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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要一



1、整体活动介绍

活动主题

活动目的

活动时间

活动形式

活动地点

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9月8日

线上：南都网
线下：中信健康体检中心

健康管理，从饮食开始——中信&豪格养生厨娘大赛

中信、豪格、中航联手打造深圳本地健康管理平台。提供体检管理
、运动调解、饮水养生的一站式健康管理平台。

线上：南都论坛养生厨娘厨艺比赛（贴图形式）
线下：中信现场互动颁奖仪式



健康管理，从养生开始

中航

运行养生 饮水养生

豪格电解水

健康管理

中信健康



2、活动执行规划

地面
宣传

网络
宣传

手机
短信

销售渠道

三家
官网

三家电
话客服

颁奖
现场

推广阵地
养生厨
娘大赛

线上比赛

现场颁奖

三方联手

中信、豪格、中航



3、三方活动诉求
（1）中信健康主诉求

诉求要点：1、品牌诉求——推广健康管理理念，树立中信健康专业

、权威的品牌形象

2、销售诉求——直接形成相关产品的销售



•核心产品：体检卡、体检套餐、豪格电解水机

•产品线分布：根据豪格水机档次匹配（100-600不等）

•销售形式：1、体检卡、体检套餐独立销售

2、豪格电解水机的独立销售（随机附送中信搭配的不同档

次体检卡）

中信健康产品及销售形式：



（2）豪格主诉求

饮水养生（包括主推产品、预计嵌入形式—参赛领水）

诉求要点：1、品牌诉求——宣传饮水养生理念，打造豪格电解水机第

一品牌的专业形象。

2、活动诉求——普及电解水常识，激发水污染、亚健康人群

提升饮水品质的直接需求。



•核心产品：豪格电解水机

•产品线分布：

•销售形式：1、豪格电解水机的独立销售（随机附送中信搭配的不同档次体检卡）

•展现形式：1、领水参赛

2、赛事宣导

豪格产品及销售形式：



（3）中航主诉求

运动养生（包括主推产品、预计嵌入形式—下期健身运动达人）

诉求要点：1、品牌诉求——推广运动养生理念，树立中航健身会全面健

康管理的高端品牌形象

2、销售诉求——直接形成相关产品的销售



•核心产品：健身卡、健身套餐

•产品线分布：

•销售形式：健身卡、健身套餐独立销售

中航产品及销售形式：



传播策略二



1、整体传播规划

整体传播目标（10万回帖/200万人次展示）

实现方式1：

地面宣传

实现方式2：

网络传播

实现方式3：

手机短信

1、地铁广告
2、车身广告
3、站台广告
4、户外路牌等
5、店面宣传
7、报纸
6、传单派发

1、三方官网

2、门户网站

3、南都主站

4、论坛、社区

5、微信、微博、

qq空间

1、三家会员群发

2、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推送



2、传播实施阶段

预热期

传播加强期

传播高潮期

延展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3、传播计划表

8.22 8.27 8.31 9.5 9.7 9.8-9.10

南都参赛页开放比赛开始
比赛通道

关闭

地面预告开始

短信邀请开始

网络预告开始

（参赛页暂不开
放）

门店宣传更新
，预约参加颁

奖仪式

颁奖典礼预告
、预约

短信邀约参加
颁奖仪式

网络赛事报道，
SNS互动

南都图文直播颁奖
仪式

南都全站预告开
始

中信现场颁奖

微直播、视
频直播电视

直播
赛事
新闻
总结
报道

预热期 加强期 高潮期 延展期



（1）地铁、车体、路牌等硬广

•投放时间：8.22-9.5

•数量：各30个（交通主干）

•主广告语：中信&豪格 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

•页面文案：8.27——9.5日

南都养生厨娘社区：秀养生菜品，赢万元大奖

4、具体传播方案--地面传播



（2）报纸

•投放时间：8.22-9.6
•数量：5家--深圳晚报、深圳特区报、
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地铁早8点

•8.22：中信健康年度体检总结分析
•8.27：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上南都，秀照

