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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展示

1、TOYATO优质DNA亟需重塑，

一汽丰田的渠道品牌形象需要明确

2、一汽丰田亟需提高企业辨识度，

进而助力企业实现2020年100万

台销售体系的构筑。

3、品牌活动并没有取得持续、

联动、主旨鲜明的效果。



因此，品牌核心任务聚焦为：

1
2

3

• 对一汽丰田规划持续稳定的品牌世界观塑造。

• 提升一汽丰田的企业辨识度，打造企业良好的形象和品牌。

• 建立能够立足于中长期的企业品牌信息传递及与客户沟

通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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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人类开始出现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四化
1.所有的商业都会互联网化

2.一切品牌都将人格化
3.一切消费都将娱乐化

4.一切流行都将城乡一体化

财经作家吴晓波

看
市
场



新一代的汽车用户趋于“年轻化 个性化”
尼尔森与中汽协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消费蓝海市场洞察白皮书》显示：
汽车行业用户形象年轻化，80、90后成为主流消费人群，
且选车标准日益个性化



电动化 智能化 网络化成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核心
2017年4月，《2017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强调 “电动化、智能化、网络化已成为汽车技术
革命的三大支柱”



小型车、SUV、MPV已成为市场主流
汽车整体市场价格下探，A0级小车及SUV总体需求不断升温

小型车及SUV等入门车型市场都正在成为新一轮汽车市场增长点



自主品牌不断挤压合资空间
近年自主品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打法屯兵三四线城市，并不断加强科技创新以性价比上攻合
资市场，令合资市场渠道下沉受到阻碍和抵抗

汽车行业动向



4大关键趋势总结

1#

年轻未来/个性未来 80/90后逐渐将成为豪华市场重要用户
年轻形象 和 个性表达 在购车因素中比重逐渐上升

2#

智能未来/电动未来

3#

入门市场增长迅猛
4#

自主品牌反攻再起

中日均开始加速电动汽车市场产业布局
互联网技术 的应用是汽车技术创新的下一个方向

中国人均购车预算逐步上升，金融购车逐步成熟
购买族群 更加趋于年轻化和提前购买

合资品牌继续加大投入本土化战略
自主品牌和 产能成长 将加剧国产合资车竞争



从行业趋势可以发现：

顺应年轻用户的发展趋势，通过强化品牌的影响力，

争夺年轻市场成为各大品牌的重要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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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品分析——广汽丰田

• 强调”年轻“”突破“
• 通过当代主流活动，达到品牌联合的效

应，突出品牌年轻化

• 目标人群锁定特立独行/敢于与众不同者；

• 借助视频、网红直播、漫画等形式，将品牌形象和产品信息融

入到其中，吸引年轻消费者；

2016年9-11月，“致匠心”校园公益行，感悟丰田匠心精神 2016年趣味漫画营销：就是要这Young

2016年8月，魔术场景视频“解救加班族“ 广汽丰田赞助的2016广州马拉松



竞品分析——广汽本田

• 强调”技术“
• 更大胆、更突破、更出位，强化全

新高性能品牌形象

• 目标人群锁定率先接受新事物，敢于体验并乐

于传播的 “潮流先行者”；

• Honda通过FUNTEC先进技术不断为顾客提供

自由移动的乐趣；

2014年底-2015年初，举办多城“HACK THE CITY”艺术地标展，展现缤智“最潮SUV”实力

2015年、2016年广汽本田杭州马拉松，突破极限
2017年“广本品牌之夜”，薛之谦实力诠释广本逐梦之心



竞品分析——东风日产

• 强调”年轻“
• 2015年开始，东风日产提出了“YOUNG 

NISSAN”战略，启动品牌年轻化进程

• 目标人群锁定新崛起的年轻一代进取新锐；

• 紧贴年轻人生活方式，开通天猫、车巴巴等电商平台开拓市场； 

• 全车型年轻化诠释，通过打造年轻“精彩车生活”实现品牌年轻

化

东风日产赞助2015-2016年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

2016年9月，小柯、霍尊、李霄云
助阵东风日产“理想音乐行走季”

2017年5月，技术派东风日产与青年一起洞见未来

“精彩车生活”车主形象传播



竞品分析——上汽大众

• 强调”品质“
• 通过市场动作彰显品牌品质，向消费者传

递上汽大众致力于产品品质的提升。

• 目标人群锁定新一代社会中坚力量，追求生活品质人士；

• 持续强化德系品质/全新设计语言/MQB平台/功能实用性强； 

2016年8-9月，上汽大众携手新华社，打造“一带一路全球行”途观采访车队，
重走丝绸之路，展现途观一贯秉承的德系品质

2017年5月，辉昂获得C-NCAP2015版
规则实施以来最高分，58.2分。
践行C级高端座驾应有的品质和态度



竞品分析——上汽通用

• 强调”智能“
• 启动“绿动未来”全方位绿色战略，

大力发展“更性能、更节能、更智

能、更环保”的绿色产品

• 目标人群锁定渴望开拓生活半径、追求展现真我风采的消费者（70&80

后为主）

• 通过创新的营销形式，增加三个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及溢价能力； 

2017“上汽通用汽车开放日”活动邀车主广德试车
场体验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的最新车型

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与张艺谋导演深
度合作，共同打造的全新观念演出《对
话•寓言2047》

2017年3月27日，上汽通用汽车滚动发布了企业车
联网2025战略，致力于全面打通“人·车·生活”的
车联生态，引领未来智能汽车社会的全新生活方式



竞品分析——北京现代

• 强调”设计“
• 以独特设计美学吸引特立独行的年轻

消费者，区隔品牌形象；

• 以外观/配置/发动机的不断升级，营

造新一代韩国设计风范；

• 目标人群锁定时尚死忠，个性的80、90后乐天派； 

• 以最热的男星代言提高品牌知名度，打造全新格调品牌形象；

北京现代领动代言人：胡歌北京现代ix25代言人：金秀贤

“TA们的故事”选择高颜值车主故事 悦纳“悦来越心动”系列，车主故事真人秀



以概念车型打造科技未来感，通过年轻生活方式

的用户体验，开拓年轻群体市场

利用韩流影响力，以人性化设计，借助单车

型强势突围

为年轻怒放

用品质成就辉煌

智能行疆万里

突破无限，年轻宣言

以先进技术驰享无尽乐趣 用设计感驱动汽车风尚

以科技智能颠覆消费者对于A/B级汽车的产品认知，

提升产品的智能科技含量，让人机交互更随意。

用德系品质去覆盖、去影响消费人群，去丰满、

去充实产品羽翼。

不止年轻，更充分利用了年轻人敢于突破的个

性，不断去创造广汽丰田的历史。

通过技术的充实，不断提升产品的格局以及 

竞争力，为广汽本田续写青春。

小结

一汽丰田，与其他品牌的区隔是什么？

如何让这种区隔“有的说”，消费者“听得进”



一汽丰田面临的竞争格局

日系性能典范

粉丝经济突围

用年轻个性

实现市场突围

情感+品质+性能：不断的突破出品牌个性

目前，消费者的需求明显趋于单一化，个性化。以前的消费者喜

欢“什么都要，什么都想”，而现在消费者需要“只要喜欢的”。

因此，对于我们，要品牌锐化是当务之急。

竞争共性：锐化品牌 以点带面

品质至上

在不断充盈市场格局
…………..



1867-1929
1936-1992

2005-

创业期 成长期 国际化

• 1867年 丰田佐吉诞生

• 1929年 将自动织机的专利转让给英国公司

• 1933年 在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设立汽车部

• 1937年 丰田汽车工业公司诞生

• 1936年 丰田AA型轿车问世

• 1950年 经济危机成立丰田汽车销售公司

• 1957年 首次向美国出口丰田轿车crown设

立美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

• 1992年 英国TMUK建成投产

• 1982年 丰田汽车工业公司与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合并为丰田汽车公司

• 1997年 发布prius  普锐斯（世界首款量产的混动动力汽车）

• 2012年 丰田全球产量累计到2亿量（截止7月）

• 1999年 日本国内汽车产量达到1亿量印度TKM投产

• 2010年 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简称TMEC）成立

• 2016年 丰田混合动力车全球累计销量突破900万量（截止4月）

看自己 关于丰田

不变中一直有变

变化中一直不变

真诚制造更好的汽车



一汽丰田：70、80后青涩记忆中的不二王者。

有人说“某众”见证了中国汽车的成长史。但是我们更认为是丰田唤起了国人对汽车的认知。国人对

于丰田最久远的回忆应该是1973，车型就是目前一汽丰田量产车型-皇冠。

一汽丰田：

中产阶级的标配，事业上升阶段人群争相追逐的梦想。

真心陪你追逐梦想



一汽丰田：“实用”成为核心优势

一汽丰田的品牌形象功能性倾向明显，其中对实用性强/具有品牌责任感/拥有最现

代的娱乐通讯导航配置等方面的认可较为突出。

实用是核心



安全、品质、信赖、勇气、拼搏、奋进…....

