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策划⽅方案
2017.03





CONTENT

CHAPTER I CHAPTER II CHAPTER III CHAPTER IV
创意阐述 创意呈现 数字活动 项目管理



CHAPTER I
创意阐释



传递京东中国 ⼤大⺟母婴电商品牌的⾏行行业地位

京东聚合更更多⺟母婴品牌精⼼心为宝⻉贝的品质理理念传达给参会者及⾏行行业和⽤用户

活动信息：



发布2017京东战略略规划，确⽴立⾏行行业地位，提升京东⺟母婴品类声量量

与品牌商签约，评选出 佳合作伙伴并颁奖，巩固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活动⽬目的：



精⼼心共建
聚爱⽽而⽣生

京东宝⻉贝趴品牌
在⺟母婴电商⾏行行业热潮下，京东电商聚合众多优质⺟母婴品牌，
带着对宝⻉贝关爱，精⼼心构建⺟母婴电商平台，为更更多⺟母婴消
费者打造⼀一个多快好省的购物环境，让⺟母婴消费者更更多时
间陪伴宝⻉贝



品牌
京东宝⻉贝趴之合作伙伴

精⼼心为你
⾄至臻品质

⺟母婴消费的⻩黄⾦金金时代，在“妈妈经济”催动下，对⺟母婴消费品
品质要求⼤大幅提升，因此，更更多⺟母婴品牌不不断创新和提升
产品品质，精⼼心为消费者打造每⼀一份优质放⼼心的产品



消费者
京东宝⻉贝趴之消费者

精⼼心呵护
全⼼心宠爱

⾯面对⺟母婴信息时代，更更多的家庭核⼼心放到孩⼦子身上，对孩
⼦子的照顾变的更更加科学和细致，精⼼心呵护，将全部的爱倾
注到孩⼦子身上



精⼼心共建 聚爱⽽而⽣生 精⼼心为你 ⾄至臻品质 精⼼心呵护 全⼼心宠爱

品牌定位 合作伙伴 消费者



京⼼心宠爱 众⼼心呵护
SLOGAN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

精⼼心为爱的视觉感受 精⼼心共建的内容体验

活动主形象 活动延展设计 外场设计 主会场设计 外场互动 明星助阵 领导致辞 战略略部署 ⼤大促启动品牌签约暨颁奖⾏行行业报告



京⼼心为宝⻉贝

备选主题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



CHAPTER II
创意呈现



精⼼心为爱的视觉感受 活动主形象 活动延展设计 外场设计 主会场设计



KV-1



KV-2



KV-3



KV-4











采⽤用弧形屏幕设
计，简约⼤大⽓气，
适合视频发布、
启动等环节使⽤用。

对于剧院式场地
内嵌式的舞台来
说，弧形屏幕能
更更好的照顾到现
场观众的视⻆角。



精⼼心共建的内容体验 外场互动 明星助阵 领导致辞 战略略部署 ⾏行行业报告 品牌签约暨颁奖 ⼤大促启动



⼤大会前预热

京东
宝⻉贝
趴

宝⻉贝
超⼈人
征集
令

京东
员⼯工
宝宝
报名
参

加宝
⻉贝趴
活动
，届
时

将评
选出
明星
宝宝
，

与明
星⼀一
起互
动

活动前期，我们会征集京东内部员
⼯工⾃自⼰己的宝宝参加超能宝宝评选，
报名的宝宝会在⼤大会开始前的某⼀一
时间进⾏行行评选活动，选出前五名宝
宝负责现场宝⻉贝超⼈人模特与参会嘉
宾互动以及与明星互动



评选规则，报名的宝宝提前来到京
东宝⻉贝趴超市，选出现场制定品牌
的五件商品，速度 快的宝宝获胜，
获胜者将发放京东宝⻉贝趴，京⼼心宝
宝战⾐衣

⼤大会前预热







RUNDOWN

PARTI：明星嘉宾签
到及场外互动

PARTII：京东消费品
事业部总裁冯轶致辞

PARTIII：京东联合第
三⽅方发布⾏行行业报告

PARTIV：京东⺟母婴
负责⼈人发布2017年年战
略略部署

PARTV：全球溯源全
⽹网⾸首发

PARTVI：明星育⼉儿
经验分享

PARTVII：京东与品
牌商签约

PARTVIII：京东联合
第三⽅方给品牌商颁奖

PARTVIII：宝⻉贝趴⼤大
促启动仪式



外场互动



明星及嘉宾签到互动

• 嘉宾⼊入场完成电⼦子签到后⼯工作⼈人员奉上京⼼心球，嘉宾在京⼼心球上签名并且将京⼼心球投⼊入京⼼心宠爱箱
• 明星签到除了了投放京⼼心球以外，会有宝⻉贝超⼈人送上鲜花并且与明星⼿手牵⼿手引领明星⼊入场就坐



