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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聚理用

客户经理人数字画像模型在 

辽宁销售公司的创建与应用
曾晓康[1] 李 博[2] 柴 广[2] 潘小峰[2]

[ 摘  要 ]客户经理人在销售企业是一支重要的营销队伍，而大多数企业在对客户经理人的考核

方式上大同小异，仅仅依靠吨油工资对客户经理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兑现。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以

下简称辽宁销售）以辽宁销售发展历程和市场调研为基础，以大数据分析应用为切入点，以激活大

量沉淀数据的关联为抓手，构建了客户经理人画像模型，旨在深度挖掘客户经理人潜能，客观评价

客户经理人工作业绩，激发客户经理人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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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意义

（一）市场环境与公司背景

随着国内石油市场开放度越来越高，油品销售

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中国石油销售业务中，

成品油批发率先进入高度市场竞争的阶段，资源和

市场早已不在掌控之中，坐着卖油的光景已不复存

在。辽宁销售是一家老企业，面对市场化进程快速推

进、成品油市场全面放开、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

公司的改革难点多、发展困难多、历史矛盾多，只

有积极求变才能更好应对成品油市场未来的发展。

2020年末，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集团公司）首次召开以市场营销为主题的工

作会议，对市场营销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在客户经

理人队伍建设上明确指出：2021年要全面推进客户

经理人管理评价体系建设。充分开展客户经理人分

级分类评定考核工作，以评定结果挂钩薪酬，推进

优胜劣汰；积极培养推进客户经理人向全能经理人

方向转变，精简队伍至合理范围；积极树立经验典

型，形成从考核管理到经营实践的优秀做法，推广

复制。

（二）客户经理人数字画像模型的依托与意义

客户经理人队伍的建立与培养已成为辽宁销售

提质升级的重点。按照落实集团公司市场营销工作

会议精神的要求，辽宁销售明确提出要在“数字辽

宁”的大背景下，创新探索客户经理人与市场接轨

的新办法、新机制。发挥省、地市、岗位三级立体

管控，公司、客户经理、客户三方高度关联的系统

化功能，充分发挥统分协同配合优势，让客户经理

人走向市场，让客户经理人的核心工作与客户全生

命周期形成动态闭环管理，为公司推进市场化进程

提供必要支撑和探索。

客户经理人队伍的高质量建设，不仅对央企

是个重大课题，对蓬勃发展的民企也是必要一课，

谁更早介入、谁更先进，对公司长远发展必然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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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优势。随着竞争日趋白热化，客户争夺日趋激

