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未来 品牌方案



大儿童市场



儿童体验



成长教育



亲子&周边



品牌众多，健康、教育、玩乐、职业体验

每个品牌各有各的价值



在各自领域

做得都很成熟，都很牛



想要走得更远，大环境冲击下

他们不得不拥抱互联网



但 事实上 ……









顶着 +O2O 的名 行着传统的实



信息发布 专业知识产品展示

工具 or 渠道



体验 依然仅仅基于现场or产品



问题在哪？关键在于

没有有效打通线上线下



除了线上消费 + 线下体验模式没构建好

还有线上参与和线下体验链接少



最终导致

品牌和用户之间 互动差



那么，一个O2O儿童平台

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做品牌？



互联网+思维下的品牌塑造



Uber Tesla



极致用户体验/做有情怀的产品/用户创造口碑

用户的解决方案



一切从用户出发



80后父母 00后孩子+



孩子和 孩子王



他们的焦虑



IPAD一代

网童

用PAD比继鞋带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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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 孩子

把Pad当成电子保姆 网络是唯一游乐场



“没意思”成为孩子口头蝉，对“出去玩”无动于衷

父母担心孩子成为宅童



不输在起跑线上

班奴

休息日比上学还累

2



孩子王 孩子

带孩子不好玩 做孩子不好玩



以一切为孩子好的名义

不想孩子输人，又怕童年消逝



没时间

据统计，现代城市白领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不足1.05小时

近6层的人不同程度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

陪伴孩子成为年轻父母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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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近日发布了一项针对00后的调查

结果显示，家长在00后身上的花费，全国平均每月为3150元

孩子的花销成为父母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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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谱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显示

59.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年轻家长在育儿方面有些“不靠谱”

并把这种“不靠谱”解释为让孩子自由成长。

父母不知道如何教育培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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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塞妮尔（Jennifer Senior）在一本新书中感叹

