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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思考
PART 2 



公众号分析

公众号现状

1. 功能菜单以品牌实力+项

目输出+理念活动输出为主，

缺乏客户互动部分。

2. 推送文章以项目进度为

主，缺乏集团性内容输出。



他山之石

对标研究：杭州万科/区域功能性项目号

杭州万科是一个，以项目功能性为

导向的区域公众号，将区域内项目

介绍、活动、选房等等常规菜单栏，

整合制作成了微网站类的系统界面



他山之石

平台功能定位：

在“归心社区”的区域品牌价

值主张之下，实现区域项目整

合性的信息输出，实现“融

创·臻生活”价值体系在区域

的本土化落地，在平台的发声，

以及与粉丝的沟通互动。



东南城事

项目实事类特色栏目，以融创东南区项目节点大事

件汇总类推文，每期内容分为周箴/时刻/领跑者/

归心处，四个大板块内容进行填充



归心栏目

分为归心FM（实事热点语音播报类栏

目），东南足迹（城市人文类专栏），时

食归心（美食推荐类专栏），归心TH（项

目品质匠心类专栏）



1、区域号主分两类，项目主导或品牌主导

2、项目主导类区域号，所承载的核心内容为功能区块的完善以及系统性；

     品牌主导类的公众号栏目需有自身特色专栏，且成系列专栏，定期维护

3、回到中南环沪区域号，定位为以项目主导，兼具品牌建设

从品牌端来说——目前菜单功能引导性不强，缺乏品牌理念行输出，发声较少

因为以项目为主导，活跃客户粘性变得尤为重要同时需要增加端口的互动性



公众号定位

品牌 + 项目 + 互动

以品牌为主 ——强化功能菜单 和 固定栏目模块

以项目为主—— 日常输出 +节点性互动爆破

从互动出发—— 客户与品牌与项目能形成良性互动，品牌以节日节气 集团性活动带动  

                          项目以节点性带动



2019 公众号传播主题

美好更进一步
品牌主张：美好就现在  ，2019年的中南环沪将美好更近一步

产品主张：健康TED 社区  为城市带来更多美好生活

精神主张：公益大爱 ，传播更多美好

企业主张：共同成长，共筑美好 

2019 这些主张都会进一步兑现



规划&推广
PART 3 



菜单功能重新构建

根据「中南环沪」品牌类型及需求

我们规划微信菜单栏：

  规划三块内容：分别阐述品牌、项目及互动服务

  打造品牌特色IP栏目，增加客户活跃度

  增加游戏互动，增强客户粘性



实力中南 乐享生活

中南地产

会员系统

【品牌展现 】 【项目展现 】 【 服务栏目】

公益大爱

美好环沪

南南小助手项目布局

大城小事

中南家书 互动游戏

健康TED 社区

3*5菜单

合作报名

招贤纳士

活动报名 预约看房



中南地产

以H5或小程序形式，展现中南品牌介绍，品牌理念，发展历程、战略布局、荣誉介绍

展现企业实力内容，便于受众迅速对品牌产生印象。

扫码观看



健康 TED 社区

运用博采插画技术，以一镜到底的形式，通过线条画的形式勾勒出健康社区的各个场景，完美阐述健康社区理念，更

有代入感

扫码观看



公益大爱

以四大栏目形式，将四个公益IP活动制作成四档栏目，进行公益传播美好的强力释放

公益大爱

一厘米的温暖

黄金四分钟

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合作报名 招贤纳士

线上启动合作商报名链接，让合作商时刻关注品牌 线上释放招聘信息



项目布局

点击项目地图按钮, 内嵌互动程序，以地图界面展现区域分公司地图 , 点击地图上的点，进入项目介绍微楼书,微楼书实现

项目介绍、产品户型一览、功能地图、一键置业顾问，多种交互，宣导项目信息，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大城小事

城市品宣类栏目

半月1期，对区域城市的历

史文化、城市变革、发展

规划、民俗风光以及地块

文脉的解读。



中南家书

每个项目每月定时推送的工程进度，是我们对客户的安心承诺。
不定时推送文化月刊，解读中南的服务故事



活动报名

 