一汽丰田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全能的存在。

“真”诚制造好车理念，才能带来“实”用全能品质， 
“真”心陪伴实现人生梦想



产品强、品牌弱的格局已经形成

过往的一汽丰田，将更多的资源/精力投放于产品，而在品牌传播方面传播弱

势，因此造成产品强、品牌弱的局面，于是用户接收到的核心信息是“实”。

消费者对于一汽丰田品牌的情感理解仅局限于社

会责任感，而对品牌哲学却未买单…



今天我们的任务

不是升级，而是“跨越”

Reach The Other End



我们的解决办法我们已经做到的

产品以实用品质得到市场认可
卡罗拉、RAV4在A级车市场
/SUV市场已成为主要明星车型

深刻洞悉用户需求
树立独特品牌价值观
塑造品牌魅力

品牌情感驱动因素上
部分落后于竞品
品牌形象有待提升

但在年轻车型的主要细分市场上
品牌认知度和偏好度仍然较低

SALES
BRAND

品质+活力
品牌形象

全面锐化

“Giving consumer an new 
impression of young and with 
distinct personality”

我们需要跨越的障碍

ACTIVE



中国汽车市场人群细分

价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s

社会阶层
Social Status

中层
Middle
Middle

中上层
Upper

Middle

高层
High

个性潮流型
17%

经济务实型
18%

精英奋斗型
23%

地位成就型
26%

休闲享受型
15%

N=1952

传统中庸型
18%

传统观念深厚，
性格低调、内敛

追求事业成就和地位，注重高品质
生活，渴望享受生活

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展现自我

来源：罗兰贝格

看受众



一汽丰田用户人群分布

价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s

社会阶层
Social Status

中层
Middle
Middle

中上层
Upper

Middle

高层
High

个性潮流型
24%

经济务实型
18%

精英奋斗型
23%

地位成就型
8%

休闲享受型
16%

N=1952

传统中庸型
11%

传统观念深厚，
性格低调、内敛

追求事业成就和地位，注重高品质生活，
渴望享受生活

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展现自我

目前一汽丰田用户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务实型&精英奋斗型

真实感悟 真爱生活

来源：罗兰贝格



现有用户分析

人群描述： 
有较强的自我和实践力，相信自己的目标并果敢向前，不停歇
一二城市或省会城市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理工背景为主，
在大型国企、新兴私企或者合资公司从事技术为主工作，如建
筑师、技术工程师、销售工程师、会计师、审计师
30-50岁的家庭，少量新婚家庭，多数为有子女的多口之家
在选购汽车时，他们希望汽车要有不凡品质，对技术实力和安
全性数据比较在意，对空间有一定需求，但同时希望性价比很
好，很实用。

重要价值观：
低调不张扬，有内涵
追求生活内在品质

现有用户群：不断追求梦想的务实主义者



一汽丰田目标用户群体

价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s

社会阶层
Social Status

中层
Middle
Middle

中上层
Upper

Middle

高层
High

个性潮流型
24%

经济务实型
18%

精英奋斗型
23%

地位成就型
8%

休闲享受型
16%

N=1952

传统中庸型
11%

传统观念深厚，
性格低调、内敛

追求事业成就和地位，注重高品质生活，
渴望享受生活

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展现自我

目前一汽丰田用户的主要集中在：
经济务实型&精英奋斗型
而目标在于从休闲享受型和个性潮流型中吸收年轻用户

来源：罗兰贝格



个性潮流型特征：真实率性，敢于与众不同



休闲享受的“一汽丰田”

休闲享受型特征：真诚内敛，追求内心的恬淡和安宁



用“真”洞察用户

在一汽丰田倡导所的“真”下，挖掘更深刻的用户洞察：

以行践梦：用简单的行动实践梦想

他们自信，独立，自我，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坚
持梦想。

但与其他消费者不同的是：

他们对于自己有更深刻的认知，对于自己的梦想更具有实
践能力

他们让梦想不只是计划，以行践梦成为他们坚持信仰的标
签

对于他们来说，买车不仅仅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体现他
们的个性和生活态度。

20-29 岁
85/90后新生代: 梦想实践家



所以，他们的购车动机是：

让他们能完成
自我梦想实践
并获得他人认可后带来的愉悦感



所以，他们的购车动机是：

在自我与社会，
工作与家庭中

回归简单纯粹的生活
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一汽丰田用户的生活观

注重更实在的
功能运用 

追求真诚的生
活方式

自信独立
自我价值实现

活出真我

有独到的生活见地
懂得平衡生活

回归真实



品牌用户特征：充满活力的至真主义者

1．一二线城市及省会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理工科或者专业技术背景，在新

兴企业或者行业，从事专业工作，如设计师、广告人、自由职业者以及IT业

精英 

2. 25-40岁，相当部分为为成家单身人士，部分为已经结婚有未成年子女的

家庭

3.在社交平台上非常活跃，他们愿意站出来去发表言论，引领趋势潮流

4.在选购车辆时，他们看重表现出自我独特个性和彰显独特品味的车

重要的价值观：

拥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

崇尚自由表达个性的生活方式

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受西化影响大

具有社会责任意识



真 是品牌最深层的用户洞察解读

“至”在辞海中有以下两种解读：

1. 最，极：以最高级存在，代表独具风格的设计理念

2. 到：趋向于，代表不放弃的自我实践与突破

将这两层含义结合，是“一汽丰田”品牌主张全新诠释

不断实践梦想，回归真实自我，真诚面对人生。



基于之前解析的品牌资产

明确一汽丰田品牌重建路径：

在“实用性强”这一品牌认知之上

围绕“真”对品牌进行感性演绎和诠释



至真至诚
品牌沟通成为最重要的手段：

让“至真至诚”不仅是个人梦想的实践，更能产生推动社会反思的力量



至真至诚  

Target
人群定位

中国汽车产业的权威与日系车企的翘楚的完美
结合/精益化品质/高技术含量产品/多元化服务

CONSUMER ATTITUDE 
消费者态度

充满活力的至真主义者

不断实践梦想 
回归最真实的自我真

Brand Pillars
品牌支持

Brand Values
品牌价值

USP
产品根基

高品质产品/高品质服务/高品质销售
/高品质价值/高品质责任

真：回归真实自我
诚：诚信面对人生



面对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禁反思：

究竟什么才是四个轮子之
上该有的生活？

是追逐社会发展速度的工具？
是极致性能的驾驭乐趣？
还是… 被拿来炫耀的资本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以四个轮子为支点， 你能够驾驭的绝不仅仅是这样的生活；

而是任意一种生活。



回归简单的功能体验，这本质是；

回归最纯粹的自己



如果你想跑，

那就跑起来
建议与功能点结合：8速CVT+双循环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如果你想要飞，

那就飞到天上
建议与功能点结合：7SR空气囊



如果你想要自由的空间，

整片大海都是你的
建议与功能点结合：大容积储物空间



回归本源，我们改变的不仅是一台车；

而是让你回到最真实的自己
发现生活的更多可能。



n 课题回顾

n 传播策略

n 传播规划 

n 服务团队

n 公司介绍

CONTENTS
目录



FROM 一汽&丰田 TO 一汽丰田

两强的结合让FTMS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有绝对且不容忽视的存在
价值，也因此有为中国汽车社会创造价值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1.专一品牌（TOYOTA）的销售与服务
2.多元化服务支持体系（服务/二手车/金融)
3.强大的销售、服务网络体系
4.不断升级的软硬件服务能力

1. 由精益化生产造就的高品质产品
2. 满足用户一生需求的全系列产品
3. 以环保、节能技术为代表的高技

术含量的产品

1.品牌发展领域-服务于汽车生活领域： 
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多元化的汽车价值生活服务
2.对于社会和用户的利益所在：
对用户而言，拥有汽车的喜悦包含着购买的喜悦、使用的喜悦和各种与FTMS品牌交往的
喜悦，是对用户需要的全面满足； 
对社会而言，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战略需要，
FTMS理应承担起一份责任与贡献。 
3.核心竞争力：
一切高品质，产品、销售、服务



让一汽丰田永上心田

专一品牌（TOYOTA）的销售与服务/多元化服务支持体系（服务/二手车/金融)/强
大的销售、服务网络体系/不断升级的软硬件服务能力

由精益化生产造就的高品质产品/满足用户一生需求的全系
列产品/以环保、节能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诚心诚意、细致入微
服务态度 
一切为客户着想的销
售方式 

保养、维修上的高超技术及
服务能力 
努力降低客户保有汽车期间
的总体费用 

高水准的QDR 
每一细小部位的高
质感 

纯牌零件安心二手车金融保险

AAA品牌保险

AAA品牌延保

安全

环保

育人

理念价值区隔：
客户第一 体现着FTMS对客户价值应有的尊重； 经销
商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内部客户，他们的利益和价值
高于厂家； 

产品价值区隔：
从小型车到高级车的、丰富的、代表TOYOTA主流的产品线，是丰
田在中国的核心合作伙伴。 High Quality 既是FTMS优质产品的
承诺，也是优质服务的承诺； ； 

营销价值区隔：
Best Services则意味着FTMS营销体系能力的核
心优势，意味着强大的销售和服务保障能力； ； 

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战略需
要，作为企业公民的一份子，FTMS理应承担起一份责任与贡献。 