教育孩子成了一件“有乐无趣”的差事



他们的痛点



教育和陪伴孩子，本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现在却成一种负担



未未来为他们提供什么？



满足儿童在
不同年龄段
的部分需求

儿童素
质教育

儿童
体验

家庭
社交

儿童
游乐

儿童
产品

儿童
教育

儿童
培训



未未来

成长
学院

星美
国际
店

四海
唐人
街店

……

森林
探索
王国

白鹿
原店

+麦鲁
小城

……

国家级场景式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未来星球为主题的儿童体验游乐

复古唐朝为主题的儿童体验项目

户外儿童游乐为主题

儿童教育/体验/游乐为核心的麦鲁世界

中国首家户外成长体验乐园



有别于学校、家庭、数字世界的

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成长场景



用户

痛点

产品



解决方案



陪孩子长大 其实是件赏心悦目的事



构建品牌价值之后



创造
价值上瘾

传递价值上瘾

价值

从平台+体验+设计（跨界周边）
注重线上、线下一体化，用极致体验黏住用户

抓住用户的痛点，转化为好故事和好话题
让用户互动参与其中，形成品牌志愿者



如何创造价值上瘾？



符号 建立贴近父母和孩子的独特视觉形象



































































平台 建立线上平台 连接品牌与用户 用户与用户



平台四大功能

未未来 去哪 豌豆Me 遛爸妈吧

按需求推送
体验场景并
提供导航

将所有场景
打包成体验
包线上消费

用户信息管
理和积分

供父母和孩
子交流的社
群+电商



























周边 创造各主题的衍生产品 增强用户体验和粘度





















如何传递价值上瘾？



仪式 创造有粘度的活动/事件，让用户反复参与



晒孩子是父母的天性

《父母的任务》创意互动



通过微信、APP平台不定期发布给父母的任务

比方说场景Cosplay装扮、与孩子真心对话等等。

并上传相关照片到线上平台，邀请朋友点赞，刺激二次传播。

通过完成的任务及点赞，赚取积分，可以在电商平台兑换礼品。

父母根据任务形成线上的场景参与，



平台不定期发布给父母的任务













上传邀请点赞，激发竞争心理，形成二次传播



成长过程中，卡通化、趣味化总是最受孩子们的欢迎

《场景装扮》小游戏



通过平台设置多种拍照元素和场景，

父母和孩子同时参与，创作不同风格和场景的照片，增强亲子关系，

照片在平台上的保存、分享、转发形成社会关注点。

















儿歌是童年回忆的一部分，不同年龄的孩子会有不同的歌曲陪伴

《听神曲猜歌名》小游戏



针对00后儿童的父母，发布小游戏，

结合当下社会流行文化和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对父母进行打分、评论。

而父母也乐于向别人和孩子证明自己是“好父母”。











故事 以创意内容讲诉品牌故事，与用户形成共鸣



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总是听话、成绩好，各方面都优秀

《别人家的孩子》病毒视频



通过夸张和趣味化的手法，在社交网络上传播，

话题集中别人家的孩子，

激发父母和孩子共鸣，自己家的孩子才是好孩子。



父母篇

病毒视频：别人家的孩子（父母篇）.mp4


据说孩子们的微笑是成年人的40倍

《孩子们的笑脸》创意视频



通过网络媒体发布视频，

父母看到这些笑脸，和孩子的美好瞬间会一一呈现。

自然而然想到：陪孩子长大，其实是件赏心悦目的事。



创意视频：孩子们的笑脸.avi


孩子总是懵懂的，似乎什么都相信，似乎又什么都不相信。

《那些年父母骗过我们的话》创意稿件



针对目前00后儿童父母真实经历感受

通过社会化媒体——微博、微信发布

既迎合了父母怀旧情怀，又能激发其想象和反思。











节点 10月15日成长学院面市，轰动与参与



《西安人民，从小就爱国》活动

目的：国庆之后，做系列活动，激发全民爱国热情，引发用户对成长学院
好奇和关注。

执行：



线下：国庆放假开学后，在西安各中小学派送《最小革命接班
人——毛主席语录》包装笔记本



笔记本内页含有各种经典红色场景插画



笔记本封底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转入线上



线上：发布《你敢说你爱国吗？》H5，邀请参与者互动答题









H5内的红色经典场
景与笔记本内相同，
邀请参与者答题；









最后，对参与者进
行评分，识别二维
码还可获得其他参
与体验机会。



线上：炒作《如何才算真的爱国？》话题



线下：在西安各大公园，制作红色经典场景沙雕，邀请参与者现场互动



区域 名称 地址

东郊

兴庆公园 东门外咸宁西路北

长乐公园 金花北路6号

纺织公园 纺织城西街191号

城内

环城公园 环城东路中段

儿童公园 西大街贡院门

革命公园 西五路53号

莲湖公园 莲湖路18号

北郊

含元殿公园

城市运动公园 凤城八路

文景公园 未央区文景路

南郊

雁塔西苑

雁塔南苑

新纪元公园

大唐芙蓉园

中国唐苑

大雁塔广场

曲江池遗址公园 大雁塔正东二百米

唐城墙遗址公园 沣惠南路

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 雁引路

西郊

丰庆公园 丰登南路

劳动公园 团结东路20号

牡丹园 唐延路和昆明路的交叉点

注：红色标注表示免费开放公园

奖励：儿童现场参与答题或创作沙雕，可以获得“成长学院”礼品和儿童话剧
门票。



线上炒作：

方向一：《西安人民最爱国》，现场盛况报道

方向二：《西安人民，从小就爱国》，活动总结。



传播：现场场景拍摄制作视频传播



示意视频：红色经典场景沙雕.mp4


《钟楼小奶糕》事件

目的：延续“爱国活动”情怀，结合西安城市特点和对“钟楼小奶糕”的
特殊感情，在社会文化和用户关注的基础上，通过事件引发参与，为“成
长学院”面市制造轰动。

执行：



线上：发布H5《西安人，你中了多少年小奶糕的“毒”？》引发关注



















线上炒作：

方向一：《我是西安滴我眼中的小奶糕》，小奶糕与西安人的故事，
引发共鸣

方向二：《你所不知道的小奶糕》，小奶糕的前世今生，制造悬念



线下：全西安闹市区，特殊形式派发“红色经典”小奶糕



西安特有的小奶糕+独特的派送形式，引发用户自发参与转发；

独特小奶糕包装二维码，扫描可参与线上互动。



线上炒作：

方向一：《小奶糕变了》，派发事件报道

方向二：《秋天里的童话-小奶糕》，朋友圈传播



关联：通过包装二维码，关联平台和公众账号；参与互动可以获得奖励：

“成长学院”礼品或者儿童话剧门票。







线上炒作：

方向一：《小奶糕和成长的故事》，案例总结

方向二：《未未来成长学院面市啦》，新闻报道



“成长学院”礼品建议

成长学院礼品建议.mpg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