联动项目活动，根据兴趣划分互动

所有活动皆可通过线上报名参与活动

已经开展的历史活动，也可以通过往期活动的

后宣形式形成宣传



南南小助手

借助微信小程序，使官微和用户能够智能的在线语音聊天。“萌宠IP”南南大使对外输出，为南南定制个性发音。

参考模式：苹果手机Siri。     优势：24小时在线客服、聊天更智能。

参考案例：贤二机器僧



会员系统

利用商城模式，将所有服务模块化

开设会员系统，针对中南业主提供各种服务

类似业主bbs

业主可以通过打卡、游戏等互动获得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礼品，悬赏问答

同时系统可以提供生活服务，保修、投诉等服务



互动游戏

增加会员的兴趣度也是公众号维稳的一大利器，我们增加游戏等环节，让客户在浏览我们
公众号的同时，多一个游戏娱乐的好去处！



预约看房

客户、同行可以通过网页预约系统，输入自己的信息、参观人数、参观时间，确认提交即可。
线下向工作人员出示预约信息，即可看房。



一套动态导览系统

关注回复

一级导航栏利用整体思考，形成一句口号，直观体现品牌愿景。

同时区别传统的文字，将关注回复制作成有标示性的图片。



banner通栏

每篇推文制作版头和版底的动态条，

配合品牌形成



二维码底版

制作品牌二维码底版（动态、非动

态），配合海报、推文、物料的同

步宣传和吸粉。



栏目规划

热点资讯类栏目

月更，以语音类形式（建议

项，可植入地方性方言），

节选时下热点新闻资讯，以

IP形象“小南哥”视角进行解读，

文末评论中可截选经典文章

发放奖励

小南说事



栏目规划

文化推荐类栏目

月更，每月推荐一本书或一

部优秀电影作品或一首音乐

以小南的口问从生活哲学角

度出发，感受生活之美

文末评论中可截选经典文章

发放奖励

美好生活



栏目规划

中南美图

本栏目主要输出项目实景美图

报，不定期的更新各种产品的

美图展示。

项目美图栏目



栏目规划

24节气 本栏目将针对24节气成统一系列的形式进行海报的展示，单独形成一个固有栏目进行更新。



品牌推广篇



在新媒体逐渐成为主流媒体的快生活时代，公众号所承载的功能性亦逐

渐从信息传播，发声渠道，转变为内容的制造者，作为一个城市区域号，

更应该从品牌自身出发，告别硬性项目资讯推广的1.0时代，转身迈入具

有人文温度、情怀的2.0时代，唯有关注度与粉丝量（固粉），才能更好

为项目发声，服务。



Communication strategy

   传播策略



2019年传播故事线

『 美好更进一步』
slogan 美好就现在



“总有美好在身边”2019中南环沪 让爱发声

心声篇



以10秒小视频，分几个不同的维度阐述家人的概念，小视频结尾点题”总有美好在

身边，未完待续“

Step1
一组刷屏走心10秒小视

频

文案示例：

01

你在意你上升的高度

父母只关心你生活的温度

02

他们说喜欢你才苛求你，是假的

真正爱你会像这样，无私付出，不求索取

03

爱她可以说出千言万语

但也抵不过帮她洗一次碗，刷一遍锅

04

为你准备早餐的灯光

是在凌晨五点亮起的



对之前的十秒小视频拼接素材，以长推文的形式做完整露出，并关联公众号，链接到下一阶段的互动H5，核心故事线为不要漠视家人，

勇于表达爱，不做朋友圈的孝子，结尾放出关键词，”美好在身边，2019中南环沪让爱发声“

Step2
一个TVC短片



Step3
一个创意H5

以“心声快递，让爱发声”为标题，做成创意型H5，结尾可配上照片+一段录音，发送给身边的人

（公众号需强制关注之后方可发送）



中南生活的 100种美好可能

生活篇



以创意小视频形式，展现在中南生活的100种美好瞬间，以生活场景持续输出中南的品牌理念



上悦城推广



启【美好发声】

利用品牌发布会作为节点  通过系列宣传加深分公司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以“我们的美好时代”为主题