对用户而言，拥有汽车的喜悦包含着



一汽丰田战略规划

面向2020年100万台销售体系的构建， 分三步完成战略。

2017年：清晰品牌内涵 2018-2019年：加强品牌印记 2020年：区割品牌价值

针对一丰给出的课题，就是要

“诉求核心整合”，统合明晰

品牌内涵，并广泛告知。

以多传播角度配合营销，以体验传

播促进市场、消费者的感知和认同。

第三阶段，形成初步稳固的，明确

的，品牌形象印记，加深理解传播。

强化品牌竞争利益，支持

品牌中期目标达成。



2017-2018：600万份至真至诚

资源整合最大化
加深品牌DNA印记

品牌诉求第一位
何为至真至诚

4类
媒体
平台

20场
区域
联动

1支
品牌
VCR

1个
栏目
合作

4场
品牌
活动

围绕主题品牌活动
跨界合作

联动万达影院主题日

合作高曝光
电视视频平台

最大化实现品牌曝光

北、上、广、成
四地主题

粉丝嘉年华活动

打造最具共鸣的
品牌故事

传递至真至诚精神

整合视、听、图、问
四类媒体平台

招募一丰车主故事



品牌主题campaign

至真至诚 一汽丰田

前期预热 延续宣传活动引爆

四平台招募+品牌日活动+区域营销，全面展示品牌核心优势，强化品牌传承

线上推广 活动多样 口碑效应
活动主题曲线上征集

车主故事招募后
形成品牌主题VCR

线上：北、上、广、成都四地活动直播
线下：4场主题日嘉年华+20座城市万达院

线主题日+区域促销

收集活动信息进行二次营销
组织车主进行分享体验、参与线下活动

产品力+营销力 打造一汽丰田不变的情怀

线上多平台操作，营造话题点，
为活动制造话题点

根据不同受众及客户需求，设置不同形式
活动，以品牌价值展示及区域营销为核心

展开

主流媒体深度报道

区域销售活动回馈车主



项目思考

因此品牌Campaign

· 策 略 核 心 ·

强调客户至上理念，通过活动展

示品牌服务，提升用户喜悦感，

打造品牌美誉度，提升影响力。

服务至上 高效营销

强化核心产品线，线上线下联合

打造品牌价值，承载传播形成记

忆，深化品牌认同感。

真诚与品质结合
维系品牌与客户间的不变情怀

600万份
至真至诚

高品质  重情怀



4类
媒体
平台

1支
品牌
VCR

打造最具共鸣的
品牌故事

传递至真至诚精神

整合视、听、图、问
四类媒体平台

招募一丰车主故事

车主故事招募

以车主故事为核心演绎至真至诚品牌内涵



四类车主招募平台

600万份至真至诚・征集一丰车主故事

开通互动专区号召粉丝创作并分享与车有关的短视频及出行
微电影

听

图

视

闻

与音乐平台建立丰田专题、创建车主歌单，以丰田广告曲《全世界的
爱》、《Colorful Days》等唤醒听众记忆，引导讲述车主故事

漫画博主牛轰轰 插画师lost7 漫画博主王卯卯

用漫画、插画的形式征集车主故事、也可将车主故事进行漫
画演绎

以资讯类的媒体为主，以情怀为出发点塑造车主故事、引发粉丝的
情感共鸣、展开粉丝讨论



活动车主招募形式

区域车主日前期采用H5页面店内扫码及线上推送的形式对新老车主进行活动招募



品牌TVC-Option1

一汽丰田品牌“至真至诚”视频之情怀一路篇



《情怀一路篇》创意梗概：

       每位车主都有与座驾相关的回忆，这辆丰田车也许是你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年轻时曾经驾驶它去远方旅行看五彩缤纷

的世界。也许是甜蜜情侣结婚时的婚车，如同家庭中的一员，承载了家人的幸福时光。或者是你的商用座驾，陪你驰骋商

场，充满了与伙伴、朋友们那些年激情岁月的回忆。

       丰田汽车不仅给车主们带来了情怀，更以自己一贯真诚、严谨造好车的坚持，用自己的诚信换来了中国市场的信任。

丰田汽车早在20世纪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界，一句“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流传至今。丰田汽车专业对车、

诚意待人，在商用和家用车市场都赢得了很大的份额和口碑。影片伴随着 周华健的歌曲《全世界的爱》开场（2004年丰田

花冠的广告曲），如歌中唱到“我们都期待找到真爱”，丰田正是把真诚的“爱”带给了期待的人们。

      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今快速发展的市场，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细分，一汽丰田本着“为满足全球顾客的需求提供充

满魅力的产品和服务”的理念。通过三年发展规划，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影片以各种款型用途的丰田汽车外形变化，在一

条不断变换环境的路上前行的概念，表现了丰田汽车在随着时代需求不断变化出新，但不忘初心，路还是那条真诚不变的

丰田路。

      不断变化的车型，丰巢等新车型出现，伴随着 朴树的歌曲《Colorful Days》（2003丰田威驰广告曲），影片走向尾

声，如歌中唱到“无论走向哪里，从未失去热情，这些五彩缤纷的日子，这是我的路”，丰田汽车至真至诚的承诺将带我

们重返五彩缤纷的日子！

    



• 以时间、历史、新旧道路的意向画面引入。

Video Creativity



Video Creativity

• 不同的年代的人对丰田的喜欢一直不止,车主们现已成为丰田的忠实fans。
• 镜头切换，新老车主们主观视角，在曾经拍照的地方拿出丰田车的旧照片或与丰田车的合照，追根溯源，展现出丰田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历史、

引出车主情怀的概念。
• 背景音乐响起 周华健的歌曲《全世界的爱》（2004年丰田花冠的广告曲）来烘托回忆和情怀。

• 备注：照片里用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皇冠、花冠等车型



Video Creativity

• 汽车飞驰，道路背景在变化不同的场景。



Video Creativity

• 镜头转换，丰田车进入画面一路行驶，不断变化的车型在不同的环境道路上行驶。
• 表现丰田向着一个方向坚持初心一路向前。丰田一直在发展，车型在不断出新变化，但初心未变。
• 背景音乐换为 朴树的歌曲《Colorful Days》（2003丰田威驰广告曲），把影片从回忆过往的节奏拉到一路向前的概念。

• 备注：由早期皇冠等车型到新的丰巢等车型顺序演变。



Video Creativity

• 丰巢等新车型在行驶中各角度展示，新老车主们的自信表情，丰田汽车一路向前，驶向远方。
• 伴随着背景音乐《Colorful Days》，丰田汽车至真至诚的承诺将带我们重返五彩缤纷的日子！
• END





品牌TVC-Option2

一汽丰田品牌“至真至诚”视频之自行车赛篇



《自行车赛篇》创意梗概：

       我们都为了目标而努力前行并冲刺，但每个人的目标终点都是一样的吗？我们都有着

属于自己的目标和人生，而丰田带领并激励着我们去追寻，不同的丰田，不同的选择，向

着不同的目标前行，无论何种选择都能成就不一样的你与不一样的精彩。丰田用不变的诚

意，服务于不同的选择，让你回归真我，活彻底 。



VO:这是一场持久的比赛。 



VO:所有人，只朝着一个终点奔去。

画面描述 ：
当发令枪响， 开道车带领着所有车手向前涌去。



画面描述：
各种竞赛的镜头切换，有人激烈比拼，有人落后，有人摔落……

VO:离终点的距离不同，结局也不同。





VO:赛车手：“这难道是我们唯一的路吗？”

画面描述：
突然，一个车手急刹车，回头望向这场比赛，大声说道，
便调转方向离开。







VO: 不。

画面描述：
这时，所有的车手都被他所感染，
俯视镜头，开始向人生不同方向
驶去。



去挑战，走点弯路又何妨！

画面描述：
（不同的赛车手，驶向自己的不同人生道路上。） 



画面描述：
一个赛车手来到U型坡道，另一端车，挑战坡道，停在了对方的位置。



VO:去挑战，走点弯路又何妨！





画面描述：
另一个赛车手驶向田野，车出现在画面，他将自行车塞进后备箱，带
着车中的妻子与孩子出发郊游。

VO:把时间，留给最爱的人。





画面描述：
其他几位赛车手驶向夜幕中的城市
广场，手拿点燃的烟花欢庆着。



VO:让快乐，更为闪耀。

画面描述：
镜头一切，驾驶着欢乐向前 。



画面描述：
疾驶而过。



VO:不惧前方，就算崎岖也一直向上。

画面描述：
一个赛车手驶向崎岖的山路，他将赛
车放置普拉多车顶，驾车攀登山顶。



画面描述：
欣赏余晖。



VO:为心中理想，全情投入

画面描述：
一个赛车手驶过，镜头一切，赛车手换上西装上车，驶向办公大楼。



画面描述：
秘书递上文件，车主签字。



画面描述：
驶向办公大楼。



VO:始终坚持自我，赢得世界的喝彩。

画面描述：
镜头转回赛道，还有依旧在赛场上坚持的赛车手
和明锐，全力冲过属于他们的终点。



画面描述：
车主带着自信驶向远方。



画面描述：
驶向办公大楼。



VO:真实感动，真我风采

画面描述：
镜头拉开，全系驶向未来。





品牌专属歌曲打造

• 邀请当红实力派唱将为一汽丰田量身打造专属歌曲，通过歌曲焕发品牌活力，

传递品牌精神，传承品牌价值；

• 引领潮流，扩大一汽丰田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 

• 与音乐平台跨界合作推广，吸引年轻消费者关注；



品牌日活动，强化品牌印记

实现区域联动，增强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
20场

区域
联动

4场
品牌
活动

围绕主题品牌活动
跨界合作

联动万达影院主题日

北、上、广、成
四地主题

粉丝嘉年华活动





活动整体规划

8月 9月 10月
品牌日嘉年华

（主会场）
品牌日

（分会场）
品牌日

区域车主回馈
品牌日

（分会场）
品牌日

（分会场）
品牌日

区域车主回馈

8月中旬4场同时展开

拉开为期3个月的品牌日活动序幕

10周时间20座城市

按每周末2座城市全面展开品牌日活动

结合销售各区域开展

为期12周的品牌日活动

活动于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四地同时举办车主嘉

年华及万达院线·一汽丰田

品牌日活动。

分会场于20座城市万达院

线分时段举办一汽丰田品

牌日活动，保持热度及关

注度。

联合4S店覆盖全国目标区

域，举办品牌促销活动以

及车主分享会，并组织车

主精彩旅游，扩大潜在受

众人群。

品牌日
区域车主回馈



品牌日嘉年华概述

                                     
年 轻

真 实
诚 挚 以年轻的方式传达真实的品牌理念，为新老车主送出诚挚的回馈

通过品牌日嘉年华传达年轻化的生活主张，打造年轻化的生活方式

展示品牌深厚积淀与经典传承，加深品牌忠诚度，展示最真实的品牌内核

宣扬以诚挚的态度开拓未来的品牌理念



嘉年华规划车辆展示区/亲子区/集市区/分享区/餐饮区，5大区域

设置交车仪式/环保骑行等话题事件

区域规划

诚心分享
车主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真之旅

品牌历代车辆展示 真情表白
第600万位车主交车仪式 

童真乐园
亲子互动区域 

热诚集市
复古摊位及体验 品味诚实

提供各类健康餐饮 

返璞归真
体验自行车环保骑行



活动区域

本真之旅——品牌展示区域

现场展示历代一汽丰田车型，还原企业本真，彰显企业积淀，强化品牌经典传承

诚心分享——车主分享区域

童真乐园——亲子互动区域

热诚集市——复古集市区域



亮点环节

真情表白——交车仪式

邀请第600万位车主上台，由客户领导亲手交付钥匙，车主分享购车经历

返璞归真——环保骑行

组织车友按规定路线骑行复古自行车，感受品牌对于环保的支持，

体验绿色出行



场地推荐-万达广场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 上海金山万达广场 广州白云万达广场 成都金牛万达广场



