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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媒体环境
• 电视环境

• 新媒体环境

• 新技术环境



TELEVISION 
ENVIRONMENT
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

电视 依然是广告市场的主力军

电视环境



29省网 50城市

• 收视率：央卫视17年收视率整体呈现下降幅度，与整个媒体环境相关（互联网时代，电视受众注意力转移）；但依然有较高收视率表现

• 市场份额：央视稳定，卫视小幅下降，省台小幅下降

注：晚间时段定义为1800-2400。晚间时段为大部分电视频道收视的高峰期。因各地面频道仅在其当地市场有收视，故建组市场收视率仅供参考。

历年媒体级别收视表现
（2013-2017, P4+,晚间时段）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29省网/50城网 P4+ 2014.1.1-2017.12.31

央卫视收视



慢综艺，正能量

通过播放的栏目和剧
观众对频道形成风格认知2017年现象级主流综艺和大剧

《向往的生活》
《歌手》

《极限挑战》
《欢乐喜剧人》

《中国新歌声》
《奔跑吧》

《非诚勿扰》
《最强大脑》

流量明星

情感益智

喜剧为王

《白鹿原》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欢乐颂II》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欢乐颂II》

《人民的名义》
《特工皇妃楚乔传》

一线卫视 央视

• “马太效应”继续加强，头部内容集中在一线平台

• 头部内容趋向于正能量和慢综艺

《国家宝藏》

记录式综艺
文物鲜活，
文化传承

《朗读者》

文化综艺节目
情感真挚
正能量

《于成龙》

历史正剧

电视媒体布局



a2016-2017广电总局政令概览（电视）

限韩令
收视率造假黑名单

电视剧不得“插头去尾”

限童令节目名称去“神”化

剧集去早恋、同性恋

自主创新

限娱3.0

明星评分制度

限星令
“一剧两星”

• 电视媒体趋向于正能量、慢综艺，契合广电总局政令

• 受众观看电视媒体时，多屏互动已成常态趋势

电视受众观看电视的同时通常还会做的事情（%）

数据来源：CNRS 中国城市居民调查 2012-2016（1-12月）60城市

电视媒体趋势



             《凰权·弈天下》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暂定）
演员阵容：陈坤、倪妮

              《独孤皇后》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2（暂定）
演员阵容：陈乔恩、陈晓

                 《火王》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2
演员阵容：陈伟霆、景甜

            《甜蜜暴击》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暂定）
演员阵容：鹿晗、关晓彤

            《悲伤逆流成河》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暂定）
演员阵容：郑爽、马天宇

              《橙红年代》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暂定）
演员阵容：陈伟霆、马思纯

              《武动乾坤》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暂定）
演员阵容：杨洋、张天爱、

                 《扶摇》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暂定）
演员阵容：杨幂、阮经天

2018年Q2、Q3电视资源推荐



            《奔跑吧第二季》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4月
演员阵容：邓超、Angelababy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
播放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4月
演员阵容：待定

        《熟悉的味道第三季》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5月
演员阵容：昆凌、张震、梁朝伟

            《极限挑战第四季》
播放平台：东方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4月
演员阵容：黄渤、孙红雷

         《高能少年团第二季》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2
演员阵容：王俊凯、张一山

         《金曲捞第二季》
播放平台：江苏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2
演员阵容：待定

         《演员的诞生第二季》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
演员阵容：待定

         《中餐厅第二季》
播放平台：浙江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
演员阵容：原班人马

2018年Q2、Q3电视综艺推荐



NEW MEDIA
ENVIRONMENT
移动互联网地位不断强化

新媒体时代 内容为王，用户为王

新媒体环境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2017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

• 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APP用户规模持续增长，三足鼎立

• 爱奇艺APP装机量独占鳌头，优酷转化率较高

在线视频APP活跃度





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剧及
相关广告播出管理的通知

2017.2.25

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通知

2017.6.2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

2017.6.28

加强监管网剧和网络自制节目

2017.2.27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
规定

2017.6.25

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制止
虚假新闻的通知

2017.7.3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2017.7.4

2016-2017广电总局政令概览（互联网）

 政府加强互联网行业的监管，

 消费者追逐内容，因此企业押对优质内容至关重要

在线视频媒体趋势二：政策规定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网络平台：优酷、腾讯、爱奇艺
电视平台：湖南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
演员阵容：赵丽颖、冯绍峰

 《时间都知道》
网络平台：腾讯视频
电视平台：东方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2
演员阵容：唐嫣、窦骁、杨烁

                  《沙海》
播放平台：腾讯视频
播出时间：2018年暑期
演员阵容：吴磊、秦昊

                   《剑王朝》
播放平台：爱奇艺
播出时间：2018年4月
演员阵容：李现、姚笛

                《归去来》
网络平台：优酷、腾讯、爱奇艺
电视平台：东方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2
演员阵容：唐嫣、罗晋