烈，常规做法已不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辽宁销

售以大数据分析应用为切入点，以激活大量沉淀数

据的关联为抓手，基于ERP系统、CRM系统、二配

系统、运费系统的关联性，构建与客户经理人的关

系，建立客户经理人数字画像模型。以多维度视角

评价考核，充分激发客户经理人工作效率与效果，

激发客户关系管理的高效与高能，激发客户开发比

学赶帮，对推进经营管理高质量发展有着较高的实

践意义、管理意义和创新意义，为未来客户经理人

建设提供必要实践借鉴。

二、数字画像模型的主要思路

（一）以市场营销工作为指导

在推进客户经理人建设上，突出质量、效率、

创新三个特点，依托大数据分析，全面构建科学的

分析模型，实现靶向管控，推动精益管理，快速实

现每个客户经理人会算账、懂经营、自驱动的赋能

模式。在客户维系、开发、管理上不断形成正向反

馈，改善销售结构，发力终端用户，实现销售经营

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以数字驱动为着力点

构建数字画像模型，打造全新评价体系。结

合现有各项信息系统，以实地调研查找问题，发力

激活僵尸数据，运用大量数学公式以及数据分析测

算，创新构建客户经理人数字画像模型。

（三）以按劳分配为激发点

设计薪酬兑现制度，全力营造竞争氛围。对客

户经理人前期工作业绩做定性分级，级别直接对应

岗位基薪，垂直升降、动态管理。对客户经理人的

评级，不仅影响客户经理人岗位基薪，同时，高级

别的客户经理人可直接参与公司干部选拔和竞聘，

从源头培养客户经理晋升意识。

（四）以量效平衡为基准

对客户经理工作成果多维度综合量化评价后，

再挂钩薪酬，从过程体现客户经理工作价值；补充

加油卡储值额和非油毛利提成，拓展客户经理人销

售渠道，实现全产品销售，全方位兑现薪酬。

（五）以提升质量为核心

模型不仅要注重量效评定，更要注重客户维系

效果（包括新增情况、复购情况和流失情况）；实

行客户经理团队联动考核，并通过团队平均分强化

客户经理人团队理念，从人员管理和客户分配等难

度方面对客户经理收入进行矫正；以量化评定为唯

一依据，利用Power BI和Excel透视双重方式对数据

源计算结果比对，没有任何人为调整，保证数据结

果的准确性、公正性与透明性。

三、客户经理数字画像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研究

客户经理数字画像模型是辽宁销售公司在推进

数字转型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创新工作

方法。模型基于每一位客户经理人所对应的客户在

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数据，通过选取的数据字段进行

组合分析，客观对客户经理的工作业绩进行量化诊

断。利用分析结果对客户经理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并对客户经理工作成果做定量打分。

（二）变量选取及分值分配

变量选取内容包括客户经理的客户数量、销

量、毛利、机构用户数量、客户复购情况和沉睡情

况。分值分配为：基础客户得分（15分）、增量

客户得分（5分）、销量得分（30分）、毛利得分

（20分）、机构用户数量得分（10分）、复购数量

得分（12分）、复购率得分（4分）、3次以上复购

率得分（4分）、沉睡客户数量得分（-3分）、沉睡

客户率得分（-2分）。

（三）变量计算

选取以上变量后，客户经理数字画像的得分构

成基本已经确定，即：

总得分=Cb+Cr+Q+G+Ci+Rn+Ra+Ra3+Sn +Sa

1.基础客户数量（Cb）。客户数量即客户经理

目前维护的客户数量（C），客户数量过高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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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经理较好的维护和服务客户，客户数量较少不

利于客户经理销售工作的开展。通过反复测算，查

找客户经理维系客户的最佳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Cb得分 =C×（15/ Cb修）

修正基础客户数（Cb修）：因为客户经理的

客户数量太多或者太少不具有代表性，所以剔除客

户数量前10名的销售经理和后10名的销售经理后，

以其他销售经理的平均客户数作为修正后的最佳 

数量。

2.增量客户数量（Cr）。客户数量多于最佳数

量的部分，定义为增量客户数量，这部分客户仍然

会消耗客户经理精力去维系，故客观赋予分值，计

算公式如下：

Cr得分 =（C-Cb修）×（5/ Cr修）

修正增量客户数（Cr修）：因为客户数量较多

的客户经理非常有限，所以选定客户数量最多的前

五名客户经理的增量客户平均数，作为修正后的增

量客户数量。

3.销量（Q）。销量即客户经理人的汽柴油直

批总销量，体现客户经理人营销能力最直观的依据

就是客户经理人的销量，计算公式如下：

Q得分 =Q×[ 30/（Q5/Q中×Q均）]

Q5=销量第5高

Q中=销量中位数

Q均=Q/客户经理总人数

取销量第五名（LARGE5）和销量中位数，按

照此比例和单个销售经理的平均量推算满分吨数。

4.销售毛利（G）。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

织，客户经理人所开展的营销活动也是为公司获取

毛利的一种经营方式。客户经理人不但要把成品油

卖出去，还要争取卖个好价钱，也就是所谓的高质

量销售，提高毛利水平。销售毛利的高低也是对客

户经理人客观公正的评价，计算公式如下：

G大=G第1/8个最大毛利数

G小=G第1/16个最小毛利数

当G大<G，G得分20分；G小>G，G得分 

0分；

G大>G> G小，G得分=[20/（G大- G小）]×

（G - G小）

5.机构客户数量（Ci）。客户结构十分重要，

机构用户较为稳定和忠诚，相对于贸易商客户来

说，机构用户更加看重油品的品牌、质量和服务，

并不是一味地只看价格。因此，机构用户对公司的

贡献利润相对较高，计算公式如下：

Ci得分=C×（10/ Ci修）

修正机构客户数量（Ci修）：所有客户经理机

构客户数量的平均值。

6.复购客户数量（Rn）和复购客户率（Ra）。

客户的复购情况体现出客户经理人维护客户的能

力，复购客户数量越多、复购率越高，说明客户对

客户经理人越认可、越忠诚，计算公式如下：

Rn得分 = Rn×（12/ Rn修）

修正复购客户数量（Rn修）：所有客户经理复

购客户数量的平均值。

Ra得分 = Ra×（4/ Ra修）

修正复购客户率（Ra修）：所有客户经理复购

客户率的平均值。

Ra3得分 = Ra3×（4/ Ra3修）

3次以上修正复购客户率（Ra3修）：所有客户

经理3次以上复购客户率的平均值。

7.沉睡客户数量（Sn）和沉睡客户率（Sa）。

客户的沉睡情况直接体现客户的忠诚度，沉睡客户

越多、沉睡率越高，体现出客户生产经营发生变化

或失去对中石油的信任，计算公式如下：

Sn得分 = Sn×（-3/ Sn修）

修正沉睡客户数量（Sn修）：所有客户经理的

沉睡60天以上客户的数量平均值。

Sa得分 = Sa×（-2/ Sa修）

修正沉睡客户率（Sa修）：所有客户经理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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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60天以上客户占比的平均值。

