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牧卫浴地球一小时
—— 爱地球 爱自己 更爱健康卫浴

活动总结

活动主办：九牧集团有限公司
活动策划：北京乐居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合作媒体：新浪网
执行时间：2011.03.21-2011.03.27



扫码回复 “福利” 一键获取全部资源！
(本资源由益闻网整理发布，仅作交流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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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官网

上线时间：2011.03.21  10:00

累计浏览量1,896,456PV     日均浏览量270,923PV

官网地址：http://gz.jiaju.sina.com.cn/1/2011-03-18/98.html

http://gz.jiaju.sina.com.cn/1/2011-03-18/98.html


转发微博 参与活动



活动推广——大新浪版块

新浪科技首页跨栏
日均访问量：3148万PV

（页面全流量）

跨栏展开 跨栏缩放



新浪首页顶通四轮播（CPM）
访问量：2011.03.25    318.8万PV

2011.03.26   190.8万PV

新浪公益频道顶通
页面日均访问量：1238万 PV



新浪新闻中心首页全屏
页面日均访问量：6973万PV

新浪科技首页全屏
页面日均访问量：3012万PV



新浪播客首页通栏01

页面日均访问量：1068万PV

新浪视频首页通栏01

页面日均访问量：4103万PV



新浪论坛首页通栏01 新浪论坛首页矩形

页面日均访问量：902万 PV



活动推广——家居版块

新浪家居首页背景皮肤 新浪家居首页疯狂流媒体

页面日均访问量：1630万 PV



新浪家居设计首页对联
页面日均访问量：226万 PV

新浪家居家装首页对联
页面日均访问量：275万 PV



新浪家居资讯首页撕页
页面日均访问量：193万 PV

新浪家居论坛汇总页撕页
页面日均访问量：176万 PV



新浪家居陶瓷卫浴首页对联
页面日均访问量：223万 PV

新浪家居评测导购首页对联
页面日均访问量：142万 PV



新浪科技WWF官方页通栏01

03.26改版前 03.26

上线日期：2011.03.23

页面地址：http://tech.sina.com.cn/d/2011earthhour/index.shtml

http://tech.sina.com.cn/d/2011earthhour/index.shtml


新浪WWF官方页内部推广资源

• 新浪科技首页特别推荐栏目文字链 （5天）
• 新浪科技首页要闻区文字链 （7天）
• 新浪首页国内新闻文字链 （4天）
• 新浪新闻中心首页要闻区文字链 （4天）
• 新浪新闻中心首页财经·科技·汽车·房产·地产·教育文字链（4天）
• 新浪科技首页焦点图 （4天）

我国86个城市参与“地球一小时”全球环保活动
中国和其他133个国家和地区展开熄灯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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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官方微博推荐

新浪家居官方微博 （粉丝88360）微博图文推荐

新浪华南家居官方微博（粉丝55649）微博图文推荐
备注：这两个官方微博的粉丝主要由建材企业官方微博、

设计师、有装修需求的网友及媒体业内人士组成。



增值服务
——新浪家居论坛

发帖日期：3月24日
3月27日截止活动结束，累计阅读7649

帖子地址：http://bbs.jiaju.sina.com.cn/thread-7018159-1.html

http://bbs.jiaju.sina.com.cn/thread-7018159-1.html


论坛帖子推广资源



微博活动

发起时间：
03.25  00:05 - 03.26  23:55

同期时段内，新浪微博
以#地球一小时#为话题
的活动共389 个，活动
结束后九牧发起的微博
活动参与人数排名第9位，
参与人数前8名的活动发
起人均为民间社团或组
织。



新闻软文
• 名人专访：九牧卫浴张彬：用实际行动做环保的倡导者
软文链接：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3/18334626935.shtml

发布日期：2011-3-23 星期三
• 活动预热：绿色多一点 九牧卫浴提前一天“熄灯一小时”
软文链接：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6/12063027465.shtml

发布日期：2011-3-26星期六
• 厦门活动：九牧卫浴“地球一小时环保之旅”活动顺利举行
软文链接：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8/11374827694.shtml

