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ChatGPT

企业 AI 营销助手

使用手册

中企动力
企

为更好的服务企业客户线上营销

20230315



2

ChatGPT 企业 AI 营销助手使用手册

20230315

目录

ChatGPT 企业 AI 营销助手使用手册 ................................................................................................2
一、什么是 ChatGPT？ ..................................................................................................................... 3
二、ChatGPT 企业 AI 营销助手的 20 个场景应用 ..........................................................................4

1、1 分钟写邮件，甚至能帮您议价 ...............................................................................4
2、翻译各国语言 .............................................................................................................. 5
3、写公司简介 .................................................................................................................. 6
4、写产品介绍 .................................................................................................................. 7
5、写行业文章 .................................................................................................................. 7
6、做市场调研 .................................................................................................................. 8
7、写短视频脚本 .............................................................................................................. 9
8、语法纠正 ...................................................................................................................... 9
9、写文章标题 ................................................................................................................ 10
10、平台推广文案 .......................................................................................................... 11
11、seo 拓词 ................................................................................................................... 12
12、写广告语 .................................................................................................................. 12
13、写转化文案 .............................................................................................................. 13
14、表格数据处理 .......................................................................................................... 13
15、写简单代码 .............................................................................................................. 15
16、代码查错 .................................................................................................................. 15
17、策划活动 .................................................................................................................. 16
18、头脑风暴 .................................................................................................................. 17
19、简单的客服聊天 ...................................................................................................... 18
20、问题解答 .................................................................................................................. 19

三、中企动力全球门户 2023 已全面接入 ChatGPT .....................................................................21



3

一、什么是 ChatGPT？

ChatGPT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能横跨多个领域给出答复的聊天机器人。它的优点体现在响

应速度快且答复清晰，但缺点是事实准确性欠佳。

即便如此，根据小编的亲身体验，ChatGPT 应用在企业依然能起到极大帮助，只要您在

和 ChatGPT 的对话栏输入一个内容，它就能给您答复，您对内容/问题的描述越清晰 ChatGPT

的回复丰富度就越高。

（可以理解为给您的下属布置一个问题/任务，您给对方的需求越明确，您得到的回复越好。）

目前 ChatGPT 可用作编写和调试计算机程序，创作音乐、电视剧、童话故事和学生论文；

回答测试问题（有时，根据测试，水平高于普通人类测试者）；写诗作词等，但它的知识范

围仅截止到 2021 年。

为更好服务企业客户的线上营销，中企动力全球门户 2023 已全面接入 ChatGPT，方便

客户智能生产内容，助力企业线上营销。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体验版——企业 AI 营销助手

（或扫下方二维码免费体验），为企业智能提供各类营销文案、基础知识、FAQ等内容。

当企业第一次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可能会直接输入“帮我写一篇****的文章”，ChatGPT

https://www.300.cn/zwz/marketingsite.html
https://www.ceallone.com/
https://www.ceall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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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输出一篇“规规矩矩”的文章来，字数较少、描述笼统、版式单一、有时还会有错误，以

至于有些人一看“这 ai 也不怎么样”就直接关掉了。但是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只怪 ChatGPT，

可能是因为你不会提问题。下面我们列举了 ChatGPT 企业 AI 营销助手的 20 个场景应用，希

望帮助企业更有效的使用。

二、ChatGPT 企业 AI 营销助手的 20 个场

景应用

1、1分钟写邮件，甚至能帮您议价

经过实践，可以参照以下提问技巧，您就可以让 ChatGPT 给您输出一篇符合海外客户推

销需求的邮件。以下是基本格式，可以直接套用（标红部分可以替换您自身企业信息）：

“我是经营玩具品类的中国卖家，想要写一封英文开发信给我的美国客户 David，我的

玩具 1 报价 1 美元一个，玩具 2 报价 2.8 美元一个，请您帮我写这封信。”

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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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30s 左右，ChatGPT 就自动输出了一篇报价给 David的邮件。

如果客户有幸回复邮件，您可以进一步进行深入洽谈——议价阶段：

例如：“客户说玩具 2 的报价太贵了，我该怎么回复他？”

ChatGPT 会给予进一步的邮件回复，示例如下：

2、翻译各国语言

ChatGPT 可以把各国语言进行翻译，包括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只要

输入指令。

“把上面这段话翻译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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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翻译为俄罗斯语”

3、写公司简介

当您想要一篇公司简介的时候，您可以输入公司名称、成立时间、总部地址、主营业务

等相关的信息，让 ChatGPT 帮您写一篇相关的公司简介，

例如：“写一篇关于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99 成立 总部北京 致力于帮助每

个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经营的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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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写产品介绍