场地推荐-其他场地（备选）

北京嗨谷汽车公园
占地面积3000亩。距北京市中心75公
里，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

合性主题公园。

上海金山城市沙滩
位于上海西南，杭州湾北岸。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上海第一个滨海4A

景区。

广州奥拉驾控体验中心
地处广州白云新城商圈核心地块。成
为广东省唯一集餐饮、交通、商业、
娱乐、酒店等综合配套齐备的大型汽

车文化主题活动场地。

成都动感东方国际赛车场
现代五项赛事中心位于成都南边天府新区，
是成都乃至全国，在汽车文化传播方面一

直处于领跑者之地位。



品牌日分会场概述

联合万达院线推出“一汽丰田·品牌日”活动  强强联手利用联合文化营销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好感度。

车主专享礼遇

赠送电影票
车型展示/现场讲解
现场抽奖/免费停车

单独VIP通道

放映厅主题布置

播放一丰车主故事VCR
放映厅以一丰元素进行布置

厅号及座椅靠背显示一丰LOGO

现场线上有奖互动

现场拍照微博分享
扫描官微二维码参与问答活动

座椅靠背二维码扫描



影片推荐

8月推荐：建军大业

推荐理由：小鲜肉主演的主

旋律影片，吸引年轻观众。

9月推荐：英伦对决

推荐理由：“超级警察”对决

“007”，主打怀旧情怀。

10月推荐：奇门遁甲

推荐理由：奇幻大片，明星

云集，主打年轻人市场。



品牌日-媒体传播策略

4个核心城市

n 主题曲网络话题讨论

n “视、听、图、闻”媒体平台

集中上线，扩大声量

Ø TVC全城预热
n 4大城市实时直播联动

n 主流门户、专业垂直网站、主

流财经新闻类报纸、都市生活

类杂志，全网覆盖

Ø 引爆品牌日 Ø 延续期宣传
n 主流报纸、杂志后续报道

n 收集参与品牌日活动的车主寄语，

通过论坛媒体进行二次传播

树立品牌形象：一汽丰田   至真至诚



品牌日-媒体传播策略

区域主流媒体

Ø活动前：地方网络、电台媒体进行活动预告，炒热话题

Ø活动期：当地主流网络、电台媒体同步直播，引发自媒体

转发

Ø活动后：地方主流都市媒体深度报道，持续造势

万达院线自有媒体

Ø活动前：在万达官方微博、微信平台进行活动预告

Ø活动期：在各地影院平台同步宣传

Ø活动后：院线宣传屏进行活动回顾展示

整合当地媒体&万达院线自媒体平台，着力区域传播，增加品牌巡展新鲜感

20个重点销售区域



品牌日区域车主回馈

店内品牌日促销 · 车主分享品牌故事 · 新老车主旅游+篝火Party
以各项活动带动销售，有效的进行受众人群转化。



栏目合作，强曝光，增加品牌热度

1个
栏目
合作

合作高曝光
电视视频平台

最大化实现品牌曝光

我们选择一线品牌栏目合作

我们选择一线平台扩散

我们选择可以全年呈现至真至诚内涵的表达平台

我们选择明星X粉丝共同参与的平台

我们选择多种传播渠道造话题的平台



推荐一：BTV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栏目合作

• 《我是演说家》节目将冷静拆解亲情、友情、理想、人生等多元话题，帮助选手阐述观点、表达情感，并

通过竞技坚定信念、重拾斗志，由张卫健、刘嘉玲、陈鲁豫、乐嘉四位担任导师。

• 收视人群：以25-54岁的社会中坚消费力量人群，男女比例均衡，受众整体文化程度较高；

• 第四季预计播出时间：2017年第四季度



BTV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效果预估

网络传播：

• 第一季节目陈秋实演讲“大东北”演讲精彩视频网络

点击量超7000万；

• 第二季节目王帆演讲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演讲视频点击量过亿；

• 第三季节目许吉如的“国强则少年强” 讲视频点击

量达到2亿；

• 腾讯视频点击量累计11.5亿，短视频在新浪微博、朋

友圈均有广泛传播；

收视预估：



BTV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合作形式

• 15秒企业TVC广告 • 5秒企业标版

• 主持人口播企业信息
• 屏幕下方滚动字幕
• 屏幕下方压屏条
• 片尾鸣谢
• 导师乘车入场并给产品镜头展示

• 现场及画面权益

• 总决赛奖品赞助：
• 决赛奖品赞助口播
• 屏幕下方压屏条展示汽车大奖

• 选手外景培训用车：

• 重播权益带入（全程）：

• 硬广资源



推荐二——腾讯《星空演讲》栏目合作

• 星空演讲以“与浩瀚相遇”为主题，诚邀明星名人、行业领

袖等公共人物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故事。

• 可定制主题、嘉宾；

• 第四季预计录制时间：2017年9-10月



新势整合

2015年4月2日

腾讯《星空演讲》栏目效果预估

• 主流核心媒体全覆盖、全方面、多维护传播

• 第二季传播声量及关注度效果



腾讯《星空演讲》合作形式

• 栏目线上线下联动，多维度合作

• 线上权益：专题页推广+H5权益、前期宣传+预热活动

合作费用预估：1000万左右



CSR
品牌责任感形
象的持续强化



其他企业CSR项目

广汽丰田

关注领域：儿童安全、教育、环保

典型公益项目：

• 广汽丰田公益·环保行动 

•“幸福方向盘”安全行动

关注领域：教育、体育、儿童 

典型公益项目：

•“同心童愿”儿童医疗救助行动

•“宝贝安行”儿童乘车安全公益行动

•   青少年足球中德联谊培训

上海通用

关注领域：教育  

典型公益项目：

•雪佛兰·红粉笔乡村教育计划

关注领域：安全 教育 环保

典型公益项目：

•NISSAN杯青少年交通安全知识竞赛

•“安全·中国”日产安全驾驶训练营

•“阳光关爱•助教未来”行动

东风日产

上汽大众



Ø 嫣然天使基金【2006年-】

主办方：

王菲、李亚鹏

活动宗旨：

•对家境贫困的裂唇患者进行资助。

公益亮点：

•形式及推广多样化：王菲创作公益主题曲《爱笑的天使》、

慈善晚宴、拍卖油画等；

•明星效应：众多明星的参与其中；

•打造合作平台：工商银行合作、慈善金融服务平台等。

Ø 红粉笔计划【2005年-】

主办方：

上海通用雪佛兰、21世纪经济报道

活动宗旨：

• 通过号召和组织商务人士到乡村支教，致力于改善偏远地区

师资力量薄弱的状况；

公益亮点：

• 内容丰富：招募、培训、课件征集；

• 明星效应：范志毅、王治郅等。

其他企业CSR项目



公益环境变化

Ø 主力人群年轻化
• 据调研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公益参与者97.5%为35岁以

