方通过审核 

才能操作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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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注册店铺页面如下: 

注:带*号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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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了店铺的账号个人中心界面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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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布车源 

1.4.1 未注册店铺 

标注为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车辆内容填写完毕点击立即发布。 

注:未注册店铺的用户只能最多只能发布两辆车而且需要输入手机验证码 

如下页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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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已注册店铺 

标注为红色星号*的为必填项，车辆内容填写完毕点击立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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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已注册店铺无需填写手机验证码,但是需要填写发布车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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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账号设置 

1.5.1 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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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密码修改: 

 

1.5.3 积分增加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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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积分消耗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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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安全设置 

 

 

 

1.6 会员中心 

1.6.1 我的短信 

可以查询站内来自系统信息,包括店铺审核 发布审核 回答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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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我的收藏 

查询在华瑞园收藏过的车辆和店铺 

 

1.7 问答管理 

1.7.1 发布提问 

点击”问答管理”模块>>点击”发布提问”填写”提问类型”,填写”提问标题”以及”提问

说明”,点击”立即发布”即可发布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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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我的提问 

打开”问答管理”模块>>我的提问,可以按照日期区间查看曾经提问过的问题 

右上角”提问”按钮可快速发布提问 

 

1.7.3 我的回答 

打开”问答管理”模块>>我的回答,可以按照日期区间查看曾经回答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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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促销咨询(针对已开通店铺的用户) 

1.8.1 发布促销 

促销资讯和新闻资讯栏目可以在自己店铺发布促销资讯和行业资讯，增加店铺百度的收

录和提升店铺荣誉值排名。 

点击促销咨询>>发布促销，打开发布界面，填写文章标题、文章摘要以及文章内容，点击

立即发布。（*我的资讯中发布信息需要选择信息分类，根据选择的分类不同分列在店铺首

页新闻资讯的不同栏目） 

 

1.8.2 我的促销 

我的促销包括发布过的促销信息,可以对促销信息进行修改内容,删除促销,点击右上角

的添加按钮即可添加一条新的促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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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我的资讯 

 

1.9 店铺管理(针对已开通店铺的用户) 

1.9.1 我的店铺 

点击我的店铺功能可以链接到自己已开通的店铺首页，查看店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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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店铺资料 

在打开的店铺资料完善信息。 

①选择店铺的注册地区（店铺审核通过后不可修改） 

②选择注册的店铺类型（店铺审核通过后不可修改） 

③填写营业执照的公司名称（经纪公司和 4S 店）/身份证的真实姓名（个人商铺）（店

铺审核通过后不可修改） 

④填写需要注册店铺的店铺名称 

⑤填写店铺联系人的姓名 

⑥填写店铺联系电话 

填写/修改完成，点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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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后的店铺信息会显示在店铺首页，如下图显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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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轮播管理 

管理店铺首页的轮播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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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按钮进入添加界面（如下图）： 

 

注：①链接地址为前台店铺图片点击链接到的页面，可以写成链接到自己店铺的某页或者

车辆信息的页面的链接地址，例如：http://www.jnesc.com 添加此链接点击轮播图

就直接跳转到 http://www.jnesc.com 页面 

②排序号码数字越小图片轮播显示的顺序越靠前 

③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设置不要设置的格式有问题：例如前面的时间比后面的时间晚 

④是否启用该图片：是/否（是：前台显示，否：前台不显示） 

⑤图片大小注意不要过大，尽量控制在 2Mb（2048kb）以下。 

轮播图添加完毕之后会显示在店铺首页位置，请点击店铺管理>我的店铺进入店铺首页

查看效果，显示效果如下图： 

http://www.jne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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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当前时间段展示的轮播图信息操作步骤>>选择筛选条件>播放日期:第一个

日期是轮播图开始展示日期,第二个日期是轮播图结束展示日期,点击查询按钮,就能查询

出当前日期播放的轮播图如下图所示: 

 

 