AR互动体验区

• 外场会设置AR互动体验区，嘉宾站在互动屏幕前，屏幕上将出现婴⼉儿⽤用品趣味场景



适⽤用场景：活动展会、发布会、产品展示等 

装置介绍：综合了了动作捕捉、增强现实等技术，将虚拟模型及场景精

确融合在真实环境中。⽤用户能以简单⼿手势进⾏行行互动，还可以截屏拍照。 

实现效果：体验者站在AR屏幕前，屏幕⾥里里出现真实⼈人物影像使⽤用婴⼉儿

⽤用品的场景，体验者可以通过⼿手势为⾃自⼰己搭配不不同品牌的婴⼉儿产品。通过

新颖独特的产品呈现形式和互动性更更强的营销体验，为发布会带来更更多关

注， 终为品牌带来更更⼤大的曝光和收益。 

前期准备：LED屏幕、红外感应摄像头、定制化AR程序、⼿手势动作设

计、虚拟对象数量量确认及3D建模

外场AR互动

AR体感互动装置简介



AR体感互动体验流程

⽤用户站在AR屏幕前
AR装置⾃自动感应出现画⾯面

屏幕⾥里里显示真⼈人影像使⽤用
虚拟婴⼉儿⽤用品的趣味场景
通过简单的⼿手势挥动
可更更换产品及场景

产品中植⼊入参加发布会的
各⼤大⺟母婴品牌

场景中展示京东宝⻉贝趴
发布会信息

⽤用户可将⼤大屏画⾯面截屏拍照
扫⼆二维码保存⾄至⼿手机

外场AR互动



开场视频及表演



京⼼心宠爱 众⼼心呵护
One Love With All



视频场景 I
配合节奏⽐比较轻快的⾳音
乐，画⾯面出现在⼀一家超
市，妈妈带着宝⻉贝在超
市选购商品



视频场景 II

在妈妈选购的同时宝⻉贝不不
经意的去拿货价上的商品，
所拿商品是本次活动合作
伙伴的品牌商品



视频场景 III

镜头逐渐拉远，远景镜头俯瞰整个超市



视频场景 IV

镜头逐渐拉远整个超市原来在京东的快递箱中





• 开场视频结束后，邀请宝⻉贝街舞团体在整个会场表演街舞快闪表演，作为整个⼤大会的开场，为⼤大会增添了了欢快的节奏，极具会议的代⼊入感

开场表演



表演形式参考



会议环节创意



发布⾏行行业报告及战略略部署现场效果

• 在灯光舞美的配合下嘉宾登台进⾏行行PPT演示，曲⾯面屏幕更更具表现⼒力力



全球溯源全⽹网⾸首发启动

• 视频启动，屏幕出现不不同的⼼心型触摸按钮，主持⼈人邀请嘉宾上台，嘉宾触摸⼼心型按钮，寓意众⼼心为宝⻉贝的概念，触摸后屏幕出现地球和⼀一
个⼤大⼤大的爱⼼心画⾯面，爱⼼心在地球上绽放，引出视频启动



明星登台分享

• 明星分享环节由现场评选出的宝宝超⼈人引领明星登台分享



签约仪式

• 为突出本次活动绿⾊色环保，采⽤用电⼦子签约仪式，并且反投⾄至⼤大屏，让整个签约环节更更佳便便捷庄重



适⽤用场景：合作签约仪式、企业发布会等

系统介绍：可实现多⼈人联合签约的多屏联动签约系统，⽤用

电⼦子化的⽅方式代替传统纸质签约仪式

实现效果：嘉宾通过⼿手写或电容笔在触摸屏界⾯面进⾏行行签名

（可多⼈人同时签名），系统将电⼦子签名的笔迹效果实时上传⾄至

⼤大屏幕指定位置

⼤大屏设置：定制电⼦子合同背景效果或其他签名背景效果图

前期准备：签约⼈人员数量量确认、电⼦子签约系统、签约 iPad

（或 42⼨寸屏幕签约机 ）、设备⽀支架、⼤大屏背景图等

签约仪式

电⼦子签约系统简介



电⼦子签约仪式流程

会务组提前确认签约⼈人数
准备签约iPad及电容笔

会务组提前准备设备⽀支架
或通过礼仪⼈人员⼿手持

⼤大屏显示签约合同背景

领导和嘉宾⼿手持iPad签名
笔迹效果实时上传⾄至⼤大屏相应位置

所有签约嘉宾在台上合影留留念



⼤大促启动环节

• 后⼤大促启动仪式也是整个活动的 ⾼高潮，将在舞台放置礼品箱，也是本次活动京东带给消费者 好的礼物的寓意，配合灯光舞美嘉宾登
台打开礼品箱，⽆无数的⼼心型⽓气球从礼品箱⾥里里⻜飞出，预示着⼤大促京东将对宝⻉贝全⼼心爱 宠上天， 后视频定格在⼤大促画⾯面和主题上



CHAPTER III
数字活动



对外传播H5创意

⽬目标⼈人群：⺟母婴产品消费者

传递信息：京东为消费者打造⺟母婴平台，联合更更
多优质品牌建⽴立⺟母婴服务联盟

活动⽬目的：通过游戏互动，让消费者对宝⻉贝趴集
合品牌深层认知，通过⼤大促产⽣生消费

创意阐释：H5互动游戏，带领⼤大家进⼊入京东虚拟
超市，就像京东⺟母婴电商⼀一样，每⼀一个⽤用户有选购
任务，要在超市中寻找到相应的商品，进⼊入宝⻉贝趴
⼤大促活动信息⻚页⾯面