下的年轻人。（来源：新浪网）

Ø 移动互联网化、社交化、互动化
• 通过移动互联网化、社交化等创新手段，用轻松互动的形

式，通过小额捐赠，步数捐赠等，以轻量、便捷、快乐的

方式参与公益；



一汽丰田CSR资源



企业CSR策略

一汽丰田
CSR

凝聚伙伴平台化

• 梳理CSR的优势，吸收、凝聚外部各方

资源，打造更开放、更系统的CSR平台。

年轻互动创新化

• 在推广方式上，进一步迎合年轻人，内容及
形式上贴近互联网及互动化，更具故事性和
传播力。

融合内部体系化

• 将CSR渗透到营销、渠道体系，形成合力。充

分发挥CSR对于企业品牌、企业文化的价值。

如何在高度同质化的公益环境中，展现一汽丰田CSR的优势和独特性？



环保：共享单车合作

Ø 我出行 真绿色 —— 一汽丰田“绿色出行日”
活动阐释：共享单车成为年轻人的出行方式，其所倡导的“绿色出行”理念，与企业CSR吻合

合作资源：摩拜单车、ofo单车

执行周期：8-12月

覆盖范围：一线城市及重点销售地区

n 活动内容：骑共享单车获购车礼金

用户通过活动网站骑单车，除了有机会获得购车礼金外；达到规定公里数，可去4S店置换维修保养礼金或油卡。



主题：我的家乡欢迎你

形式： 故事写作、绘画作品

效果：

1.选题更贴近学生生活

2. 鼓励教师帮助辅导修改，提升稿件质量

乡村学生作品征集

育人：希望之星悦读会

Ø Hi，家·乡 —— 一汽丰田希望之星悦读会

合作资源：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项目周期：10月-12月

n 项目执行内容

参与者可以撰写散文、讲述故事及其它能表达对家

乡情感的文学作品，或随手拍家乡美景；

家乡朗读&家乡随手拍征集



安全：小手拉大手主题活动

Ø 小手拉大手交通安全主题活动

执行周期：9月-11月

亮点内容：反光安全贴DIY

项目流程：

征集：通过社交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反光安全帖”设计；

评选：专业人士评审团+网友投票，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评选；

发放：将选出的优秀作品进行批量生产，并向各地幼儿园发放

持续 深入 扩大

• 红基金合作

• 梦之车绘画大赛

• 安全教案征集活动

• 更强话题性：全新关注点易共鸣

• 更强互动性：新形式易参与

• 更强趣味性：多样的设计和有趣的形象

• 更广泛人群：从重点幼儿园师生

到公众广泛参与

• 更广阔的区域：从北京地区到覆

盖北上广成



观众+主播+平台共同参与到一丰CSR之中，同时通过直播平台与粉丝进行互动；

传播建议：直播平台合作及粉丝互动

一汽丰田助学行动进行时

腾讯、斗鱼、花椒、等平台弹幕
互动+点击捐助开机画面展示CSR信息 主播加入CSR,每收到礼物，

自动捐赠一部分
公益榜单体现主播/观众的

公益人气



活动概述：以参与者访谈形式回顾、盘点历年来一汽丰田CSR的经典桥段，通过视频手段进行呈现展示。

执行周期：2017年7月-11月（含制作时间）

内容规划：《一汽丰田CSR之助学篇》、《一汽丰田之救灾篇》 等

投放媒体：优酷 乐视 爱奇艺等

视频类型：《志愿者篇》、《儿童篇》、《教师篇》、《车主篇》

传播建议：视频微电影制作/投放



终端活动建议：购丰田  赠公益基金

活动概述：全国销售终端组织“购丰田 送公益金“活动，凡

购买过产品的消费者，购车款中会有一部分资金定向捐赠给企

业CSR项目，车主可获得捐赠证书或纪念品。

活动目的：

延续丰田“为社会、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公益理念，

吸纳更多的车主参与其中。

执行周期：2017年7月-12月

覆盖区域：全国一汽丰田4S店

参与车型：丰田全车系



酝酿期传播阶段

品牌视频

引爆期 延续期

6—7月 8—9月 10—11月 11—12月 18年

1—2

月

18年3—4

月

18年5-6月

主题曲、车主故事
招募

600万份至真至诚
嘉年华、主题日活动、

区域营销
收集客户信息 分享体验 区域促销回馈

腾讯《星空演讲》
栏目合作

品牌日活动

一汽丰田    至真 至诚 传播主题

一汽丰田2017-18年品牌传播行程

企业CSR

广州车展成都车展

相关传播

小手拉大手
——交通安全主题活动

Hi，家·乡
一汽丰田希望之星悦读会

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
栏目合作

4类媒体平台 日常传播 双微、论坛话题炒作

素材收集 
视频拍摄 品牌日活动播放                视频网站、全国终端投放

品牌推广
栏目合作

绿色出行日：我出行 真绿色
时间点建议：可选择周末or节假日（十一期间 中秋节等）



整体预算

序号 项目 说明 预算（单位：万）

1 品牌视频

“600万份至真至诚”为主题——

整合“视、听、图、闻”媒体平台资源线上征集一丰用户故事
400

品牌TVC 创意剪辑及制作 400

品牌TVC主题曲 专属打造 220

2 “品牌日”活动

“600万份至真至诚”品牌日活动——

主场：4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分场：20个重点销售城市
900

预热、品牌日引爆、后续扩散 600

3 栏目合作 腾讯视频《星空演讲》合作 1000

4 CSR   ”绿色出行日“ ”小手拉大手“ ”悦读会“ ”CSR传播“ 480

总计： 4000



品牌KPI

栏目合作 1000
预算占比 25%

至真至诚搜索指数 提升10%

网络1.0 提升9%

论坛活跃度 提升8%

新闻评论回复率 提升5%

车主招募+品牌VCR 1020

预算占比 25.5%
至真至诚搜索指数 提升6%
网络1.0 提升8%
论坛活跃度 提升10%
新闻评论回复率 提升6%

品牌日项目整合传播 1500
预算占比 37.5%
至真至诚搜索指数 提升8%

网络1.0 提升12%

论坛活跃度 提升8%
新闻评论回复率 提升6%

CSR项目 480
预算占比 12%

至真至诚搜索指数 提升2%

网络1.0 提升8%

论坛活跃度 提升4%

新闻评论回复率 提升4%



n 课题回顾

n 传播策略

n 传播规划 

n 服务团队

n 公司介绍

CONTENTS
目录



北京传智天际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服务一汽丰田团队框架

整体投入人数 48人

100%投入人数 38人
50%投入人数 4人

20%投入人数 6人

管理层

李亚超     VP

 王   蔚     CEO （20%）

策略组 媒介组

策略总监
姚浩然

策略顾问
沈奕兵（20%）

区域公关策略顾问
江伟（20%）

数字公关策略顾问
杨玥（20%）

跨界媒介副总监
李蕾

媒介副总监
秦萍

资深媒介经理
王京蕊

资深媒介经理 
敖霞

媒介经理
江楚瑶

数字创意组

文案创意总监
邓继民（50%）

文案创意副总监
王思佳

文案经理
姚远

文案经理
乐靓

首席专家讲师
苏桔良（20%）

Account Director
Shirley Shantel Mah

Senior Consultant
Stefan Teubner

Senior Consultant
Celine Ong

Account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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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服务于一汽马自达、一汽大众、DS、雪铁龙、上海大众、福建奔驰、一汽丰田、东风日产、海马汽车、北京奔驰、米其林、壳牌、博世、北京吉普等多

家国内外大型企业。成功策划“金长城飓风499”、福日“移动PC”、“浪潮网游A计划”等市场活动，针对福美来轿车的市场推广提出“中级轿车新三样”

的公关概念。其中，“浪潮网游A计划”荣获2004年中国杰出营销奖金牌。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MBA。

15年市场推广及公关传播经验，擅长从行业和市场格局出发制定传播策略，并有效地运

用政府、媒体、市场的资源保证传播目标的实现。

Wilson Wang

传智数字营销集团CEO

王蔚

服务团队--管理层



传智数字营销集团副总裁

李亚超

10年以上，8年以上汽车公关服务经验，对日系、美系、德系汽车品牌有较为丰富的公关服务经验，对日系、美系、德

系汽车品牌都有较为丰富的公关服务经验；对传播媒体和新媒体都有较高敏锐度，策略整合能力强；较强资源整合和团

队协调能力；能带领较大团队较为出色的完成全案服务的能力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奥迪、丰田中国、上汽通用五菱、广汽传祺、日产中国、东风日产、PSA等

服务团队--管理层



姚浩然

策略总监

8年公关传播策略与文案撰写经验。长期从事策略及文案相关工作，在稿件撰写方面有独到的视角和文笔，能够深度挖掘事件及产

品，擅长新闻稿件及综述稿件撰写。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一汽大众、广汽传祺、雪铁龙中国、DS、上海大众、保时捷、招商银行等

沈奕兵

策略顾问

品牌传播战略思维营销专家，汽车、财经、快消等跨品类营销行业专家。至今超过15年品牌传播及研究，涉及企业运营、战略发展

多个层面。带领团队获得荣获中国汽车广告节银奖，及由经济观察报和香港管理专业协会中国杰出营销奖。

服务品牌：上海通用、东风日产、长安汽车、Jeep、Mitsubishi、伊利、招商银行、银联、中国移动、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海尔

电器、王老吉等品牌。

服务团队--策略部—策略组



江伟

区域公关策略顾问

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 文学学士及经济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营销学会会员；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CMO项目及腾讯-汽车联合项目讲师；曾任职广汽集团上汽集团并负责市场营销相关工作；

专注于汽车行业战略及产品规划；整合营销渠道提升机数字传播

互联网科技公司营销顾问

杨玥

数字公关策略顾问

8年公关/数字营销工作经验，拥有独立撰写方案、提案以及团队管理的能力。

在快消、汽车和奢侈品行业拥有多年的公关服务经验。

服务客户：长安福特、雷诺、强生、伊利、英菲尼迪、招行信用卡、DS等

服务团队--策略部—策略组



张维

客户总监
MBA，从业10年以上，7年以上汽车行业服务经验。在汽车行业有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对传统公关理解深刻，具有优秀的资源

整合能力，团队协调和项目统筹能力较强，在汽车行业有较为丰富的从业经验；对传统公关理解深刻，具有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

团队协调和项目统筹能力较强

服务品牌：一起-大众、奥迪、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北京奔驰等

杨磊

客户副总监

拥有7年的公关传播从业经验以及3年的汽车媒体从业经验；擅长工作：公关传播及策略制定，为客户提供公关传播解决方案和决

策方案；成功完成汽车产品、品牌类全案代理，策划并执行过大型公关活动策划、年度公关传播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奇瑞汽车、东风日产、现代中国、东风雪铁龙、宝马中国等

服务团队--策略部--客户组



客户经理

5年以上汽车行业公关工作经验。并得到客户一致

认可。有较丰富的活动经验和策划能力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雷克萨斯、长安福特、福

田汽车、纳智捷等客户等

庞海燕  客户经理

6年以上公关，广告行业经验，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

较强的执行能力，有整合营销、体验营销、跨界营销

等经验。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一汽马自达、一汽丰田、长安

福特、广汽传祺、北京百得利集团。

柳晓波 客户经理

8年公关活动经验，3年汽车公关活动经验。能够有

效洞察客户需求，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及沟通能力，

协调团队多方配合，完成项目的策划及执行。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奥迪、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

宝马、奔驰、捷豹等

王晨

马跃    策略经理

7年工作经验，4年汽车公关服务经验，3年汽车主机

厂工作经验。对汽车行业认知清晰，拥有较强的策略

整合能力和方案撰写能力。

服务品牌：长安汽车、长安福特、东风汽车

服务团队--策略部--客户组



李蕾

跨界媒介副总监

8年以上汽车公关服务经验，对德系、日系、美系及自主品牌都有较为丰富的公关服务经验。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计划与执行能
力；掌握汽车领域整合营销经验。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上海通用雪佛兰、本田中国、上海大众斯柯达、广汽传祺、北京现代、奇瑞汽车等

秦萍

媒介副总监

11年汽车公关服务经验，9年日系品牌车服务经验；品牌宣传及活动的媒体策略建议、核心媒体沟通维护

服务品牌：广汽传祺、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一汽丰田、一汽解放等

服务团队--策略部--媒介组



敖霞 资深媒介经理 王京蕊  资深媒介经理

6年媒体经验，8年公关广告经验。以服务汽车客户

为主，具有丰富的公关广告经验。对广告购买和谈

判有丰富的经验，对传统媒体的选择有较高的敏锐

性。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北京现代、北京奔驰、比

亚迪、北京汽车等。

5年以上汽车公关客户服务经验、对日系、国产自

主品牌有丰富的公关服务经验。对传统媒体及新媒

体有较强的沟通及引导经验，有较强的媒体购买及

谈判能力，能协助团队完成关于媒体的相关工作。

服务品牌：一汽丰田、广汽传祺、广汽本田、东风

本田、华泰汽车等。

江楚瑶  媒介经理

3年以上汽车公关服务经验，对日系、德系、自主汽

车品牌有较为丰富得公关服务经验；对传统媒体相对

熟知并对其合作相对了解。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雷克萨斯、福特、

东风、北汽、等

3年以上公关、广告行业经验，具有较强的媒体监测

职能，能够独立完成媒体购买，媒体活动执行工作。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天津一汽等