轮播图的编辑操作:对已有的轮播图进行编辑操作,点击编辑进入轮播图编辑页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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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播图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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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发布车源模块发布的车辆都可以在个人中心>车源管理>我的车源中查看。 

 

2.0 车源管理 

2.0.1 我的车源 

①公司自营经纪人店铺：我的车源功能可以把自己发布/评估的车辆和公司分发给店铺的

车辆选择性放入自己的店铺中(没有图片的车辆在放入店铺时会提示没有图片的车辆不

能放入店铺)。 

点击放入店铺可以把自己管理的车放入店铺，点击移出店铺将店铺中暂时不需要的车

辆移出店铺。 

 

如下图：未在店铺的车辆可以点击放入店铺，已在店铺的车辆可以点击移出店铺。（根

据自己的查询需求选择顶部筛选条件） 

 

 

放入店铺功能操作的车辆会显示在店铺首页的最新车源以及买车列表功能块下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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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车源管理>店铺车辆中的刷新按钮，可以刷新车辆的发布时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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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我的车源模块下的修改功能可以对车辆信息资料进行修改，如下图： 

 

 

2.0.2 店铺车辆 

①个人中心>车源管理>店铺车辆，可把自己店铺内管理的车辆推荐到店铺首页或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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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首页左侧位置。 

点击右方的推荐按钮，弹出推荐对话框（可以选择推荐在店铺的首页中的商家推

荐位置或者首页左侧的推荐车辆附着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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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公司自营经纪顾问店铺（个人店铺、4S 店，车商店铺等非华瑞源自营经纪顾问店铺）：

同一辆车存在放入多个店铺中的可能性，会有而且只有一个主店铺，其他都是次要店铺（次

要店铺数量没有限制）。主店铺选择是，次要店铺选择取消。在首页点击车辆进入车辆详

情页，右上角显示的进入店铺的链接为主店铺链接，次要店铺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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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辆展示页面（非直接从店铺内部点击车辆展示信息）选择车辆进入车辆详情页面，右

上角的进入店铺链接为此车辆主店铺链接。如下图： 

 

 

 

2.1 查询管理 

输入 17 位车辆的车架号，查询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内部账号会自动查询出来维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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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维保记录查询支持品牌： 

序

号 
品牌 厂家 查询内容 24 小时（默认：是） 工作时间 

1 阿斯顿·马丁 阿斯顿·马丁 索赔   

2 奥迪 一汽-大众奥迪 全部 否 9:05-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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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奥迪（进口） 奥迪（进口） 全部 否 9:05-19:55 

4 巴博斯 巴博斯 全部 否 8:00--21:00 

5 宝骏 上海通用五菱 
保养（只有记录无详细）+索

赔 
  

6 宝马 华晨宝马 全部 否 9:05--21:55 

7 宝马（进口） 宝马（进口） 全部 否 9:05--21:55 

8 保时捷 保时捷 全部   

9 北京 北京汽车 全部   

10 北汽绅宝 北京汽车 全部   

11 北汽威旺 北京汽车 全部   

12 奔驰 北京奔驰 全部 否 8:05--20:55 

13 奔驰（进口） 奔驰（进口） 全部 否 8:05--20:55 

14 奔驰（福建奔驰） 福建奔驰 全部 否 9:10--20:55 

15 奔腾 一汽奔腾 全部 否 6:00--20:00 

16 本田 东风本田 全部 否 7:00--22:55 

17 本田（进口） 本田（进口） 全部 否 7:00--22:55 

18 比亚迪 比亚迪 全部   

19 标志 东风标志 全部   

20 别克 上海通用别克 全部   

21 长安 长安汽车 全部   

22 长安商用 长安商用 全部   

23 长城 长城汽车 全部   

24 DS 长安标志雪铁龙 全部   

25 DS（进口） 雪铁龙（进口） 全部   

26 大众 上海大众 全部   

27 大众 一汽大众 全部 否 9:05-19:55 

28 大众 大众（进口）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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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道奇 广汽菲克/道奇（进口） 全部   