8.难度系数（α）。考虑各地区市场容量不

同，客户经理数量直接影响客户维系的效果，故

按照地市客户经理人数量设定难度系数：1人对应

α=0.7，2人对应α=0.8，3人对应α=0.9，4人对

应α=0.95，5人对应α=1，6～10人对应α=1.05，

10人以上对应α=1.1。

9.团队系数（β）。对客户经理团队进行联动

考核，通过团队平均分对应系数挂钩绩效工资，从

结果强化客户经理团队理念（见表1）。

表1 团队系数与团队平均分的对应关系

序号 团队平均分 团队系数β

1 >70 1.2

2 60-69 1.15

3 50-59 1.1

4 40-49 1.05

5 30-39 1

6 20-29 0.95

7 <20 0.9

（四）变量的应用

1.评价等级。根据客户经理人过去一年的数字

画像模型得分结果，将客户经理分为5个等级：数

字画像得分40分以下为青铜级别，40～49分的为白

银级别，50～59分的为黄金级别，60～69分的为

铂金级别，70分以上的为钻石级别。成绩优异的升

级，不达标的降级，对年度得分后5%予以淘汰。

2.调整系数。难度系数和团队系数是在客户经

理个人数字画像之外的两个因素，通过所在区域客

户经理人密度及区域内客户经理人团队能力两个方

面，对客户经理人进行补充考核，完善数字画像的

联动性，可应用在年度考核或者月度考核中。

3.评价方式。所有考核项目的单位得分都考虑

到全省平均水平（剔除极值），单位得分是个动态

值，以保证客户经理的得分相对稳定。所有数字画

像模型里的分值都是通过原始客户订单的汇总透

视，再运用公式直接计算得出，避免人为调整，保

证结果的公正性与透明性。

四、客户经理数字画像模型在薪酬兑现

中的应用

（一）客户经理薪酬构成

客户经理薪酬=固定薪酬+变动薪酬。固定薪酬

由岗位基薪工资和津（补）贴组成；变动薪酬总额

由基础变动薪酬和画像变动薪酬组成。

（二）客户经理固定薪酬

1.岗位基薪工资。对客户经理现岗位基薪工资

予以封存，按照档案工资进行管理。设置客户经理

基本工资执行标准，由各分公司综合管理部根据年

度数字画像确定的客户经理级别，对应基本工资标

准，首次平高套入，实行动态管理。年度画像分值

高于上年则晋升一档，年度画像分值低于上年则降

低一档；次年数字画像确定的级别发生变化的，按

基本工资标准表垂直升降。

2.津（补）贴。由工龄津贴、上岗津贴、交通

补贴、通讯补贴、误餐补贴和固定津贴等组成，标

准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客户经理变动薪酬

1.基础变动薪酬。由各分公司暂为管理，基数

暂按上年业绩奖金的60%（根据体系运行程度，

适时进行调整）核定，月度考核分值按照各分公司

对其客户拜访、维系及日常管理评价得分计算；同

时，各分公司建立客户经理人非油品毛利提成和IC

卡储值额提成奖励机制，即：

基础变动薪酬=客户经理奖金基数×考核分值+

非油毛利提成+IC卡储值额提成

2.画像变动薪酬。由省公司直接管理，按照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原

则兑现，由吨油含量工资、销售毛利提成和画像绩

效奖金按一定权重考核发放，即：

画像变动薪酬=吨油含量工资+销售毛利提成+

画像绩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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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油含量工资=Q×θ×α

销售毛利提成=G×λ

画像绩效奖金=Δ×β×δ

根据所有客户经理上一年度收入情况，对θ

（吨油工资标准）、λ（毛利提成比例）、δ（画

像提成比例）、Δ（月度画像得分）进行测算，目

前按照方案六的测算进行取值（如表2所示）。

五、客户经理数字画像模型的运行结果

检验

（一）模型稳定性检验

选取了近半年辽宁销售所有客户经理的变动薪

酬和所有客户经理销量对比作为检验（固定薪酬每

月几乎没有变化，不具备检验性），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客户经理总体收入基本与客户经理总销量