谢晓妍  媒介监测

服务团队--创意部--媒介组



陈云飞 文案总监

9年以上公关经验。

以服务汽车行业为主，及提供公关及品牌推广等服务。

服务品牌：上汽通用五菱、广汽传祺、海马汽车、大

众斯柯达、奇瑞、中兴、北京汽车等

杨硕       文案

6年以上公关服务经验，对于日系、德系、美系、

法系车型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擅长策略及项目管理；

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主动意识强。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东风日产、东

风雪铁龙、起亚中国等

方磊 文案副总监

5年以上汽车公关服务经验，对日系、韩系、自主

品牌都有丰富的策划、传播经验。策划品牌传播方

向，具有较强的文案撰写能力。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双龙汽车、广汽传祺

马宁 文案

拥有9年汽车行业工作经验，分别在汽车零部件制

造公司、外商独资汽车咨询公司、汽车媒体任职，

对于汽车有着很深的了解，策划品牌传播方向，具

有较强的文案撰写能力。

服务品牌：北汽，一汽奥迪，沃尔沃，博世，一汽

马自达

服务团队--创意部--公关文案组



邓继民 文案创意总监

13年互动广告、公关公司服务经验；精通数字媒体传

播法则，在互动整合传播、互动策略、 社会化口碑营

销、媒体资源等领域经验丰富

服务品牌：中石油、中石化、新浪、网易、腾讯、中

粮、一汽马自达、马自达中国、长安马自达、长安福

特、DYK、上汽集团 等。

王思佳 文案创意副总监

日系、金融、汽车政府公关行业10年以上从业经验，

精准把控客户需求，对客户所需要的媒体环境以及

社会舆论导向有敏锐的洞察力。

服务品牌：广汽传祺、一汽马自达、东风日产、一

汽丰田、一汽大众、奥迪、一汽集团、福建奔驰、

北京现代等

姚远      文案经理

7年公关及数字化经验，并具有较强的整合传播策划

能力与执行力，整合资源与团队管理经验丰富。

服务品牌：大众中国、上海通用雪佛兰、东风悦达起

亚、雷克萨斯中国、百度、乐视云、乐视体育等。

乐靓        文案经理

7年以上公关传播＋数字营销经验，主要涉及汽车
公关、IT娱乐营销等行业领域，擅长从事社会化媒
体口碑，品牌产品营销，能够精准把握客户需求，
规划统筹推进项目。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奇瑞瑞麒 、东风商用车、
东风裕隆、进口三菱 、进口大众、宾利 、兰博基
尼等

服务团队--创意部--数字创意组



成宝玺 创意总监

近10年的从业经验与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创作了众

多一线品牌的大型活动、展览展示体系。

服务品牌：奔驰、一汽大众、丰田 、中国重汽、福特

全顺、东风日产、上汽通用 、海马汽车、三菱汽车、

北极星、新浪汽车、米其林、搜狐汽车、雪铁龙、博

世等

李显军   资深美术指导

长期致力于美术指导、创意策划，对创意策划与设

计美感方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较高的创意才

华。

服务品牌：丰田、一汽马自达、新浪汽车、联想、

Cisco、中国移动、西安杨森以及三星、IBM、TCL、

三星电子、华为等国际企业

李慧     美术指导

拥有7年的多领域设计工作经验。具备优秀的创意、

创意表现力和审美能力，具备独特的设计理念，对设

计、造型、颜色具有独特的见解;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奥迪，宝马中国，三星电子、

华为、丰田，东风日产，东风标致，上海通用、

Porsche、可口可乐、Bosch等

舒秀秀     设计

8年公关活动经验，3年汽车公关活动经验。能够有

效洞察客户需求，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及沟通能力，

协调团队多方配合，完成项目的策划及执行

服务品牌：一汽大众-奥迪、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

宝马、奔驰、捷豹等

服务团队--创意部--数字创意组



马丽娟

活动策划总监

10年传播市场营销及线下活动经验，其中2年国际4A广告公司品牌服务经验；2008年起服务外企企业市场营销传播案，

擅长活动方案策划及项目管理。

服务品牌：捷豹路虎、一汽大众-奥迪、标致雪铁龙、广汽传祺、BOSCH、米其林、一汽马自达、SONY 、PHILIPS 、

HP、NOKIA、Microsoft、Volvo、Siemens、GE

邢鹏

活动执行总监
14年线下活动经验，可胜任线下活动各个岗位。擅长现场流程把控、整体流程创意及舞美效果，项目涉及A类车展、新车发布会、

试乘试驾项目。

服务品牌：保时捷中国、法拉利、海马汽车、广汽传祺、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博世中国、米其林中国、雪铁龙中国，DS进口

车、沃尔沃、福建奔驰及美国Polaris等汽车客户

服务团队--活动策划部



杨涛 活动副总监

十年以上公关及活动行业经验，擅长线下活动方案创

意及管控。通过与各行业的一线品牌的项目合作积累

了丰富经验。对各类型活动均有丰富的临场应变能力，

对汽车活动的经验尤为丰富。

服务品牌：宝马、奔驰、法拉利、一汽大众-奥迪、一

汽丰田、一汽马自达、华晨汽车、广汽传祺、米其林

等

张洋 项目经理

五年以上的公关活动经验，擅长与酒店场地，AV和

搭建以及项目流程把控。

服务品牌：东风日产、广汽传祺、海马汽车、雪铁

龙、DS、米其林、银联、雀巢、北大资源、Bose、

易拍网等多家国内外大型企业。

陆大卫  项目经理

从事广告行业3年，通过与各行业跨国品牌的项目合

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服务品牌：广汽传祺、沃尔沃、米其林、一汽马自达、

阿斯利康、雅培、GSK、拜耳、Honeywell、中国银

联、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等

吴昊     项目经理

3年广告、媒体、公关行业从业经验。擅长活动策

划及执行管理，对活动的各板块工作有丰丰富的执

行经验。

服务客户：一汽大众、一汽马自达、广汽传祺、天

津一汽、观致等

服务团队--活动策划部



韩锐 活动副总监

五年以上的公关活动经验，擅长与酒店场地，AV和搭

建以及项目流程把控。

服务品牌：沃尔沃、广汽传祺、海马汽车、雪铁龙、

DS、米其林、银联、雀巢、北大资源、Bose、易拍网

侯杰   项目经理

六年传播市场营销及线下活动经验，拥有各类活动

的丰富经验；注重细节，兼具方案策划和执行能力

服务品牌：雷诺、福特、米其林、凤凰汽车、一汽

大众-奥迪、华晨汽车、施耐德、Bose、米其林、

西门子、Intel、海马汽车多家国内外大型企业。

李伯昌    项目经理

3年公关活动经验 、汽车行业线下活动的整合营销、

试乘试驾、车展、发布会运营工作、策划及执行经验

丰富。

 

服务品牌：一汽马自达、雀巢、拜尔、北京现代、雷

诺、 凤凰网、 搜狐网、 戴尔、德勤等

张勤丰     项目经理

10年以上汽车行业活动管理经验，具备活动策划及

执行管理，对活动的各板块工作有丰丰富的执行经

验。

服务品牌：一汽丰田、陆风汽车、东风悦达起亚、

北京奔驰、东风汽车、上汽通用五菱

服务团队--活动策划部



首席专家讲师

苏桔良

毕业学校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研究硕士

曾任职位
1、台湾中华汽车汽车生产工厂、服务部、采购部、辅导项目室等
2、台湾中华汽车汽车服务部零件副理、公司本部副理
3、台湾安泰、新光、远雄人寿、新安财保公司特约激励讲师
4、东南三菱汽车全国培训总监、项目经理
5、曾任中兴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6、曾任北京笛威欧亚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7、兼任Alpine Global Motor 中国商务发展总顾问
8、现任中国企业评价协会 CEEA高级顾问师
9、现任屈阁华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高级专家讲师

陈伟文

汽车业销售高级讲师

曾任职位
1、台湾汇丰汽车（台湾三菱汽车）内部讲师，销售特专；个人单一销
售汽车8000台，创全台湾省销售冠军
2、此销售业绩受到台湾最大商业周刊以及商业杂志专访，为最佳销售
风云人物
3、台湾铭传大学客座讲师
4、台湾文化大学客座讲师
5、台湾海洋大学客座讲师
6、台湾经济部客座讲师
7、信义房屋讲师
8、旺宏电子讲师
9、现任屈阁华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专任讲师

服务团队--外籍专家



Celine Ong Stefan Teubner

国籍：德国

超过10年的管理帐户和开发业务经验，从电子产品

到汽车行业。从德国到亚洲。

服务品牌：宝马，奔驰、索尼、DHL、宝丽、

H&M、耐克、彪马、Bah l sen、德国电信、

Deichmann、SportScheck。

Ring Langli Wu

国籍：阿根廷

诺森伯兰大学英国研究生，和MBA学位，Ring有着8
年市场规划和管理的丰富经验。
此前曾就职于富士通亚太地区作营销总监，RIng也
有6年的国际工作经验。

Senior Consultant

国籍：马来西亚

在汽车，快速消费品，奢侈品和生活产业行业有着
20年的丰富经验。在这些年中，有7年在做数码媒体
和新媒体的市场营销并已经建立了很强大的来自不同
行业网络客户，媒体，中国创意广告和公关机构。
服务品牌：Bugatti、保时捷、劳斯莱斯、奔驰、兰
博基尼、Vertu，Marni，亚历山大·王，皮亚杰，阿
滋慕，Moncler，巴黎世家