前期预热

上线时间：活动开始前两周



点击货架
找出以上5件⺟母婴商品

恭喜你找到纸尿尿裤

全⼼心爱  宠上天
京东宝⻉贝趴年年中⼤大促，等你来狂购

PART I：点击超市图标进
⼊入京东宝⻉贝趴超市

PART II：进⼊入超市⻚页
⾯面，出现寻找的五件商品，
点击货架寻找商品

PART III：点击货架的商
品，⻚页⾯面提示找到商品，
集⻬齐五件商品获得京东宝
⻉贝趴⼤大促优惠券

PART IV： 后出现⼤大促信
息⻚页⾯面，提示⼤大促⽇日期，
让消费者产⽣生消费



参会嘉宾邀请函H5创意

京东宝⻉贝趴发布会

⽬目标⼈人群：参会邀请嘉宾及合作伙伴

活动信息：希望将京东⺟母婴的“⾏行行业地位”以及“品
质理理念”集中传递给参会者以及⾏行行业和⽤用户

活动⽬目的：提升京东⺟母婴品类的声量量，巩固与合
作伙伴的关系

创意阐释：宝宝巴⼠士，宝⻉贝邀你来参会。通过孩
⼦子可爱的卡通形象，增加参会嘉宾阅读的趣味性，
更更加⽣生动形象的将参会信息传达给参会嘉宾

嘉宾邀请函

上线时间：活动开始前⼀一周



PART I：嘉宾收到H5邀
请函，点击出现宝宝巴⼠士
公交站

PART II：向上滑动⻚页⾯面
出现参会地点

PART III：继续滑动⻚页⾯面出
现会议⽇日程

PART IV： 后出现参会⼆二
维码

宝⻉贝邀你准时出发

发⻋车时间：
2017年年4⽉月10号
13:30——15:30
准时出发！

京东宝⻉贝趴发布会

不不远不不远！
就在京东⼤大厦B
座报告厅，宝⻉贝
在此等你哦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

京东宝⻉贝趴发布会

1、明星和嘉宾签到。 
2、京东消费品事业部总裁冯轶致辞 
3、京东联合第三⽅方发布⾏行行业报告 
4、京东⺟母婴负责⼈人发布2017年年战略略部署 
5、全球溯源全⽹网⾸首发（视频播放） 
6、明星育⼉儿经验分享 
7、京东与品牌商签约 
8、京东联合第三⽅方给品牌商颁奖 
9、宝⻉贝趴⼤大促启动仪式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

宝⻉贝与你⼀一起HIGH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

宝宝巴⼠士
⼀一票难求

京东商城2017年年宝⻉贝趴发布会



适⽤用场景：中⼩小型会议、活动、论坛等 

使⽤用指南：前期将参会⼈人员名单导⼊入系统，系统为

名单上所有⼈人员发送个⼈人参会⼆二维码短信，来宾在现场

打开短信中的链接或报⼿手机号码后4位，签到员通过扫

码设备（⽆无线扫枪或iPad）验证来宾身份 

⼊入场凭证：参会⼆二维码或⼿手机号码后4位 

前期准备：参会嘉宾名单、电⼦子签到软件、⼆二维码

扫抢/iPad、签到员

电⼦子签到
⼆二维码电⼦子签到简介



VS

⽆无需任何多余操作，1秒扫码⾃自动验证身份，简便便快捷

签到进程随时查看，数据报表即时⽣生成

简单、⾼高效、省时、省⼒力力

体验

数据

效率

纸质签到速度慢体验差，现场容易易排⻓长队造成混乱

⼈人⼯工统计数据不不精准，数据报告滞后

繁琐、低效、费时、费⼒力力

传统纸质签到 ⼆二维码电⼦子签到

⼆二维码电⼦子签到优势特点



⼆二维码电⼦子签到体验流程

√

参会⼈人员收到短信
⼆二维码电⼦子票

客户提供参会⼈人员名单
联科录⼊入系统

来宾到达签到台
扫描⼆二维码或提供⼿手机号后4位

X

是否允许
⼊入场

新增系统
注册

婉拒⼊入场

在系统中

不不在系统中

是

否

顺利利⼊入场



VIP—C座休息并前往
会议场地

明星—A座休息并前往
会议场地

参会嘉宾—B3⼝口前往会
议场地



CHAPTER IV
项⽬目管理理



执⾏行行细节



前期筹备 现场实施 后期总结

p 现场实地考察
p 与第三⽅方协调
p 第三⽅方培训
p 会议资料料
p 相关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p 现场接待
p 活动安排
p 危机管理理

p 摄影集制作
p VCD制作
p 反馈表整理理
p 活动总结报告

项⽬目管理理



前期筹备

■ 现场实地考察
p 与第三⽅方协调
p 第三⽅方培训
p 会议资料料
p 相关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 确认场地是否满⾜足活动⼈人数要求，了了解场地设备及服
务情况，了了解住宿及餐饮情况

➢ 实地测量量场地尺⼨寸，根据场地情况构建会场搭建布置
⽅方案

➢ 拍摄实景照⽚片,索要场地平⾯面位置图，以了了解防⽕火通道
及各出⼊入⼝口位置确保场地合理理安排及⼈人员安全

➢ 确认会场电⼒力力负荷符合活动要求，必要时提前准备动
⼒力力电

➢ 考察当地第三⽅方资源情况

项⽬目管理理



前期筹备

p 现场实地考察

■ 与第三⽅方协调
p 第三⽅方培训
p 会议资料料
p 相关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供应商协调
• 搭建供应商