         《香蜜沉沉烬如霜》
网络平台：优酷、爱奇艺、腾讯
电视平台：一线卫视
播出时间：2018年Q3
演员阵容：杨紫、邓伦

         《天坑鹰猎》
播放平台：爱奇艺
播出时间：2018年Q3
演员阵容：王俊凯、文琪

         《白夜追凶2》
播放平台：优酷
播出时间：2018年Q3
演员阵容：潘粤明、王泷正

台
网
联
动

自
制

2018年Q2、Q3网剧资源推荐





NEW TECHNOLOGY 
ENVIRONMENT

新的媒体内容注重趣味和体验

新技术 助力提升消费者体验

新技术环境



2018年2月短视频行业典型APP日活跃用户规模 2018年2月短视频行业典型APP周新安装用户刷

• 快手群众基础广泛，活跃量领跑

• 火山、西瓜、抖音增长速度迅猛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TRUTH中移动互联网数据库 2018年2月

短视频





02 现状分析





• 连续四年冠名热门台综，强势曝光，16年之后，隐身综艺，曝光下沉。

加多宝近期营销策略

2013年-冠名好声音第二季 2014年-冠名好声音第三季 2015年-冠名好声音第四季2012年-冠名好声音第一季



2011年-至今王老吉与加多宝百度搜索指数对比

18年全面超越竞品加多宝
王老吉优势明显 2012年开始加多宝冠名《好声音》，之后四年全面赶超王老吉

绑定《明日之子》
强势回归

王老吉&加多宝关注度对比

数据来源：百度指数 2011-2018年



相较于竞品加多宝短暂性爆炸式曝光

王老吉：

长期持续曝光

稳步跨进年轻人群

稳定  持续



综艺情节定制卡片—— 吉利 综艺植入—— 青春/活力 综艺露出—— 搞笑

游戏合作款—— 手游同款 公益助力—— 团圆 黑瓶新款—— 不上火

其他合作

综艺合作

• 无论是综艺产品露出还是手游同款、换包装，都仅在跟热点、做曝光，单一迎合消费者喜好，但品牌

真正想要传达的理念不深入。

我们一直在和年轻群体做沟通

但主题过多，没有明确切入点

王老吉近年营销策略回顾



稳步投放需要维持

但需把最想要跟品牌的沟通点明确



品牌传达：  

传达点提取：作为一款健康功能型饮料，农夫山泉维他命水希望带给消费者充满活力的饮用体验与生活态度，与节目希望赋予嘻哈音乐更

多正能量的价值引导相契合。

品牌传达：嘻哈就是维他命

“拼命不如拼维他命”广告歌 人物&产品互动海报

品牌露出  创意植入 专场定制 “超吉应战” 契合年轻人多元价值观

我们发现

核心传达点：王老吉作为一款百年历史的凉茶，其最足特色的传达点应为其“正统”凉茶的地位。

弊端分析：单纯迎合年轻受众，记忆点不集中，导致品牌传播记忆度不深刻，无法有长效影响力。



03 策略建议



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





年轻人在接触什么？

• 在年轻人的日常触媒习惯中，短视频占据半壁江山。抖音、快手年轻用户占三分之一左右。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收听电台

阅读报纸、杂志

平板设备

电视视频

PC上网

使用手机（不包
括短信、电话）中国互联网用

户平均触媒有
效时间5.8H

❶
年龄变化—趋于年轻化

❷
媒体使用习惯变化—碎片化

❸
媒体喜好变化—新兴媒体

消费者的喜好在变化，

我们原有传播方式是否需要改变？

所以，他们的变化引起传播方式转移



传统广告投放比重适当迁移，多元跨屏互动。

各媒体广告月到达率最大化组合%

电视 电视+
网络视
频

电视+
网络视频+
综艺冠名+
植入营销

电视+
网络视频+
综艺冠名+
植入营销+
微信朋友
圈

电视+
网络视频+
综艺冠名+
植入营销+
微信朋友圈+
报纸or软文

电视+
网络视频+
综艺冠名

数据来源：群邑研究

• 组合媒体，多屏触达。

王老吉传统广告投放比重80%+，

根据年轻受众的触媒环境适当迁移。

视频贴片综艺冠名

短视频广告
主投硬广



古“玩”新声音

老树开新花

如何向年轻人准确传达“正统”形象

东方美人志东方有佳人 东方四大美女倾心百雀羚

百
雀
羚

纪
录
片

如
果
国
宝
会
说
话

消费者的喜好在变化，

我们的“切入点”是否统一，并且有吸引力？



品牌的对垒

百年品牌战持续上演

正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口百年对弈，不分输赢

坚持将“正统凉茶”概念植入消费者心智，稳固品牌形象

• 王老吉：怕上火，就喝王老吉 / 怕上火，认准正宗王老吉/过吉祥年，喝王老吉

• 加多宝：正宗凉茶加多宝 / 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

深度传达品牌形象集中切入点

严肃的事情年轻化传达  突显王老吉“正统不老土”的品牌形象。



• 更符合年轻人触媒习惯的传播方式

• 更吸引年轻人的有趣内容

统一传播点，唤醒“正宗”概念

引发年轻人对老字号重新认识

自发性地追捧、传承

将品牌“正统不老土”形象根植于消费者心中

总结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