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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铸造产品，共赢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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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斯团队简介 

 行业领先的美业管理与客户服务平台解决方案供应商 

 创始人员全部来自于世界500强企业海外、国内的资

深经理人与行业专家 

 致力于把全球范围内的先进行业管理理念与实践带入

美业行业，助力美业行业的服务转型与升级 

乐斯美业管家是乐斯团队精心打造的第一款产品，帮助

美甲服务业摆脱目前原始的管理模式，引入其他行业的

管理实践。 

乐斯团队将陆续发布新的产品，助力美甲业拥抱移动互

联网的变化，向数据化经营转型。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专业 

创新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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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行业的发展趋势 

1994 
2004 

2014 20万人 

市场容量 :   1800亿！ 

10人 

从业人员： 200万人！ 

过去的20年，美甲行业经历了飞速发展和野蛮增长； 

随着市场的扩大，竞争在加剧，产品、技术、环境、服

务、品牌、体验等等全方位的竞争已经开启； 

行业的下一步怎样的？ 

美甲行业的下一步，必然进入品牌化、连锁化阶段。 

技术+管理将是美甲行业竞争的二大核心要素： 

技术可以保障饭碗，管理才能决胜未来 

参考其他行业的管理系统占比数据，整个国内美甲管理软件的市场至少超过100亿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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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不足制约着美甲店的进一步发展 

超过90%的美甲店在手工记账： 

会员管理靠本子，经常在十几个本子之间翻来翻去； 

收银复杂，提成艰难，每次给员工算提成都要一笔笔的核对； 

业绩不清，根本不知道店面经营的真实情况； 

 

有少数美甲店使用传统软件： 

要摆放电脑，占用本来就不大的店面空间； 

软件也大都是从其他行业修改而来，操作复杂，学习起来非常困难 

一次性购买价格较贵，投资大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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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迫切需要新的管理软件 

便携轻便，不占地方 简单直观，容易学习 

客户管理，全面细致 

经营业绩，实时分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市场上缺乏好的管理软件，严重制约着美甲行业管理水平，美

甲店的老板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忙于收银结算这些琐碎的事情，

没有精力去关注经营、业绩提升、项目升级等。 

乐斯美业管家，应运而生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连锁经营，远程管理 

收银操作，简单高效 

员工业绩，全面掌握 

数据安全，永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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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斯美业移动管家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业内唯一的一款专注美业管理与

营销的移动平台； 

 

超过500家店主需求的深度访谈 

 

历时2年潜心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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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管理 消费行为分析 

集中安排客户的预约，预约之前进行提醒并合理安

排员工，提升客户体验与工作效率 

帮助分析会员的消费频率、客单价，消费喜好，隐私

习惯，沟通方式等关键信息，引导客户升级消费（提

升客单价），增加客户粘性（防止流失） 

产品特性 ● 客户管理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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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客户管理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生日提醒 极速收银 

智能提醒将要过身日的会员，针对生日事件做会员

营销，给客户惊喜，提升会员忠诚度 

5秒内完成收银，大大减少客户等待时间。服务单建

立后可挂起，数单并行预处理。现金，信用卡，会员

卡多卡收银支持。员工提成自动计算，支持蓝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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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客户管理，提升客户粘性与客单价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以客户服务与体验为中心，吸引新客户，保留老客户 

• 搜集客户详细的信
息 

• 对客户的消费行为
进行分析 

• 了解客户的消费喜
好和频率 

识别你的客户 
对客户进行 

差异分析 

与客户保持 

良性接触 

调整服务/产品 

满足客户需求 

• 哪些是你的“金牌”
客户 

• 客户对哪些服务，员
工提出了抱怨 

• 哪些客户喜欢什么项
目 

• 客户对店铺的价值贡
献，把客户分为
A,B,C几类区别对待 

• 对高价值客户保持
良好关系 – 维持 

• 对中等价值客户挖
掘消费潜力 – 提升 

• 对低价值客户加强
关系维护 – 转化 

• 对抱怨客户提供处
理方案 – 改善 

• 客户是“喜新厌旧”
的，不断分析，改
变（新产品、新项
目、新形式）来满
足客户的服务需求 

• 为不同客户群体提
供差异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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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员工管理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绩效分析 薪酬分析 

每日、每周、每月实时了解员工的业绩情况，及时

分析，针对性的进行员工培训与激励 

员工薪酬自动统计计算，展现业绩明细与构成，

基于员工的业绩来源，给出正确的帮助与指导，

好的方便保持，差的方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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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经营分析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收入结构 业绩分布 客流趋势 