• 演艺供应商

• 制作供应商

• 礼品供应商

➢ 会场协调
• 前期考察

• 配套设施

• 服务⼈人员

➢ 交通协调

➢ 场地搭建⽅方协调

➢ 设计制作协调

➢ AV设备供应商协调
➢ 采购供应商协调

➢ 视频创意制作协调

项⽬目管理理



前期筹备

p 现场实地考察
p 与第三⽅方协调

■ 第三⽅方培训
p 会议资料料
p 相关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 ⻋车辆公司培训

➢ 会场礼仪⼩小姐培训

➢ 临时服务⼈人员培训

➢ 临时⼯工作⼈人员培训

➢ 摄影、摄像师⼈人员培训

➢ 主持⼈人、演出⼈人员培训

➢ ⼯工作⼈人员培训

项⽬目管理理



前期筹备

p 现场实地考察
p 与第三⽅方协调
p 第三⽅方培训

■ 会议资料料
p 相关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  ⼤大会资料料
➢  礼品、资料料袋
➢  请柬
➢  欢迎卡
➢  会议须知
➢  活动⽇日程

➢  ⼈人员分⼯工表
➢  时间推进
➢  主持⼈人串串词
➢  现场执⾏行行⼿手册
➢  反馈表
➢  物品清单
➢  通联表

项⽬目管理理



前期筹备

p 现场实地考察
p 与第三⽅方协调
p 第三⽅方培训
p 会议资料料

■ 相关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 场景设计

• ⼊入⼝口道路路        

• ⻔门⼝口

• 签到处

• 会场⻔门⼝口

• 会场⼤大堂

• ⼤大会整体效果

• 公共区域指示牌

➢ 形象设计

• 邀请函        

• 欢迎卡

• 会议胸卡

• 参会须知

• ⼿手提资料料袋

• 信纸

• 会议桌牌

• 矿泉⽔水瓶会议识

• 接机⻋车辆标识

项⽬目管理理



现场实施

■ 现场接待
p 会议安排
p 危机管理理

➢ 在前安排专⼈人对接艺⼈人以表演⼈人员

➢ 安排专⼈人对接7位选⼿手
➢ 提前将资料料礼品等分装整理理

➢ 提前与⻋车辆公司沟通到位

➢ 签到处安排到位

项⽬目管理理



现场实施

p 现场接待

■ 会议安排
p 危机管理理

➢  主会场安排
• 统⼀一进⾏行行会场的布置和设备的提供

• 根据活动安排进⾏行行摆台布置

• 在会场设置信息和指路路标志

• ⼯工作⼈人员在⼊入⼝口处引导

➢ 第三⽅方协调

➢ 物资管理理

➢ 时间控制

➢ ⼈人流控制

项⽬目管理理



现场实施
➢ 各种灾难预警提示及⾃自救⽅方式

➢ 安全提示及明显场地逃⽣生路路线指示

➢ 贵重物品的保管⽅方式

➢ 天⽓气变化，保暖防寒防暑

➢ 旅游及外出安全提示

➢ 提供所有可能需要的电话（服务团队、医疗⼩小组、酒
店、医院、派出所……）

p 现场接待
p 会议安排

■ 危机管理理

项⽬目管理理



⼈人员架构



视觉设计
刘端阳 

礼仪管理理
忻恬 

舞台区域总控
李李莹

财务⽀支持
于作魁

后勤勤及HR⽀支持
季苒

项⽬目总监
陈⾦金金⻁虎

⾮非舞台区域总控
忻恬

项⽬目助理理
王晓彤

项⽬目⽀支持

项⽬目总控
李李莹

技术设备⽀支持
贺楠

活动流程
张沫

外场活动
孙刚

活动搭建
初智超

设备技术
贺楠 

物料料
季冉 

项⽬目管理理
汪铂豪

⼈人员架构



李李东川

总经理理

• 中⻘青博联副总裁，联科公关总经理理

• 北北京联科安致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

• 服务的客户包括⽹网信办、各级政府等

李李硕

事业部总经理理

• 联科公关活动部总经理理助理理

• 服务的客户包括京东、百度、惠普、如
新、中脉、嘉康利利、康婷、天狮、⽆无限

极等

陈⾦金金⻁虎

部⻔门总监

• 联科公关活动部总监

• 服务的客户包括京东、百度、腾讯、惠
普、如新等

⼈人员架构



贺 楠
⼤大项⽬目总监

联科公关⼤大项⽬目⽀支持中⼼心总监
舞美AV资深技术总监

曾服务客户及项⽬目：京东、腾讯、如新、
美敦⼒力力、特百惠等。

澳⻔门8000⼈人，迪拜1.6万⼈人、互联⽹网⼤大
会、京交会等。

王 伟
资深技术经理理

联科公关⼤大项⽬目⽀支持中⼼心技术经理理

曾服务客户及项⽬目：京东、腾讯、如新、
美敦⼒力力、特百惠等。

互联⽹网⼤大会、⻘青奥会、天狮2万、京交会
等。

刘 端 阳
设计总监

联科公关设计部总监

曾服务客户及项⽬目：京东、腾讯、惠普、
蒙⽜牛、伊利利、安捷伦、诺和诺德、百度、

如新、美敦⼒力力、特百惠等。

⼈人员架构



客户总监 ⾼高级客户经理理

陈⾦金金⻁虎

⾏行行业经验：6年年

⾦金金慧

⾏行行业经验：6年年

李李莹

⾏行行业经验：6年年

执⾏行行客户总监 

忻恬

⾏行行业经验：4年年

初智超

⾏行行业经验：4年年

客户经理理 客户经理理 客户经理理 客户主任 

孙刚

⾏行行业经验：5年年

汪铂豪

⾏行行业经验：2年年

⼈人员架构



公司介绍



我们的背景

OUR HERITAGE

共⻘青团
中央

中⻘青旅
集团

中⻘青旅
控股

中⻘青博联 联科营销
传播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青旅）是以共⻘青团中央直属企

业中国⻘青旅集团为主发起⼈人通过

募集⽅方式设⽴立的⼤大型国有控股旅

游运营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

⼀一书记的李李克强同志为公司成⽴立

揭牌。