片，赢万元大奖

•9.6 ：养生厨娘大赛今日落幕，明日中信健

康现场颁奖，优胜厨娘现场秀厨艺

•9.8：生厨娘颁奖仪式圆满结束，健康管理

、饮食养生持续火热

阶段性新闻标题（参考）



（3）单页派发

派发时间：8.24-8.25，下午3:00-7:00

数量：10000份，大型购物中心、小区：

华强北、各区天虹、太古城、宝安中心城、

各区沃尔玛、山姆会员店、海岸城、

华侨城小区、后海小区、罗湖万象城

发单员：10-15个发单员，每人负责一区，

每人每天400--600份

主广告语：中信&豪格 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

页面文案：8.27——9.5日

南都养生厨娘社区：秀养生菜品，赢万元大奖



（4）店面宣传
到位时间：8.22

地点：豪格体验店、中信体检中心、中航网点

物料：X展架（1-2/ 店）、横幅（1/店）、

宣传页（100份/店）

主题：中信&豪格 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

文案：8.27——9.5日

南都养生厨娘社区：秀养生菜品，

赢万元大奖

阶段展示主题（参考）

主题：养生厨娘现场颁奖会

文案：9.7日，中信体检南山中心

邀您共襄盛举

门店销售人员需邀请到店客户参
加7号的颁奖仪式，并鼓励预留参
加信息



•官网传播（8.22全部上线）

•门户（8.22开始）

5、具体传播方案--网络传播



（1）官网传播

主题：中信&豪格 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

文案：8.27——9.5日

南都养生厨娘社区：秀养生菜品，

赢万元大奖

阶段展示主题（参考）

主题：养生厨娘现场颁奖会

文案：9.7日，中信体检南山中心

邀您共襄盛举

①焦点图展示



---8.22中信健康年度体检总结分析（内页）

阶段展示内容（参考）

②赛事专题页、内页（点击焦点图进入专题页，内页为专题页

下具体内容）

---8.22养生厨娘活动介绍（专题页）

---8.27增加赛事报道内容（图文-内页）

--9.6预告颁奖典礼（专题页）

--9.8颁奖典礼现场盛况，赛事总结新闻
（内页）



主题：中信&豪格 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

文案：8.27——9.5日

南都养生厨娘社区：秀养生菜品，

赢万元大奖

阶段展示主题（参考）

主题：养生厨娘现场颁奖会

文案：9.7日，中信体检南山中心

邀您共襄盛举

③弹窗预告



④参赛入口

1、网站焦点页、专题页设置“立即参赛”

2、点击“立即参赛”则跳转至“南都网--养

生厨娘大赛专区”



（2）门户传播

•门户新闻

---8.22中信健康年度体检总结分析

阶段新闻内容（参考）

---8.22养生厨娘活动预告新闻

---8.27赛事报道内容（图文）

---9.6网络赛果及颁奖活动预告

---9.7-8颁奖现场新闻



•参赛入口：由此链接直接跳转至南都“养生厨娘大赛”论
坛专区



（3）南都网

•首页广告

时间：8.22上线

内容安排：1、8.22-9.5：“”中信&豪格养生厨娘大赛开始啦！

进入专区，赢取万元大奖！

2、9.6-9.10：图文直播“养生厨娘大赛颁奖盛况”，进入专区互动



①开立专区

时间：8.22上线

内容安排：1、8.22  “养生厨娘大赛”专题开通，开始预热宣传

2、8.27-9.5参赛页面开通，回帖上图，参与厨娘评选



②发帖预热

阶段预热内容（参考）

---8.22养生厨娘活动预告新闻

---8.23水污染主题讨论帖

---8.24食品安全讨论帖

---8.22中信年度体检分析总结发布

---8.25慢生活，回归厨房讨论帖

---8.26养生厨娘活动倒计时盖楼

---8.27置顶参赛帖，正式开放参赛



（4）论坛、社区

投放时间：8.22-9.5

数量：5家---大粤网、本地宝、

深圳之窗、天涯、百度

内容：中信&豪格养生厨娘大赛

立即参与，赢取万元大奖

跳转：点击“参与”跳转至南都专题页

•社区、论坛广告



（5）微博、微信、qq空间

•SNS媒介广告

投放时间：8.22-9.5

内容：中信&豪格养生厨娘大赛

立即参与，赢取万元大奖

跳转：点击“参与”跳转至南都专题

页



•微博、微信、QQ空间赛事报道

投放时间：8.27-9.10

内容：1、大赛信息，每日更新，发

布，引导互动讨论

跳转：点击“参与”跳转至南都专

题页



•SNS红人转帖

传播方式：微博、微信、QQ空间

各邀请10位红人对活动进行转发，

并由他们引导互动参与

启动时间：8.27--9.10



（1）手机短信

5、具体传播方案--短信传播



---8.22短信活动预告，邀请参赛

阶段短信内容（参考）

---8.27短信告知大赛开幕，邀请参加

---9.3赛事报道内容（图文）一则

---9.6赛果公布及颁奖活动邀约

---9.8大赛结束，短信致谢参与



线上活动执行方案三



1、线上活动简介

线上活动——南都网开辟专区论坛：养生厨娘大赛，参赛这通过在专题

论坛区上传自作的美食照片，参与评比，最终选出优胜厨

娘10名，参加现场颁奖活动。



1、活动页面展示

发帖参赛



2、参赛流程

跳转/登陆南都“养生
厨娘大赛”专区

注册南都会员，
填写报名信息

选择“领水参赛” or  
“自主参赛”