Senior Consultant

Consultant

服务团队--外籍专家



Robert Medendorp Shirley Shantel MahCreative Director

国籍：荷兰

罗伯特有13年在欧洲和中国的工作经验，并与世界知
名品牌和机构合作。

服务品牌：保时捷、大众、苹果、阿迪达斯、百威、
百加得、高露洁公司、Dom Pérignon、轩尼诗、约
翰逊、约翰逊、起亚、美泰、莫ët & Chandon，和
西门子。

Account Director

国籍：新加坡

10年的活动管理经验，具有较强的音乐和艺术背景。
熟悉不同形式的媒体包括电影、数字、现场表演、科
技等，具有创意性的客户团队。

服务品牌：宝马、奔驰、大众、保时捷、博世、拜耳、
普拉达等

Henri BoppeAccount Director

国籍：德国

具有8 年 客户总监的工作经验，最有创意和并总是
优先考虑客户。他常住在法国、上海和香港。

服务品牌：PSA，DS，SH大众、轩尼诗和一些  等
国际品牌。

服务团队--外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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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智数字集团  全力以赴



Introduction



17年
凭借其专业的服务能力，规模逐渐扩大。是目前国内领
先的策略，创意和执行全过程数字整合营销业务供应商

450人
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广州、杭州、武汉、福州、长
春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全国员工近450人

Top 20 
自2008年来蝉联中国国际公关协会TOP20公关公司

26亿 
2016年营业规模26亿
上市公司联创互联（300343）旗下主要成员之一

n 中国最具价值的品牌传播公司之一

北京 150+

上海 150+
重庆

长春

广州 50+

杭州

福州



40汽车 其他

n 与客户共同成长

17年内共合作了至
少

40家500强企
业



Ø 2016年11月5日，第三届蒲公英创新传播颁奖盛典，“广汽传祺GS4上市发布会”荣获【内容组】新品上市类银奖，集团

CEO王蔚被评为2016年中国传播年度人物

Ø 荣获2016年度 IMCC GOLDEN AWARDS 2016 网络营销最佳数字代理机构

Ø 2016年9月8日，金比特奖颁奖盛典，【一汽马自达“一试到底”体验平台】获得“效果营销标杆案例大奖”

Ø Suqin Awards2015蒲公英奖，荣获第二届中国创新传播大奖体育营销类银奖

n 近期获奖



体验场
Experience

关系场
Engage

购物场
E-commerce

行业数据 关系数据 购买数据

Attractive Concept & Event，Sustaining Media Collaboration， 
Celebrity/influencer/KOL

n 我们的核心营销理念



n 我们的核心方法论



整合传
播服务

市场与
消费者研究

公关传播

品牌管理

事件营销

数字营销
新闻服务

媒体关系管理
危机管理

体育
营销

渠道培
训与督

导展览展示

娱乐营销

区域营销

广告创意

n 为国内外一流企业提供 全价值整合传播服务



Cases Reference



01 传播代理全案
02 整合传播

03 粉丝传播

04 SCRM大数据传播

05 技术平台

06 线上线下整合活动



2012-2014，日系整体下滑，一汽马自达跌幅更深；

2015-2016，日系略有复苏，一汽马自达营销突破，从阿特兹到CX-4，跨界收获不断。

从 万马齐喑 到 并驾齐驱

• 最早联合滴滴嫁接明星电影

• 郑恺杨洋大热IP与万达衔接

• 线上积累素材话题引发关注

• 线下拓展渠道露出强化体验

全案传播代理
聚焦产品放大 有限资源嫁接

阿特兹

• 跨界造势层层围绕产品卖相

• 跨界上市北京密云机场

• 跨界体验蚂蜂窝秘境之旅

• 跨界深度一嗨租车合作





微信导流
发起H5活动

传播合作 导流官网

集客线索搜集
触发和引导集客

阿特兹集客线索收集18,000人

红包传播
滴滴专车券较早进行捆绑分享

滴滴打车相关广告点击率高达17%

优质IP
寻龙诀 老炮儿多个院线大片

借势借力，紧抓消费者口味

粉丝传播
借热门明星，炒作热门话题。

“明星带你看电影”系列

万达电影合体
10地万达连廊静展

60地万达影院阵地展示

20城万达影院映前广告

全国万达影院LCD广告

红
包

集客
线索
搜集

粉
丝

IP

滴
滴

万
达

静展

微信
导流

  阿特兹跨界整合传播



生动的产品H5
帮助用户感知产品形象与功能

卖点
产品线上曝光达330,206,308

次

H5页面
借助包贝尔、黄渤、郑凯等明星
炒作热门话题，制作相关素材传
播明星与阿特兹时尚产品特性融

合

视频

全国万达院线产品曝光和静展体
验，酦醅重点销售区域重点强化

线下曝光
通过与老炮儿北京工体演唱会合作增
强阿特兹在引爆阶段的话题性
进一步强化关注

演唱会重点引爆

聚焦产品放大  有限资源嫁接  线上线下  关注体验

全案传播代理
一汽马自达 阿特兹“明星带你看电影”



某主流B级车 阿特兹明星带您看电影项目周期

Ø 活动周期百度搜索指数走强 同比增长41%  增速高于竞品37%；

Ø 其他渠道，如汽车之家等关注度和活跃度也持续增加，并高于竞品增速20-50% 

全案传播代理
一汽马自达 阿特兹“明星带你看电影”





预热 上市 体验 深度

车展

北京车展
轿跑魅力

产品深度
跨界设计

机场

密云机场
跨界起飞

12场区域
跨界继续

试驾

成都试驾
内容形式

秘境之旅
定制跨界

租车

一嗨租车
深度体验

寓试于用
全新自助

未来派轿跑SUV

CX-4
跨界营销四部曲











提供了创意设计、制作搭建、现场
运营等服务内容。

具体服务包括:
•    创意   
•    名人及VIP接待与管理 
•    现场运营
•    现场表演
•    餐饮管理
•    媒体接待与专访

北京车展 轿跑魅力
4月25日，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车展中，定位为“未来
派轿跑SUV”的马自达全新车型CX-4实现了全球首发。

一汽马自达 CX-4 跨界营销四部曲之一



密云机场
跨界起飞

具体负责活动策划、活动执行、媒体邀
请与接待、专访安排、传播策划与执行

活动邀请139家媒体

 发布新闻的媒体范围涵盖电视、
广播、网络、平面在内的专业类、
大众类、时尚类、财经类等

对发布会做了现场直播

一汽马自达 CX-4 跨界营销四部曲之一



一汽马自达CX-4“秘境之旅”

2016 年8月-10月

茶卡盐湖站/崇左站/乐业天坑站

一汽马自达 CX-4 跨界营销四部曲之一



核心卖点：

传统汽车体验时间短、渠道少、形式单一

新型试驾方便快捷且低成本，通过长时间、多路况使用，还原真实驾乘

吸引机制：

• 免费体验券

• 租车优惠券：租CX-4可享受租金立减100元优惠，并按照驾驶里程逐步增加抵用券金额

• 传播奖励：在微博、朋友圈发布自己的租一汽马自达CX-4体验，@一嗨租车，或发送朋友圈截图到一嗨租车促销微信号，即可获得一天免费券

跨界深度

寓“试”于“用”
CX-4联合一嗨租车首次推出了新车自助体验计划

一汽马自达 CX-4 跨界营销四部曲之一



01 传播代理全案

02 整合传播
03 粉丝传播

04 SCRM大数据传播

05 技术平台

06 线上线下整合活动



VOLVO S60上市发布



1| “LEAVE体”

       UGC创造，病毒式传播

2| LIFESTYLE

用Lifestyle方式，诠释产品信息

LEAVE THE WORLD BEHIND
VOLVO 真我【新格调】

项目背景及策略



【LEAVE体广告创意】 UGC创造



【LEAVE体广告创意】 UGC创造



【LEAVE体广告创意】 UGC创造



微博：热点时事、热门电影、星座相

关、人生感悟等方向
微信：朋友圈分享

习主席湖北考察

狮子座Leave天蝎座behind

1 2
【双微】传播

凯特王妃生子



媒体UGC内容：

- 百度搜索：搜索“Leave 体”百度首页搜索结果中相关内容覆盖率

70%

- 豆瓣活动：作品数 ：678张 /  参与人数：1,406人

- Poco相机活动： PV 9,700W / Click 23W

豆瓣活动 Poco活动

通过名人视频拍摄，用真实人物故事完美诠释了“LEAVE THE WORLD BEHIND ”品牌精神

收集到2,388个leads，完成KPI值199%

整体传播效果

网易专题：
- 专题PV：768W

- 专题UV：666W

- 视频播放数：605W

- 视频转发量：173W

- 专题评论量：4,141

网易专题

新浪微博发布：
-转发数： 18W次  
-评论数： 3.5W次 
-热议数： 43W条

新浪微博



奇瑞捷豹路虎全铝车间发布  公关传播



Ø 树立奇瑞捷豹路虎全铝技术在国内

同行业中的先行和领导地位；

Ø 展示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

Ø 支持其致力于成为中国高端汽车市

场卓越创领者的形象；

传播目标



传播手段

前瞻的互联思维传播方式应用-
EPR先行
行业媒体定调，KOL发声就为企
业品牌背书

通过不同的传播手段传递自身独
特和优势所在，树立奇瑞捷豹路
虎在全行业领域的先行和领导地
位。

传播目标

1

传播节奏

从行业剖析到消费者利益点逐层
解读每条key message，满足行
业和个人消费者等不同受众群体
的不同信息需求。

传播策略



Digital Launch +Media Briefing
（3.22—3.30)