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是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是中国旅⾏行行社业内第⼀一

家专注于会展旅游市场，以专业

化的机构、队伍和服务模式为集

团客户提供会展旅游的服务商。

中⻘青旅联科（北北京）公关顾问有

限公司（简称中⻘青旅联科）是中

⻘青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子公

司，也是国内 早、 专业的公

关顾问公司之⼀一。



5公司：联科北北京、联科上海海、联科深圳、联科⼴广告、凯德思创

8地：北北京、上海海、深圳建⽴立公司；成都、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杭州建⽴立办公室

即将在呼和浩特、⻄西安建⽴立办公室

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 -- 5公司，8地

251名员⼯工
资深品牌传播顾问  经验丰富的执⾏行行⼈人员

成⽴立于2000年年，是中国 早的公关公司之⼀一

2013-2015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排名

中国公关公司25强

北北京

上海海成都

乌鲁⽊木⻬齐

深圳

哈尔滨

呼和浩特

杭州

⼴广州

⻄西安

AN OVERVIEW OF OUR COMPANY

联科概述



公共关系

⽬目的地营销

⼴广告活动管理理

数字营销
整合服
务

• 品牌营销

• 企业传播

• 媒体关系

• 危机管理理

• 数字创意与执⾏行行

• 社会化媒体营销

• 移动营销 

• 旅游产业战略略咨询

• 旅游规划设计

• ⽬目的地品牌规划

• 旅游核⼼心产品规划及⾏行行销

• 景区提升

• 互联⽹网+旅游
• 旅游智库建设

• 旅游产业培训

• 国际会议

• 企业活动

• 境外活动

• 展览展示

• ⼴广告策略略

• 平⾯面创意

• ⼴广告制作

• 媒体购买与投放

整合服务

OUR SERVICES & PRODUCTS



联科数字创意中⼼心 
由业内资深创意总监、杂志编辑、摄影师、设
计师及⽹网⻚页开发⼈人员组成的团队为客户开发优

质内容。

媒体和意⻅见领袖关系
多年年来积累强⼤大的传统媒体关系，与
⼏几百家全国性主流媒体和地⽅方强势媒
体保持良好合作关系。超过5000个
活跃于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和⾏行行业达

⼈人与我们合作。

中⻘青旅独特资源
中⻘青旅年年均1000万游客接待量量
全国百余家品牌连锁店

中⻘青旅旗下酒店100多家分布于全国各地
国内顶级旅游度假⽹网络

国内最⼤大的旅游服务商战略略合作联盟，会员近
百家

深厚的政府关系
依托上级主管单位共⻘青团中央和中⻘青旅控股公
司，拥有丰富的政府资源；与全国主要地区近

300个旅游局保持经常性联系。

内容优势

媒体和

意⻅见领袖资源

⾃自有渠道

政府资源

OUR RESOURCES & STRENTHS 

我们具有资源优势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

协会奖项

CIPRA Awards

● 2015 PR week 全球排名第118位，亚太地区24位

● 2015 The Holmes Report 第140位

● 中国公关⾏行行业TOP25公司（2013-2016）

● 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例⼤大赛⽹网络公关类⾦金金奖

● 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例⼤大赛国际交流奖

● 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例⼤大赛医药健康传播类银奖

● 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例⼤大赛特别贡献奖

● 2016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例⼤大赛国家形象传播特别奖

● 2016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例⼤大赛环境⽣生态保护与公共关系类⾦金金奖

● 2015最佳活动策划公司

● 2015中国公共关系⾏行行业“年年度最佳团队”奖

● 2015第⼆二届中国创新传播⼤大赛（蒲公英奖）O2O营销类银奖

● 2014⾦金金旗奖社群互动营销⼤大奖

● 影响中国·2013年年度领军公关公司

● 2013中国企业微博运营 “最佳微⽂文化”奖

● 中国国际公关协会⾸首批A类会员

●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 中国⼴广告协会

● 北北京品牌协会会员

● 中国市场营销协会会员

● 中国危机管理理协会会员

⾏行行业资质

权威奖项

奖项荣誉 

THE AWARD HONORS



我们与京东



“绿⾊色倡导 公益引航”京东&英特尔再⽣生电脑公益⾏行行动发布会
时间：2013年年10
地点：北北京
⼈人数：120⼈人
由京东主办，并携⼿手Intel相关代表、OME⼚厂商、媒体等共同相聚北北京奥展国际展厅，开展“绿⾊色倡导 公益引航”京东&英特尔再⽣生电脑公益⾏行行动发布会，现场活动呈现出京东企
业⼼心系社会公益活动的公益理理念，得到⼀一致好评。