数据告诉你，收入结构到底

是怎么样的？层层分析，心

中有数，别被一些经营业绩

的“假象”迷惑 

数据告诉你，里的各项服务和卖

品，哪些更受欢迎，哪些更赚钱。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判断改进方

向、下一步推出什么样新产品新

项目等等，不断优化。 

 

数据告诉你，进店的客流量

波动情况，会员和散客各自

多少，当店里做营销活动时，

可以清晰的知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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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云端数据备份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Yilos Storage 

数据实时备份，无论是设备损坏、丢失甚至是软件被误删除，都可以 

一键恢复所有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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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低成本使用，免培训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 一台平板即可使用 
• 安全可靠、易上手 
• 无需购买，按月支付少量服务费用 

• 安装维护需要专业人员 

• 病毒攻击，容易出现事故 
• 操作复杂，难以学会 
• 购买软件/电脑/服务器，一次性投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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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斯 ● 小秘书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Anytime , Anywhere 
实现远程店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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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优势：容易上手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产品功能强大，但是熟悉起来非常简单 

界面简单，无论是代理商还是用户，使用起来都非常方便 

完善的产品培训保障 

传统软件 乐斯美业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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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优势：销售简单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销售人员只需要带一个IPAD，10分钟就可以把产品功能讲解清楚 

客户只要熟悉10分钟，就可以开始使用 

基于应用商店，可以快速下载，快速安装，就如同手机上装微信一样简单 

易演示 

易体验 

易决策 免费下载试用，月租模式降低用户的成本，客户更容易决策 

提供全天热线服务，可以随时解答用户的困惑 

通过论坛交流，让用户了解最新功能，关注更多的业内同行 

 

完善的售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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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优势：低投入高产出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0投入：无代理费，也不需要垫资铺货，

只有有资源，瞬间转化成收益！ 
高分成比例，分成比例最高达50% 

无任何风险！ 

基于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快速下载，

快速安装，快速使用 

只需要负责发展用户，产品的售后服务都

由乐斯负责 

没有库存，不涉及损耗，几乎0成本的投

入，收入都是净利润 

持续的分成收益，产生持续的收入和利润 

高收入，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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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策略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分成比例随着累计拓展的商户数目的增多而增大 

累计拓展的商户达到100家以上，即按50%分成 

20% 
30% 

40% 

50% 

0-20 21-50 51-100 101以上 

累计拓展的

商户数目 

分成比例 

合作期内，持续分成； 

合作结束，仍然继续分成三年。 

以拓展200家店为例： 

100(月均价)×50%×200家店=月收入10000 

每年累计收入12万。 

即使双方合作结束，也可以继续分三年累计36万 

我们的承诺： 

让合作伙伴可以从自己拓展的每一个价值商户

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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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到一定规模，你就可以躺着收钱 

• 拓展商户后，今后商户只要使用

我们产品，均可以一直分成，并

不是一锤子买卖。 

 

• 拓展得越多，让商户使用得更久，

今后就能躺着收钱。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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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优势：合作伙伴管理平台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签订合同 
乐斯为合作伙伴提供了合作伙伴管理平台，

每个合作伙伴可以在上面查看自己拓展的

商户的使用情况和付款情况。 

管理员为合作伙伴开户，账户为

手机号码，同时分配二维码 
每个月结束后，平台会产生对账报表供核对

和付款，确保合作伙伴的收益无损失 
合作伙伴登录系统，查看

名下的商户发展情况 

合作伙伴登录系统，添加

线下发展的商户 

线上线下结合，

确保合作伙伴发

展的每一个商户

都没有遗漏 

平台的注册和使用 

合作伙伴可以让商户通过扫描二维码注册，这样系统会

自动将该商户计算至合作伙伴名下。 

如果是合作伙伴线下用其他方式发展的商户，合作伙伴

可以登录平台，手工添加该商户至自己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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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流程 

双方接洽，咨询 

合作
洽谈 

合同
签约 

产品
培训 

合作
分成 

合作代理商拓展商户客户 

按月收入分成 

签订合同，达成正式的合作 

背景信息 产品介绍 代理优势 代理流程 

商户
拓展 

乐斯为合作伙伴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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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 www.yilos.com 

• 0755-28890800 

• partner@yilos.com 

• QQ: 2661241546 

http://www.yilo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