30 东风风神 东风乘用车 全部   

31 东南 东南汽车 全部   

32 菲亚特 广汽菲克菲亚特 全部   

33 菲亚特（进口） 菲亚特（进口） 全部   

34 丰田 广汽丰田 全部 否 8:05-19:55 

35 丰田 一汽丰田 全部 否 8:05-19:55 

36 丰田 丰田（进口） 全部 否 8:05-19:55 

37 观致 观致汽车 全部   

38 广汽传祺 广汽乘用车 全部   

39 海马 海马汽车 全部   

40 红旗 一汽红旗 全部   

41 华泰 华泰汽车 全部   

42 华泰新能源 华泰汽车 全部   

43 Jeep 广汽菲克 Jeep 全部   

44 Jeep（进口） Jeep（进口） 全部   

45 吉利 吉利汽车 全部   

46 江淮 江淮汽车 全部   

47 捷豹 奇瑞捷豹路虎/捷豹 全部 否 9:05-19:55 

48 金杯 华晨金杯 索赔   

49 开瑞 开瑞汽车 全部   

50 凯迪拉克 上海通用卡迪拉克 全部   

51 凯迪拉克（进口） 凯迪拉克（进口） 全部   

52 凯翼 凯翼汽车 全部   

53 克莱斯勒 北京克莱斯勒 全部   

54 克莱斯勒 广汽菲克 全部   

55 雷克萨斯 雷克萨斯 全部 否 9:05--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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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雷诺 东风雷诺 全部   

57 雷诺（进口） 雷诺（进口） 全部   

58 铃木 长安铃木 全部（需输入发动机号）   

59 路虎 奇瑞捷豹路虎 全部 否 9:05-19:55 

60 路虎 路虎（进口） 全部 否 9:05-19:55 

61 MG 上汽集团 全部   

62 MINI MINI 全部 否 9:00-22:00 

63 马自达 长安马自达 全部   

64 马自达 一汽马自达 全部   

65 马自达（进口） 马自达（进口） 全部   

66 欧朗 一汽欧朗 全部   

67 奇瑞 奇瑞汽车 全部   

68 奇瑞新能源 奇瑞汽车 全部   

69 启辰 东风日产 全部   

70 起亚 东风悦达起亚 全部   

71 日产 东风日产 全部   

72 日产（进口） 日产（进口） 全部   

73 荣威 上汽集团 全部   

74 smart smart 全部   

75 三菱 东南三菱 全部   

76 三菱 广汽三菱 全部   

77 思铭 东风本田 全部   

78 斯巴鲁 斯巴鲁 全部   

79 斯柯达 上汽大众斯柯达 全部   

80 威麟 奇瑞汽车 全部   

81 沃尔沃 沃尔沃亚太 全部   

82 沃尔沃（进口） 沃尔沃（进口）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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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五菱 上海通用五菱 
保养（只有记录无详细）+索

赔 
  

84 现代 北京现代 全部   

85 雪佛兰 上汽通用雪佛兰 全部   

86 西雅特 西雅特 全部   

87 雪铁龙 东风雪铁龙 全部   

88 英菲尼迪 东风英菲尼迪 全部 否 6:05--20:55 

89 英菲尼迪（进口） 英菲尼迪（进口） 全部 否 6:05--20:55 

90 中华 华晨中华 索赔   

91 众泰 众泰汽车 全部   

92 众泰大迈 众泰汽车 全部   

93 玛莎拉蒂 玛莎拉蒂 全部 否 9:00--18:00 

94 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 全部 否 9:00--18:00 

95 腾势 腾势 全部 否 9:10-21:00 

96 迈巴赫 梅赛德斯奔驰 全部 否 8:00--21:00 

97 英伦 吉利集团 全部   

98 华普 华普汽车 全部   

99 福特 长安福特 全部 否 9:05-19:55 

100 哈弗 长城汽车 全部 否 9:05-17:55 

 

 

2.2 系统信息 

2.2.1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查看账号对信息的操作步骤,修改或者删除以及编辑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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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帮助中心 