2014IT数码创新智能产品秀暨“JD+”计划发布会
时间：2014年年2⽉月
地点：北北京
⼈人数：150⼈人
京东推出“JD+ ”计划，⽴立⾜足京东优秀的运营及营销能⼒力力，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推进整个创新智能硬件⾏行行业发展，打造⾼高品质的创新硬件产业⽣生态
链。



京东零售业O2O战略略&万家便便利利店&ERP供应商签约仪式
时间：2014年年3⽉月
地点：北北京
⼈人数：280⼈人
京东推出零售业O2O战略略，与北北京、上海海、⼴广州等15座城市的上万家便便利利店进⾏行行O2O合作。



京东旅⾏行行频道全新上线暨⾏行行业交流会

时间：2014年年6⽉月
地点：北北京.798  ⼩小柯剧场
⼈人数：200⼈人
“京东旅⾏行行频道沿袭了了京东‘正品⾏行行货’的服务理理念，将消费者的旅⾏行行体验作为服务核⼼心，为⽤用户提供‘品质旅游’、‘价值旅⾏行行’的消费体验”。



京东售后到家服务升级暨合作伙伴论坛

时间：2014年年10⽉月
地点：北北京.⻢马哥孛罗酒店
⼈人数：200⼈人
京东预与宏碁、戴尔、中兴、索尼、努⽐比亚、酷派、联想等40余家电脑、⼿手机⼚厂商达成服务战略略合作，双⽅方通过升级“售后到家”服务，实现⽤用户在京东的⼀一站式购物体
验。



京东企业级市场战略略发布会

时间：2014年年12⽉月
地点：北北京.798 悦美术馆
⼈人数：200⼈人
京东提出了了⾯面向企业级市场的“阳光云采”战略略，重磅推出“智采”、“慧采”、“云采”三⼤大企业级电商化采购平台，⾄至此京东进军企业级市场的路路线图完整浮出⽔水⾯面，万亿企
业级电商市场的争夺战⼤大幕刚刚拉开。



京美之作 ⻝⾷食尚⽣生活—京东美国美⻝⾷食周启动仪式

时间：2015年年1⽉月
地点：北北京
⼈人数：200⼈人
京东提出了了⾯面向企业级市场的“阳光云采”战略略，重磅推出“智采”、“慧采”、“云采”三⼤大企业级电商化采购平台，⾄至此京东进军企业级市场的路路线图完整浮出
⽔水⾯面，万亿企业级电商市场的争夺战⼤大幕刚刚拉开。



购物⽆无境—2015京东全球购业务启动仪式暨战略略发布会

   2015年年4⽉月15⽇日，京东正式上线全球购业务，全球购平台⾸首批上线商品超过15万种，品牌数量量超过1200个，商铺超过450家，涵盖⺟母婴⽤用
品、⻝⾷食品保健、个护化妆、服装鞋靴、礼品箱包等众多品类。京东全球购的上线，不不仅让中国消费者更更加优惠便便捷地购买到全球优选商品，
更更为京东国际化战略略奠定⾥里里程碑碑式布局。中⻘青旅联科作为本次活动的合作伙伴，顺利利完整了了会议，得到客户⾼高度认可。



京东集团总部运营移交仪式

时间：2015年年08⽉月15⽇日
地点：北北京
⼈人数：50⼈人
2015年年8⽉月15⽇日，京东集团总部运营移交仪式隆隆重举⾏行行，京东领导从开发商⼿手中接过⾦金金钥匙，标志着京东集团总部⼤大楼的正式落成，开启新
的篇章。



京东集团总部⼤大楼⼊入住仪式

时间：2015年年09⽉月19⽇日
地点：北北京
⼈人数：200⼈人
2015年年9⽉月19⽇日，京东第⼆二场⼊入驻仪式，喜庆的开场节⽬目舞狮拉开了了本次活动的序幕，京东集团CEO刘总莅临现场并致辞，在祝贺京东⼊入驻
新⼤大楼同时描绘京东未来更更美好的蓝图，领导在祥狮的带领下参观⼤大楼，了了解了了⼤大楼的内部，参观各⾃自办公室，挂福包，增添福⽓气， 后刘
总与“贺喜京东”四只狮⼦子的互动，将活动推向了了⾼高潮。



京东全球购⾹香港发布会

时间：2015年年09⽉月
地点：⾹香港
⼈人数：300⼈人
9⽉月24⽇日，京东全球购⾹香港招商会在⾹香港铜锣湾富豪酒店隆隆重召开，京东集团CHO&GC隆隆⾬雨、京东商城消费品事业部总裁冯轶、莎莎⾸首席财务总监及执⾏行行
董事陆楷博⼠士、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理孙军，以及来⾃自⺟母婴、⻝⾷食品、保健、家居、个护、钟表等各个领域的⾹香港知名企业、商家代表出席了了活动，
共同⻅见证了了京东全球购⾸首次⾹香港招商会的盛⼤大召开；招商会上，京东与莎莎⽹网、中远物流达成战略略合作协议。