从城市美好追求的唤醒到美好未来更多可能的揭幕

展现中南环沪共筑美好生活的决心

同时带出项目的产品打造理念



我们的美好时代——起势

【城市共鸣唤醒】

美好期待有声创意海报

城市很大，我们很渺小

即使渺小的我们

对生活的美好也有更多的期望

以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人群对现在美好生活的

理解，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唤醒城市人群

对美好的期盼，未来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美好生

活的话题，以海报和音频的形式，加强感染力。

设计示意



我们的美好时代——持续

【美好猜想引发】
美好更近一步 预告视频

唤醒了城市对美好的期待，释放中南将带来的美好，引发大家的期待与猜想

创意思路：制作三个小视频，从城市、客群、生活三个角度输出中南对环沪都市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时预告品牌发布会X

月X日上线的信息。

城市篇 客群篇 生活篇

 参考 https://v.qq.com/x/page/m065854fhom.html



我们的美好时代——执行

【致我们的美好时代 品牌发布会】

品牌发布会执行

美好概念揭幕——品牌宣传片上线。领导解品牌对城市的理解。解品牌理念与未来环沪战略

代表客户讲中南带来的美好生活，上悦城产品揭晓。



【美好 IN 上悦城】
产品宣传片面世



【上悦城生活白皮书】
创意H5

从上悦城生活体系出发，打造美好生活白皮书，以一镜到底的形式，从生活的不同场景展现项目带来的美好

系统化对外输出产品生活体系完整的价值理念。



【美好落地之样板房开放】

24小时解忧咖啡馆

美好生活慢下来

情感触点

送你一段美好时光

互动吸引

城市里的美好在这等你

后续宣传前宣海报

知名咖啡手工艺人



24小时解忧咖啡馆——情感触点

【美好生活慢下来】

人生很匆忙，而美好生活需要你慢下来，

找个时间对话人生，细细体味。上悦城

24小时解忧咖啡馆X月X日正式开幕，

带你感受生活的涵义。

10秒小视频



24小时解忧咖啡馆——互动吸引

【送你一段美好时光】
互动H5

基于前期解忧咖啡馆即将意向性视频发生后，以趣味互动H5形式更新推送，通过小游戏可免费赢取咖啡饮品一份，

邀约至样板房开放现场，同步输出品牌馆即将启幕信息，促进线下人流。



24小时解忧咖啡馆——前宣海报

开幕仪式当天邀请知名咖啡手工艺人，

以“与你约见美好时光”为主题针对

手工艺人进行贴片品牌馆开幕信息释

放。

【大师与你相约美好时光】



24小时解忧咖啡馆——后续宣传

【城市里的美好在这等你】

样板房活动后续，以城市里的美好在这等你，持续邀约客户，进行美好体验

上悦城24小时解忧咖啡馆快闪店，美好绽放   和你一起读懂生活



吸粉特别篇



互动黏着  活力制造

 多维互动方向
项目端口输出

针对项目节点
进行节点性互动输
出

集团端口输出

 针对节日节点集团 ,
组织线上多个项目
互动联动



联动中南环沪准客户+朋友圈宣传  

公众号 设定中南会员日（每月25号）

每月10号释放本月会员礼品+海报

转发当月会员日海报到朋友圈

邀请到朋友圈，集赞88个

即可25号到任意中南环沪售楼处 

关注公众号 成为会员  领取礼品

设定中南会员日（固定节目 长期执行）



集团端口联动项目推出节日小游戏  



美好生活人物性格测试互动

利用答题，测试你是那种美好生活类型，带出项目价值点，生成海报传播

项目节点性吸粉  



美好探险家互动游戏

以丛林探险寻找宝藏为主线，以不同项目景观为寻宝场景，场景可根据项目不同切换，最终寻

找到宝箱的玩家，可获得美好生活礼品，到售楼处领取

项目节点性吸粉  



案例介绍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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