Warm-up 

Apr.6Mar.22

（3.31)
Opening

• 媒体选题合作
• 日常稿件发布

传播
方向

31日

传播
手段

活动
执行

主新闻稿：
• 奇瑞捷豹路虎全铝车间落成投产
• 奇瑞捷豹路虎先锋、智能、环保、高端

的全铝技术介绍
• X261国产信息告知

• 网络媒体合作-搜狐：首页位置合作
• 专题合作：搜狐走进工厂专题
• 免费新媒体位置发布
• 财经媒体合作-每日经济新闻、上海

证券报：版面合作
• 平面媒体合作：新闻晨报、东方早

报等4家

• 开业活动媒体邀请、接待、专访安排
• 开业活动流程文案支持

传播方向：
• 全铝车身的产品对消费者的利益点
• 更操控性、更轻的车身重量
• 更节油环保
• 安全性更高，采用应用于航天领域的铆接技

术、先进的原子级胶粘合工艺
• X261国产

• 免费新媒体位置发布
• 日常稿件传播

（4.13—4.18)
Post

Apr.12 Apr.18

阶段
目标

Build up LEADERSHIP

Build up LEADERSHIP Opening & X261 Announcement

传承-捷豹品牌铝车身技术的发展与成就
• 捷豹是全球铝车身技术的先锋和领导者成为当今

全球汽车行业铝车身技术最成熟、产量最大的品
牌。

• 自2003年全铝车身的捷豹XJ上市以来至今，捷豹
品牌一直引领全球全铝车身技术的发展，产品线
更丰富

铝技术是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
• 轻量化和节能减排是近年来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

趋势，而铝技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流技术

传播节奏 - 传统PR



凯迪拉克 微电影营销



凯迪拉克“微电影的·大营销”

微电影在视频网站热播

单个点击播放最高达15,440,000次

首创“微电影“营销概念



策略及效果

预告片发布悬疑剧透竞猜影评人抢先热议

全网震撼首映

海报PS传播引爆微电影 片场探班曝光明星主演竞猜

首创“微电影“营销概念



最明显增长

最热转发 最热视频最热话题

71% 凯迪拉克官网流量提升5.8倍

Enhance the visit flow of 5.8 times on 

Cadillac's official website

策略及效果

首创“微电影“营销概念



营销效果：

将凯迪拉克的“安全”性能从物理层面上升到精

神层面

凯迪拉克安全定律：

凡是选择凯迪拉克“陆军一号”作为专门座驾的总统，
都会拥有最安全的车

【实时营销】 - 借奥巴马连任打造 凯迪拉克安全定律

核心策略: 奥巴马连任后50分钟内通过官方微博发布



布点：明星接力微揭幕悬念：倒计时 引爆：上市big day预热：明星与文化

汽车网站

视频网站

微博

微信

【新车上市社会化营销】 - #XTS 来了# XTS 创新上市Bi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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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上市社会化营销】 - 微信 创新产品手册



01 传播代理全案

02 整合传播

03 粉丝传播
04 SCRM大数据传播

05 技术平台

06 线上线下整合活动



THE FACE SHOP产品推介会

2012年1月4日，在北京西单大悦城及新中关商场承办了金贤重签约The Face Shop 的产品推介会并邀请时尚媒体、VIP会

员、粉丝、主办方高层；

  



2011年3月25日，在北京海航大厦万豪酒店Rain成功签约化妆品牌JVJQ，对演出、会场等工作推进迅速，与第三方沟通顺畅，对客户、RAIN经

纪公司提出的临时问题均在第一时间内予以解决。保障活动圆满完成

   

JVJQ瑾泉Rain代言签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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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车享90万会员招募CRM



会员模块

互动模块微站模块

1. 绑定会员触发
互动模块

2. 互动模块吸引
网络新增/存量车主关注

3. 互动模块积分与奖励
与微站数据库对接

4. 互动与微站能提升
会员群体的活跃度

体系构建



集团
平台

车享
平台

终端
平台

公众
平台

1. 整合
集团自有网络资源
APP/微信/网站

2. 激活
经销商自有网络平台
电商/移动/IM

3. 借力
公众网络平台
社交/IM/PC

资源整合



会员总数(人) 920347 

联合招募

直接招募占比达到68%，

是绝对首要的招募渠道 

直接招募

社会化网络招募占21%，成

本更低，影响力更大，推广力

度可继续加大

社会化招募

联合招募占比达到11%

多渠道招募实现会员稳定增长

微信传播和论坛集中铺贴引发社会化招募的小高潮

CRM管理
上汽车享90万会员招募项目



Ø 客户细化管理与分析 Ø 社会化招募跟进

上汽车享90万会员招募CRM项目



对外信息推送
■把高质量信息记录CRM系统
■销售人员可以高效的对业务信息查询提取
■向信息提供方反馈数据质量及有效性评估推
广
■为销售与维修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客户信息

对内信息整合
■整合信息源
■信息高质量
■数据关系建立

麟动数字提供了一套基于客户的销售引擎管理系统，其中包括：

--客户需求快速响应

--新老顾客关系维护

--新老顾客需求管理

建立了营销服务一体化管理，从客户端、销售端、系统管理（PC端）三大核

心结构实现顾客与4S店经销商双赢。

英菲尼迪原有模式中，销售线索存
在全面性、真实性、延续性无法保证
的情况

客户端
APP

销售端
APP

英菲尼迪销售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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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功能，内容，互动，设计等方面的质量

米其林红色指南APP

建立线上网站为线下活动进行品牌展现和导人

保时捷体验之旅/传世之旅
MINI-SITE

通过游戏内植入&线下合作，以资源置换获得双赢效
果

东风标致-“天天富翁”游戏植入

产品和服务设计
APP研发能力
社会化API打造能力

【产品开发】- 米其林



【产品开发】 - 米其林红色指南



东风标致
2008 汽车人角
色卡

联合发布
会

全国5城市富翁场景试驾

东风标致
玩乐骰

子

东风标致
车钥匙道

具

东风标致
车钥匙道

具

Online

游戏植入/互动

Offline

场景试驾体验

东风标致&“天天富翁”通过资源置换获得双赢推广效果；

东风标致2008角色卡：超过400万使用人次

东风标致玩乐骰子：超过100万使用人次

东风标致2008富翁挑战赛：超过300万参与人次

借势腾讯移动游戏“天天富翁”上线推广
进行游戏内植入、线下合作等一系列联合推广

【产品开发】 - 东风标致-“天天富翁”游戏植入



建立“保时捷体验之旅”活动主题网站，并根据现场活动建立
线上虚拟展厅，设置互动话题关联微博，展现线下活动及品牌
信息，同时为线下活动导人。

保时捷体验之旅MINI-SITE

效果亮点：
不到1个月时间，活动网站注册量接近
10,000人，浏览量超过51,888，活动参与
度和分享度较高。

网站作为互动传播的核心，充分结合了保
时捷品牌格调，创意性的虚拟展厅让品牌
爱好者线上如亲临线下般了解活动，通过
低门槛的互动有奖环节和互动版块，既普
及了保时捷品牌知识，也有效的对活动进
行了宣传。

建立线上网站为线下活动进行品牌展现和导人；

【产品开发】 - 保时捷体验之旅MINI-SITE



MINI-SITE活动官网搭建：对整个活动的专题页面进行创意，搭建和维护
ePR传播：在活动预热，进行和后续，三个阶段，针对活动内容，在社交
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助力集客。

保时捷传世之旅MINI-SITE

建立线上网站为线下活动进行品牌展现和导人；

【产品开发】 - 保时捷体验之旅MIN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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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2013-2014 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

Ø 本次活动，我们采用了PS图、病毒视频以及墙画这三种方式；
Ø 通过新浪微博，并配以门户类、金融类、摄影类、户外类论坛配合新浪微博的方式对赛事进行了推广，受众人数达

到了541万余人次，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Ø 12月21日，通过组织奥迪真实车主形成奥迪车队，亲临现场观赛活动，达到增强车主归属感，提升奥迪品牌形象
的目的。

Ø 共计奥迪轿车20辆，观赛人数达到72名。

奥迪2013-2014 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

奥迪车友会观赛



2012 Porsche 体验之旅

2012年保时捷在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活动，从
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分别在杭州、成都和广
州举办。
120，000现场参观者
180万网上浏览者

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

•    主题及内容创意 
•    现场搭建
•    现场运营
•    与当地经销商的营销互动
•    餐饮管理
•    网络互动
•    媒体发布会
•    公关传播

PORSCHE



2013.7 北京  

•媒体接待/签到

•技术说明会

•发车仪式合影留念

•道路试驾（同时进行风景拍照）

•晚餐会

VOLVO S80L 媒体品鉴试驾

VOLVO



Our resources



深入了解中国媒体，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行以创造内容为导向的传播管理，并有效确保传播策略的落地及执行

• 媒体总量2200家，覆盖中央、省会城市、二、三线城市

• 在全国拥有4500位编辑记者和媒体高层资源

• 高端财经深度挖掘（环球企业家、21世纪经济报道等）

• 政府媒体专题合作（光明、经济、人民日报）

• 媒介平台拥有超过50人的专职团队

……

网络+平面核心媒体展示广电核心媒体展示 网络核心媒体展示

丰富政府及社会机构资源

传智媒体资源



• 多年夯实的媒体关系
• 针对不同客户建立健全合理的媒

体库、媒体管理地图
• 量身定做的媒体关系管理策略
• 媒体关系维护分级化、精细化、

精准化

• 依托长期积累的良好的媒体关系
• 媒体选题、重点策划及时掌握，

结合品牌传播需求第一时间植入
传播

• 与媒体共同策划选题，将品牌媒
体传播做深做透

• 透彻了解媒体版面、渠道等，实
现全方位占据式发布

• 做到时时见刊、处处见刊，实现
无缝式传播

• 制定合理的媒体发布策略及媒体
执行规划

• 媒体发布监测管理体系健全

全媒介运营策略



危机管理



舆情监测













部分境外媒体资源

航机媒体

新媒体
蚂
蜂
窝
深
度

合
作
伙
伴

独家传播合作资源



视频平台直播互动嵌入官网、微信、
H5平台直播互动

广告位推荐（开机大图/首页热门推荐）

汽车专业达人 热播网剧《余罪》
主，四分之一韩
国血统

主播推荐

独家传播合作资源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