2016京东校园之星总决赛
时间：2016年年12⽉月24⽇日
地点：北北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人数：5000⼈人
2016年年12⽉月24⽇日，京东校园之星全国总决赛群星演唱会在北北京⼯工业⼤大学举办，华晨宇、⽅方⼤大同、胡夏、苏运莹、陈粒等深受⼤大学⽣生喜爱的明星倾⼒力力助阵，来⾃自全国5万
⼤大学⽣生中脱颖⽽而出的10位冠军选⼿手现场展示了了别样⻛风采，京东校园之星是京东全⼒力力打造的全国⾼高校⼤大学⽣生品牌，致⼒力力于再⼤大学⽣生中选拔明⽇日之星，中⻘青旅联科从设
计、到执⾏行行、媒体邀请、艺⼈人邀请等⽅方⾯面全⼒力力为京东呈现这场饕餮盛宴。



京东智能⻢马桶盖节启动发布会

时间：2017年年1⽉月9⽇日
地点：京东⼤大厦B座报告厅
⼈人数：400⼈人
2017年年1⽉月9⽇日，京东智能⻢马桶盖节启动发布会在京东B座报告厅举办---京东携⼿手吴晓波 启动第⼀一届“智能⻢马桶节”，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商城服饰家居事
业部总裁⾟辛利利军、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与松下、海海尔、诺维达品牌⽅方⾼高层共同出席第⼀一届京东智能⻢马桶盖节启动会。



2017京东服饰商家⼤大会-让春天来

时间：2017年年3⽉月2⽇日
地点：格兰云天⼤大酒店
⼈人数：600⼈人
2017年年3⽉月2⽇日，京东服饰商家⼤大会在亦庄格兰云天⼤大酒店举办，全国各地服饰商家的领导聚集于此，活动期间京东的各位领导对16年年优秀的品牌商进⾏行行颁
奖，向台下的所有嘉宾讲解了了京东服饰平台的共赢模式、营销玩法及技术升级。晚上是晚宴环节，200位服饰商家领导出席。



案例例介绍



联科在2014,2015，连续两年年，承接世界互联⽹网⼤大会。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5年年12⽉月16⽇日-18⽇日召开，习近平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与俄罗斯总理理梅梅德⻙韦杰夫、哈萨

克斯坦总理理⻢马⻄西莫夫等⼋八国元⾸首，以及50逾名部⻓长级官员、20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乌镇。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活动管理理伙

伴，联科为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闭幕式、22场分论坛、欢迎晚宴及新闻发布会等活动提供会场规划与管理理、设备搭建、

会议形象设计、技术保障、语⾔言服务、嘉宾邀请与接待等整包服务⽀支持。

互联⽹网⼤大会



⾸首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业⼤大会

       2015年年11⽉月13⽇日，⾸首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业

⼤大会在美丽富饶的快递之乡——浙江杭州桐庐成功召

开。

        联科凭借丰富的国际⼤大会经验、专业的会务管理理

知识、⾼高效的会务执⾏行行能⼒力力，秉承⾼高标准、严要求的

原则，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条件下，短短⼗十天内⾼高效

地为⼤大会提交了了⼀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6年年9⽉月4-5⽇日  杭州⻄西⼦子宾馆、⻄西湖国宾馆

历时5个多⽉月，涉及9个场地，30多场重要活动：⼆二⼗十国元⾸首欢迎晚宴，⾦金金砖

五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谈，巴黎协定交接仪式， ⼆二⼗十余场领导⼈人双边会谈。

杭州G20峰会



南京⻘青奥会欢迎晚会

     2014年年8⽉月16⽇日，第⼆二届夏季⻘青年年奥林林匹克运动会在南京开幕。联科团队承接的“我们来欢聚”欢迎晚会及“欢乐的⻘青春”嘉年年华激情上演。来⾃自204个国家

的3000多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青年年⼤大使、模范运动员第⼀一次⼤大团圆，共同沉浸在这场⻘青春活⼒力力的⼤大Party中，就此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之旅。经历2年年多
跟进，374天的筹备，历时2个⽉月彩排，户外舞台演出30天，涉及演员来⾃自南京、上海海、北北京等16个学校，4家专业演出机构共312名演职⼈人员，联科以精彩
的活动管理理为⻘青奥会赢得了了世界的喝喝彩，为公司博得了了业界与客户的满堂喝喝彩。100多家国内外媒体进⾏行行现场报道，OBS和CCTV、腾讯⽹网、新华社对晚会

进⾏行行了了深⼊入报道，并且深受好评。



2013年年 － 2014年年，作为“⻘青春奥运，活⼒力力南京”第⼆二届夏季⻘青年年奥运会公关活动合作伙伴，负责策划执⾏行行潘德明环球骑⾏行行等⼀一系列列公关传播活动及媒体

关系，有效提⾼高⻘青年年奥运会在国内公众的知名度。

 南京⻘青年年奥林林匹克运动会



特百惠亚太区⾼高级经销商澳⻔门年年会

15个国家，9850⼈人⼊入境， 7种语⾔言，7600只同传⽿耳机，20000件⾏行行李李，25000份膳⻝⾷食，超过5000间酒店客房，逾10吨货物的运输及报关，9600张⻔门

