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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广告推出的专门针对线下门店的营销推广解决方案。

可满足商家小预算、低成本、简单操作、持续不断引流到店

的推广诉求。

微信广告附近推



朋友圈曝光及用户领取路径01  产品介绍

点击领取优惠

允许

朋友圈信息流 领取页 到店使用授权通知



用户到店使用优惠路径01  产品介绍

小程序：微信广告服务

点击去使用

使用优惠

查看已领取的
优惠凭证

允许：位置＞100m 
或读取位置失败

允许：位置判断
在店铺附近

不在店内

确认

使用说明

到店使用 已使用



其他点击路径01  产品介绍

点击头像

如何成为这种商户

小主页朋友圈信息流 如何成为这种商户



月活12亿的微信流量场景，

为门店带来获客新蓝海

人人都在用微信 “

一网打尽”周边潜客

网罗0.5-5公里

客户到店

结合优惠活动，将广告投放给

门店周边0.5-5公里潜在客群，

高效引客到店

小额投放

高性价比

主动曝光

独占眼球

最低2000元即可持续投放1个

月，按实际曝光扣费， 投放

效果可预估

高效触达目标用户 最

大限度抢占用户注意力

微信广告附近推：一款专为线下门店设计的推广利器

破解曝光局限 破解成本局限

四大亮点01  产品介绍

破解精准度难题 破解受众局限



系统如何为广告找到合适的用户？



门店 5km

定向算法

附近推致力于帮助商户找到 门店周边 对优惠感兴趣的人。

0.5km 算法将优先在门店周边 0.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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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定向01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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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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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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分配01  产品介绍

套餐周期预算分布

工作日及周末分配规则



Part 02



餐饮美食-火锅 丨 深圳·凤在飞猪肚鸡火锅

02  优秀案例



02  优秀案例

餐饮美食-其他 丨 深圳 · 港丽餐厅



02  优秀案例

教育培训-非学历教育丨 苏州 · 精英宝贝尚湖幼儿园



教育培训-非学历教育丨 苏州 · 精英宝贝尚湖幼儿园

02  优秀案例

教育培训-早期教育丨 星海教育



教育培训-非学历教育丨 苏州 · 精英宝贝尚湖幼儿园教育培训-早期教育丨 星海教育

02  优秀案例

零售百货-超市丨 郑州 · 登封百兴生活广场



教育培训-早期教育丨 星海教育

02  优秀案例

零售百货-超市丨 南昌 · 好友多生活超市



02  优秀案例

教育培训-早期教育丨 星海教育生活服务-运动健身丨 昆明 · 一澜瑜伽健身



02  优秀案例

教育培训-早期教育丨 星海教育生活服务-美发丨 乌鲁木齐 · 鲁特毕儿童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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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投放一条附近推广告？



环节 信息 序号 物料 要求

开户

商家品牌信息

1 商家头像 -

2 店铺名称（2-15字） 2-15字

3 商家宣传语（4-120字） 4-120字

资质信息

4 营业执照 -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

6 商家联系方式 -

7 行业资质
不同行业所需行业资质不同，详情请参考附近推官网-开放行业

（https://ad.weixin.qq.com/guide/2285）

创建广告 广告信息

8 广告标题（0-10字） 0-10字

9 广告文案（0-30字） 0-30字

10 优惠信息 0-10字

11 使用规则 0-60字

12 广告图片 800*450，小于300k

投前物料清单03  操作指引



商户信息录入

资质认证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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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成功后无需再次操作

开户成功后无需再次操作，1分钟

3分钟

3分钟

多数条件系统自动优化，15秒

15秒

大多数情况下当日即有审核反馈，最晚2个工作日内

扫描渠道小程序码渠道关联

账户开通

广告创建

等待上线

操作流程及预估用时03  操作指引



商家信息

包含 商家头像、商家名称、商家宣传语，该

部分信息会用于商家主页对外展示。

资质认证

资质认证需要上传3类资质：商家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对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商家所属行

业所需的特殊资质。

商家信息填写

资质认证上传

商家信息将对外展示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商户信息录入及认证03  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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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800*450（支

持自动裁剪）

推广门店：选择当前广告推广的门店 亮点：点击下一

步，系统自动预审，即刻给出预审建议

设置素材（未填充） 设置素材（已填充） 选择门店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设置广告素材03  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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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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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门店标注介绍，点此查看

4
1

2

3

添加门店03  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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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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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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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设置优惠凭证03  操作指引



单个菜品折扣 全单折扣优惠 单个菜品赠送 满减优惠折扣 体验优惠

优惠方案示意03  操作指引



设置广告投放信息 设置推广人群

推广套餐

共有2000元/30天、5000元/90天、9000元/180天三档套餐

开始日期 选择开始投放的日期即可，系统将根据推广天数自动计算

结束时间。 考虑到审核等待时长，仅支持创建距离当前2天后开始投

放的广告。

推广人群

分为 系统智能匹配 和 自定义人群。

建议选用系统智能匹配 。仅当投放内容有特殊的性别、年龄限制时，才设置自

定义人群。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设置投放条件03  操作指引



完成支付信息确认

信息确认

确认广告设置是否无误。

等待审核

审核等待时间不超过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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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查看真实展示效

果。

* 注意：审核结果、投放日报都将通过公

众号“微信广告助手”进行推送，因此

建议关注该公众号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关注助手，等待审核

确认信息并完成支付03  操作指引



如何管理附近推广告？



广告详情页

数据日报开户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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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详情页 在广告详情页中，可以查看广告基 础信息

、广告花费、效果，以及曝 光人群画像分析

账户首页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查看广告数据03  操作指引



修改广告素材广告详情页 广告详情页（展开）

暂停

投放中，随时可以暂停广告、开启广告

修改

可以修改广告人群、广告素材等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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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素材后，广告将重新进入审核环节。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暂停、修改广告03  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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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开具发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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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品图中的商家信息、数据仅为示意。

联系客服03  操作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