确认门店领水/
上门领水时间

领水参赛

制作养生美食，
图文上传发帖

自主参赛

制作养生美食，
图文上传发帖

参与评选，决出
优胜厨娘



3、注册报名

点击活动贴按钮 “我要参加”

，填写个人信息，提交注册。



个人信息包含内容：

1、用户昵称 *

2、常用邮箱 *

3、真实姓名 *

4、手机号 *

5、家庭住址——领水参赛必填

6、性别

7、年龄

用户注册完成后，系统弹出对话

框显示“本次活动编码XXXX”

，并发送至手机。后期凭次编码

购买产品可享受优惠。

注册信息登记



4、上传发帖

发帖内容包括：

美食成品图片

材料及制作方法

养生功效

制作过程，图文说明

心得感想，美食寄语



5、评分规则

1、图片精美、详细——5分

2、烹调方法、养生功效描述清楚——5分

3、营养学家、美食家、保健医生专业鉴定美食养生作用——25分

4、使用电解水——选择领水参赛，加10分

5、好友评论，照片、帖子转载数量——5分

总分50分，综合评分最高的前50名，当选"养生厨娘"

评分由评委从后台对全部帖子评分，最终在9.6日评出前十名，并在论坛帖

子中贴图公布



6、评委组成

1、中信健康管理师

2、中信营养师

3、食疗中医

4、名厨

5、豪格饮水专家

6、中航健康管理专家

7、中航膳食规划专家



线下活动执行方案四



1、线下颁奖盛典概述
•活动主题：中信&豪格养生厨娘大赛颁奖盛典

•活动时间：2013年9月7日15:00-18:00

•活动地点：中信健康大会议室（南山区，致远大厦二楼）

•人数：60-80人



2、颁奖仪式环节设置
一、开场 15:00--15:10

主持人致欢迎词，介绍现场来宾

二、美食制作 15：10--16:10

前三名养生厨娘现场用电解水制作获奖美食

（各自后台进行，制作好后由工作人员分给来宾）

三、颁奖环节 15:20--15:50

四、豪格时间 15:50--16:20

豪格电解水---水与健康讲解（同时鉴赏获奖电解水制作的美食）

五、中信时间 16:20--16:50

中信健康---健康管理、体检套餐介绍

六、中航时间 16:50--17:20

中航健身俱乐部---运动养生介绍

七、互动抽奖 17:20--18:00



3、奖品设置
1、第1名：豪格HG301电解水机12000元一套

2、第2名：中信健康10000元体检套餐卡一份

3、第3名：豪格HG201电解水机6000元一套

4、第4名、第5名：中信健康3000元体检套餐卡一份

5、第6名、第7名：豪格HG901便携式电解水机1399元各一台

6、第8到10名：中信健康800元体检套餐卡各一份

7、第31—50名：豪格电解水机现金券300元

8、11-30名：中信健康体检优惠卡（面额200元）一张

9、现场抽出10名幸运厨娘，赠送豪格电解水和中信健康大礼包各一份

10、所有中信健康会员享受购买不同型号的豪格电解水机，分别赠送负离子机、空

气净化器的优惠政策



4、颁奖嘉宾

1、中信健康董事长：闵总

2、豪格董事长：张总

3、中信健康健康管理师：XXX

4、知名中医：XXX

5、名厨：XXX

6、深圳本地美食栏目主持人/电台主持：XXX



5、现场物料
1、活动横幅一条“中信&豪格养生厨娘大赛颁奖盛典”

2、X展架4-6个：中信展架1个、豪格展架1个、中航展架一个、大赛展架1-3个

3、获奖证书50份：1-50名优胜厨娘各一个

4、幸运观众礼卡10张：卡片印有“中信&豪格健康大礼包”一份字样

5、嘉宾席人员名卡

6、前三位厨娘获奖美食PPT

7、中信、豪格、中航讲解所用PPT

8、现场声光电设备

9、现场礼品

10、美食制作所需：电磁炉4个、电饭锅4个、砧板3个、组刀3套、锅、碗、盘等厨

具3套。食材若干（提前一天与前三名厨娘沟通制作所需食材，以便备置。数量够分

60份）

11、牙签、碗盘、叉勺60份



6、人员配置
1、主持人：1-2名

2、迎宾接待：4-6名（女）

3、声光电设备支持：1名

4、食物分发、服务人员：5-10名

5、媒体接待：1名（负责媒体接待工作）



7、现场媒体

1、新浪乐居视频直播

2、深圳电视台直播

3、纸媒报道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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