您可以直接输入产品的特性，让 ChatGPT 给您写一段产品介绍，

例如：“帮我写一篇关于高功率 GP 万瓦超高功率激光切割机 功率选择 8000w-30000w

联动速度 200m/min 加速度 2.0G 的产品介绍”

5、写行业文章

例如：“写一篇关于网站建设的文章 700字 要有表格”

后面条件添加的越精准，得到的文章越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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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做市场调研

除了写公司介绍、产品介绍，它还能一下子针对您所在的行业给出一些比较靠谱的产品

流行趋势答案，帮助您决策。

例如问它“能帮我了解一下国内最近的玩具流行趋势吗？”，

它就从数码类玩具、模型类玩具、益智类玩具等四个方面给出了行业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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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写短视频脚本

给 ChatGPT 一个热点话题，它就能帮您输出一个短视频的脚本。

例如：“根据世界杯阿根廷夺冠这个热点帮我写一个短视频的脚本”

8、语法纠正

当我们写好一篇文章时，可以让 ChatGPT 帮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语法错误或者需要修改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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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面的文字看一下有没有语法错误或者需要修改的地方”

9、写文章标题

写文章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可以问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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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一篇关于网站建设的 seo文章 帮我写十个吸引人的标题”

10、平台推广文案

在一个对话中，它能根据对话的上下文给出一些比较有逻辑的答复，和它的对话中尽管

只有一个词，它都能给您生成一篇文章，内容还符合题意，甚至还能根据不同平台用户的发

文习惯来给您制作一篇符合“平台文风”的文章。

例如：您可以输入“帮我写个能用在 instagram 上的产品介绍吧”，

它立刻就回复了一篇“ins 风”十足的短文答复，有标题、有正文，甚至还有照片描述

和标签都写好了。



12

11、seo 拓词

“基于百度用户搜索热度 帮我写十个跟网站建设相关的关键词”

12、写广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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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ChatGPT写一个 100字左右惊艳的广告语”

13、写转化文案

“3000元现金优惠立享 这段话是一个网站广告图上的转化语 你觉得怎么修改

能更加吸引用户”

14、表格数据处理

当我们手上有一堆数据需要制作成表格的时候，只要把数据输入，ChatGPT 就会给我直接生

成一个表格：

“把下面数据做成表格: 成分是碳，含量为 0.02 成分是氢，含量为 0.25 成分是镁，含量为

1.28 成分是氧，含量为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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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能更进一步完善，比如表格内计算、加单位、换表示方式都 OK。

当我们在处理表格是突然完了具体公式是什么，我们可以让 ChatGPT 帮忙想想公式。

比如想要计算表格中的工资数目，ChatGPT 能根据提示，给出正确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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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写简单代码

“请提供一个 Python 中实现快速排序的代码示例”

16、代码查错

下面这段 Java 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Path path = Paths.get("/Users/darcy/");
if (!Files.exists(path) || !Files.isDirectory(path))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fileDir.isDirectory()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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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dirCount = Files.list(path).filter(Files::isDirectory).count();
System.out.println(dirCount);

17、策划活动

“请策划一场公司生日派对，主角是公司员工小美，地点在公司，公司同事会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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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头脑风暴

当我们想要通过 ChatGPT 的回答找一些灵感的时候可以这样问：

“我现在要写一个关于 ChatGPT在企业运营中的场景介绍 帮我头脑风暴一下都

有哪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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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简单的客服聊天

我们可以接入 ChatGPT 并训练它，实现智能问答、自动回复、语音客服等功能。

“现在你是一个提供企业网站建设服务公司的在线客服 我是一个客户 现在来

咨询产品 你要一直以客服的身份跟我聊天 并伺机套出我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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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问题解答

在工作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跟 ChatGPT 提问，它都会给予回答。

“我现在有一个权 4的网站 收录几百万的页面 怎么利用这批页面提升精准关

键词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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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hatGPT 在网站中的应用还有很多，您可以不断的尝试提问以此来更加熟悉了解使

用它，ChatGPT 的应用一切取决于您的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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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企动力全球门户 2023 已全面接

入 ChatGPT

中企动力全球门户 2023 已全面接入 ChatGPT，方便客户智能生产内容，助力企业线上

营销。

AI 技术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提高工作效率；还能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提供

个性化的服务和解决方案；更能够分析大量的数据和市场信息，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和趋势，

从而帮助企业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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