走势相吻合。

表2 画像变动薪酬参数方案设计

变量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方案六

比例 70%、10%、20% 60%、10%、30% 50%、10%、40% 60%、20%、20% 50%、20%、30% 40%、15%、45%

θ 6.45 5.53 4.61 5.53 4.61 ≈4

λ 0.0088 0.0088 0.0088 0.0176 0.0176 ≈0.01

δ 14.42 21.63 28.84 14.42 21.63 ≈30

2020年11月 2020年12月 2021年1月 2021年2月 2021年3月 2021年4月

销量

万吨

1.60

1.40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32.8

1.30 1.17 0.89 1.41 0.96 1.11

29.7 29.9
34.4

30.2 32.5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0

万元

总收入

图2 总销量与总收入对比图

通过各月数值与平均值的标准差测算，客户

经理销量变化标准差σ为13.2%，大部分数值和其

平均值之间差异较大；客户经理变动薪酬变化标准

差σ为5.3%，说明这些数值较接近平均值。由此

可见，即使客户经理的销量会随着市场环境等客观

因素发生变化，但客户经理的总体收入变化相对较

小，对于预算和调节客户经理全年的收入水平具有

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二）模型影响度检验

模型结果可以体现出客户经理人整体收入水平

的相对稳定性，但对于个体来讲，还需体现按劳分

配导向。以收入较高和收入较低的两个群体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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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2021年销售收入前10名的客户经理人均月薪酬

比2020年增长45.6%；销售收入后10名的客户经理

人均月薪酬比2020年减少58.6%。由此可见，数字

画像模型结果对于体现客户经理“多劳多得、少劳

少得”薪酬分配的导向尤为明显。

（三）直批结构和利润水平检验

1.直批客户结构逐步优化。模型能够促进客户

数量以及机构用户的考核评价的优化。以辽宁销售

公司为例：2021年一季度辽宁销售直批环节终端机

构用户数同比提升3个百分点；机构用户销量同比

提升19个百分点。终端机构客户数量和销量占比均

提升，各分公司的再流通客户及社会加油站数量、

销量均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直批客户结构趋于 

优化。

2.直批客户贡献的利润水平得到改善。客户经

理人数字画像模型中涵盖了直批销售毛利因素，销

售毛利的高低是对客户经理人客观公正的评价之

一。客户经理人更加注重了直批销售质量，2020

年辽宁销售吨油营销支出明显下降，价格到位率

91%，同比增加3个百分点。

（四）人员影响方面检验

模型试运行以来，辽宁销售各分公司陆续开展

了客户经理人岗位公开竞聘，越来越多的年纪轻、

学历高、经历丰富的员工通过公开竞聘走上客户经

理人岗位。辽宁销售客户经理人数由2020年末的92

人压缩至70人，平均每位客户经理人维护客户已达

22户。通过公开招聘、自主选择、优胜劣汰、量化

考核，优化了队伍规模，提升了客户经理人队伍的

整体水平。

（五）其他方面检验

1.辽宁销售评选优秀客户经理人一直以来没有

很好的数据依托，只能通过销量多少或者现场述职

评分确定，而客户经理数字画像模型可以对所有客

户经理工作业绩进行大排名，并进行评优选先，对

优秀客户经理给予相应表彰奖励，评价方式直接、

客观，评价结果更有说服力。

2.以客户经理数字画像考核结果为问题导向，

有针对性地开展客户经理培养培训工作，突出实践

操作，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了专业素质；分公司陆

续出台了客户经理着装、名片、言谈等统一标准规

范，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辽宁销售的数字画像模型，突出了营销队伍建

设，构建了优胜劣汰的评价体系，能够对客户经理

人的经营成果做出精准刻画。这套模型以按劳分配

为导向，不仅实现多劳多得的常规考核，更加突出

了质好多得的升级考核。特别在晋升通道上，打破

天花板，让市场精英有更高的发展平台，可以实现

经营销售质量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发展转变，客户经

理人从应对市场向适应市场转变。

（二）前景展望

充分利用ERP、CRM、二配系统、运费系统等

大量信息资源，将无关联僵尸数据转换为高效评价

数据，实现数据价值挖掘，为工业型企业的大数据

应用提供了借鉴；模型开发使用了一些先进的分析

工具，对销售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有着较好的借鉴

意义；数字画像模型在深度挖掘客户经理人营销潜

能，客观评价客户经理人工作业绩，激发客户经理

人主观能动性方面能够发挥作用，对销售企业具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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