发布日期：2011-3-28星期一
• 深度报道：九牧卫浴低碳行动 超越“地球一小时”
软文链接：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9/15541827978.shtml

发布日期：2011-3-29星期二

推广资源

新浪家居首页企业资讯文字链、新浪家居首页产品导购陶瓷卫浴文字链
新浪家居广州站企业资讯文字链、新浪家居广州站产品导购陶瓷卫浴文字链

新浪家居资讯首页企业资讯文字链、新浪家居资讯首页陶瓷卫浴行业最新动态文字链
新浪家居陶瓷卫浴频道企业资讯文字链、新浪家居广州站嘉宾访谈文字链头条

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3/18334626935.shtml
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6/12063027465.shtml
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8/11374827694.shtml
http://gz.jiaju.sina.com.cn/news/2011-03-29/15541827978.shtml


主流门户传播
• TOM新闻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30日 10:10:49

新闻地址：http://post.news.tom.com/63001CC7145.html

• CCTV新闻
发布时间： 2011年03月30日 10:18 

新闻地址：http://gc.cctv.com/20110330/105075.shtml

• 新浪资讯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30日09:58

新闻地址： http://vic.sina.com.cn/news/27/2011/0330/31667.html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30日10:36 

新闻地址： http://vic.sina.com.cn/news/27/2011/0330/31685.html

• 网易新闻
发布时间：2011-03-29 18:58:48

新闻地址： http://news.163.com/11/0329/19/70B9HTIL00014AEE.html

• 新华网新闻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30日 09:58:25 

新闻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1-03/30/c_121247357.htm

• 中华网新闻
发布时间：2011-03-30 07:09:55

新闻地址：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10330/16457583.html

• 雅虎新闻
发布时间：2011-03-30 10:08

新闻地址： http://digi.cn.yahoo.com/yxk/20110330/696x.html

• 千龙网新闻
发布时间：2011-03-30 10:15:17

新闻地址： http://service.qianlong.com/48624/2011/03/30/6044@6785324.htm

TOM

新华网

百度网页搜九牧卫浴

http://post.news.tom.com/63001CC7145.html
http://gc.cctv.com/20110330/105075.shtml
http://vic.sina.com.cn/news/27/2011/0330/31667.html
http://vic.sina.com.cn/news/27/2011/0330/31667.html
http://vic.sina.com.cn/news/27/2011/0330/31685.html
http://news.163.com/11/0329/19/70B9HTIL00014AEE.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1-03/30/c_121247357.htm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10330/16457583.html
http://digi.cn.yahoo.com/yxk/20110330/696x.html
http://service.qianlong.com/48624/2011/03/30/6044@67853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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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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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微博评论

活动推广期间
九牧卫浴官方微博
转发23,932条
评论18,567条

2011.03.26  8:30-9:30

“@九牧Jomoo” 8,658条

备注：数据截止时间至2011.03.28  00:00



新浪微博关键字搜索

备注：数据截图时间为2011.03.29  14:55 新浪微博关键字搜索条数



新浪微博风云榜

2011.03.26单日微博话题风云
榜，“九牧”在1小时话题榜中跃
升257位，排名第47位，同榜中

“可口可乐”与“海尔”，以及各
大卫浴品牌的关键字并没有位居榜
中；同时在今日话题榜里，“李冰
冰”与“地球一小时” 分别跃升
7459与7297位排名第15、16位。



三方对比

品牌名称 属性 活动口号
活动推广平台

主要选择
活动官网

可口可乐 快消
和可口可乐一起
用行动超越一小时

百度、新浪
腾讯、开心网

PPS等
http://earthhour.cocacolalivepositively.com/

海尔 家电 给妈妈的烛光心语 百度、新浪等 http://earthhour.haier.com/#/home

九牧卫浴 建材
微博见证地球一小时

九牧卫浴秒谢3600件T恤
新浪 http://gz.jiaju.sina.com.cn/1/2011-03-18/98.html



海尔地球一小时推广资源（部分)

顶通

通栏01

新浪公益频道首页



可口可乐地球一小时推广资源（部分）



数据概览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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