票，500张⼯工作⼈人员胸卡，单⽇日活动时⻓长15⼩小时。



特百惠亚太区⾼高级经销商澳⻔门年年会

       联科继2011年年承办特百惠亚太区⾼高级经销商北北京年年会之后，第⼆二次承办此项⼤大型活动。较上⼀一届6,000⼈人的活动规模，今年年的活动⽓气势更更⼤大、覆盖范围更更⼴广。

会议包括2⽉月25⽇日、26⽇日区域分会，27⽇日全体⼤大会及晚宴，28⽇日及3⽉月1⽇日的经销商⼤大会，现场逾9,000名参会嘉宾，分别来⾃自澳⼤大利利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越南、菲律律宾、孟加拉等近15个国家。

       15个国家，9850⼈人⼊入境， 7种语⾔言，7600只同传⽿耳机，20000件⾏行行李李，25000份膳⻝⾷食，超过5000间酒店客房，逾10吨货物的运输及报关，9600张⻔门票，
500张⼯工作⼈人员胸卡，单⽇日活动时⻓长15⼩小时。



      2015年年6⽉月1⽇日-4⽇日，为期四天的美敦⼒力力公司年年会在魔⼒力力之都澳⻔门盛⼤大召开，联科作为活动的协办⽅方，为美敦⼒力力打造了了⼀一场奇妙绝伦的年年会盛典。

      联科同时承接来⾃自8个部⻔门的10场活动，客户要求⾼高且多，筹备时间紧，筹备⼈人员少，对每⼀一位负责的同事都是极⼤大的挑战。正是由于联科员⼯工的坚

持、努⼒力力及强烈烈的责任⼼心，才保证了了现场的顺利利成功。

美敦⼒力力2015年年澳⻔门年年会



       2014年年5⽉月，北北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北北京政府外事办公室，北北京市⽂文化局，北北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主办了了哥本哈根欧洲歌唱⼤大赛 “北北京周”。魅

⼒力力北北京图⽚片展，北北京传统⼿手⼯工艺展，“北北京周”演出，共同邂逅五⽉月的⾼高桥⼴广场，中国⻛风席卷哥本哈根。本次活动公关传播涉及国内外28家知名媒体，形式

包括报纸、⽹网络媒体。全⽅方位报道此次推介活动，并通过各⾃自宣传渠道以新闻报道等形式，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扩⼤大活动宣传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大幅提升宣传效果。弗兰克延森市市⻓长，闫仲秋副主席，刘碧伟⼤大使，张靖处⻓长及北北京旅委的代表们参与欢迎仪式，并互赠礼物。

哥本哈根欧洲歌唱⼤大赛北北京周



      2016年年6⽉月13⽇日-16⽇日，美敦⼒力力FY17⼤大中华区年年会在“东⽅方夏威夷” 三亚盛⼤大召开，联科作为活动的承办⽅方，再次为美敦⼒力力打造了了⼀一场时代周刊般的空前盛

会。⼤大年年会分为全体⼤大会、晚会及多达30个部⻔门左右的分会，共3400名嘉宾参与⼤大年年会。     

      第三次承接美敦⼒力力⼤大中华区年年会，在三亚资源有限的场地条件下，打造了了200⽶米⻓长的270°环形屏幕，⼗十分震撼。

美敦⼒力力FY17⼤大中华区年年会 



      海海尔经过30年年发展，逐步成⻓长为全球家电第⼀一品牌。然⽽而，随着新⽣生代年年轻群体消费⼒力力量量的增强，海海尔家电亟需改⾰革创新，与年年轻⽤用户建⽴立良性沟通。

       基于海海尔家电品牌与年年轻⽤用户的⽣生活消费特点，中⻘青旅联科为海海尔家电重新定义了了“奇葩”概念，以“不不玩不不⽣生活”之名，和⽤用户⼀一起玩起来，打造系列列奇葩轰趴

活动。包括奇葩⾳音乐奇妙夜、奇葩美⻝⾷食总动员等活动。

海海尔智爱星⼈人奇葩系列列活动



      ⼟土⾖豆映像季是优酷⼟土⾖豆集团 重要的活动品牌。不不仅展现了了来⾃自优酷⼟土⾖豆平台上 具中国年年轻⼈人先锋⽂文化

的特⾊色内容，同时也成为了了优酷⼟土⾖豆平台上的⾃自频道创作者、杰出⻘青年年艺⼈人、优⼟土合作机构和他们的粉丝之间

线下沟通的平台。活动涵盖影像、⾳音乐、动漫、时尚、潮流、⼈人⽂文等丰富多样的版块，凭借既酷⼜又有趣的内容

吸引数万优酷⼟土⾖豆⽤用户；包含⾳音乐舞台、影响盛典、ACG展览互动、潮流热卖、乐活时尚体验、思想⽂文化交流

活动等300余项特⾊色内容。联科提供发布会执⾏行行、活动前期内容提供，媒体邀请、活动执⾏行行等服务。

2015优酷⼟土⾖豆映像节



项⽬目时间：2016.1.25

       联科深圳公司承接了了腾讯社交与效果⼴广告部的2015年年腾讯SPA年年会项⽬目，现场650

⼈人参加。此次活动是腾讯新成⽴立的SPA部⻔门的第⼀一次年年会，腾讯选择与联科合作，体

现了了对联科的信任与肯定，加深了了联科与腾讯集团的合作，再次夯实联科公司在IT客

户⾏行行业的⼝口碑碑。

2015年年腾讯SPA年年会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