帮助中新:点击”帮助中心”按钮帮助中心页面会显示服务协议,交易指南商铺的使用

说明等具体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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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广管理 

2.3.1 置顶 

置顶想要推送的店铺车源到华瑞源二手车网站首页对应车辆类目和我要买车买车列表页对

应车辆类目显示（*消耗积分，每辆车置顶每天消耗 100 积分）。 

点击想要置顶的车辆后方的置顶按钮，选择置顶天数套餐，点击马上置顶。 

 

注：如果几个店铺合计置顶车的总数目超过首页显示的数目，访问首页的时候会随机显示

每个店铺置顶的车辆（任何置顶车辆都有机会显示在首页，但是是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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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显示位置在首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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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店铺统计 

可以统计自己店铺的浏览记录/设备/来源/车辆访问请求的链接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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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客户管理 

2.4.1 添加客户 

 

①带*的为必填项 

②联系方式手机号,固话,微信三种联系方式必须填写其中一项 

2.4.2 客户列表 

查看录入的客户信息以及客户购车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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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跟进: 

 

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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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跟进历史: 

 

④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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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跟进历史 

进行跟进操作和查看跟进历史的记录 

 

2.2.4 带跟进列表 

查看每日应跟进客户信息以及指定日期跟进客户信息和逾期未回访客户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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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推迟:推迟客户信息预订回访日期 

②跟进:跟进客户信息 

 

 

 

 

4.0 店铺荣誉 

店铺荣誉是指华瑞源二手车商家店铺运营状态好坏指标的展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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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店铺荣誉指标 

 (荣誉值高的店铺网站发布的车源展示级别优先于荣誉值低的店铺) 

荣誉值是店铺的重要指标，影响荣誉值的部分重要指标如下： 

权重指标 统计形式 单位得分 

店铺浏览量/IP 前一日 IP 1 

店铺浏览量/PV 前一日每个 IP 最多 30PV 0.5 

店铺人气收藏 近 30 天 累计收藏 2 

车辆人气收藏 近 30 天 累计收藏 1 

店铺促销信息 近 30天 累计篇 》50字，最高 10篇 2 

店铺资讯 近 30天 累计篇 》200字，最高 5篇 5 

轮播图数量 前一日 张，最多 5张 1 

推荐车辆 前一日 辆，首页 10 个，左侧 5 个 1 

个人中心发布车辆 近 30天 累计辆 10 

添加销售客户 近 30 天 累计人数 2 

销售回访 近 30天 累计回访次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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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栏目 近 30天 累计条 提问一条 1分回答一条 1分 

促销扣分 近 30天 累计篇 -3 

资讯扣分 近 30天 累计篇 -6 

店铺新增车辆 近 30天 累计辆 10 

 

 

 

 

 

 

 

 

4.0.2 商家推荐 

网站首页下方的商家推荐模块的推送规则为： 

①以店铺经营指标（荣誉值）-----主规则 

②以店铺车辆月销量、车源数------------辅助规则 

 

5.0 积分增长/消耗细则 

*此积分和店铺荣誉值不是一个分值，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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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积分增加规则 

权重指标 得分 统计形式 

每日第一次登陆官方网站个人中心 每日/5分 每日仅限一次,重复操作不多增积分 

每日发布车源 每辆/5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售出车辆 每辆/1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发布促销信息 每条/2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发布新闻资讯 每条/3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发布问题 每条/1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回答问题 每条/1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维保查询 每条/20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添加销售客户 每位/5分 每日不限次数 

每日销售回访 每次/1分 每日不限次数 

 

5.0.2 积分消耗规则 

权重指标 单次消耗 统计形式 

车辆置顶首页 每次/100分 每日不限次数 

刷新发布时间功能 每次/20分 每日不限次数 

 

可用积分在店铺首页右方的我的资料或店铺资料以及个人中心>推广管理>置顶功能，点击

置顶按钮可以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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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增加和消耗记录在：个人中心>账号设置>积分增加明细/积分消耗明细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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