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连洪炽  2017.9.20









1、移动用户规模增速放缓

2、使用深度不断加深

3、新型内容需求快速增长







时间、金钱、技巧（术）



新媒体营销目的是？

在关键路径、节点去激发，去放大消费者的情绪与期望.

吸引离散的注意力朝共同的目标方向位移，进而开始投入，时间、金钱、技巧...





回溯营销史
为了匹配时代的发展和认知，营销界的方法论始终在进化

广告

罗瑟•瑞夫斯、大卫•奥格威、李奥•贝纳
USP          品牌形象论        创意

定位之父艾•里斯

科学

杰罗姆•麦卡锡+菲利普•科特勒  4P
罗伯特·劳朋特  4C

SWOT   PEST 
菲利普•科特勒  STP

迈克尔·波特 五力模型

价值

唐·舒尔茨  IMC
史蒂夫·乔布斯   价值



新媒体只是形式

价值传递才是核心

探索新媒体营销本质上需要探索价值营销



技术·商业思维·消费升级

营销转向价值导向



技术
信息交互方式的变革，改变了人与人的沟通方式，也就重塑了这个时代的营销。

移动互联网
现实扭曲力

品牌传播
路径缩短

触达成本降低
同质化的突显



商业思维

“定位”理论强调，要以差异化的姿态进入用户心智，
如果用户心智已被太多竞品同质化的定位进入，定位
的意义就不明显了。

无论是SWOT分析，还是“五力模型”，竞争似乎就是
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企业选择每一种战略都必须紧
盯对手。



这些品牌大部分是“品类”而非“品牌”的开创者，
他们的成功并非来自与竞争对手的对标、定位，
而更多地来自于对自我价值的探索与发现。



消费
结构

衣食住行向娱
乐、改变、兴
趣、冒险、探索
等方向转移

消费
品类

新品类的缔造催
生了消费者向新
品类的消费进军

消费
逻辑

不再单纯为产品
功能买单转向为
话题、社交、仪
式感等买单

本质是什么？

消费升级





表现形式的“众”：用户多元新需求，媒体形式多样

生产主体的“众”：信息生产的进入门槛进一步消解

传播结构的“众”：用户为核心的社交化传播成为常态

传播平台的“众”：内容平台、关系平台、服务平台皆成媒体

多屏跨界的“众”：智能手机之外，媒体终端多样化



IP化成为泛娱乐内容，新商业的营销关键

细分化的场景 个体化的表达 个性化的流量 人格化的渠道



商场

超市

电商

综合体 便利店 移动端

智能终端

VR文娱活动



◉ 二次元：不逛A站B站的人不晓得什么叫唱见舞见

◉ 电竞：你妈不知道你在《王者荣耀》里的社会地位 

◉ 嘻哈：广场舞大妈不懂侃爷的椰子鞋为什么这么贵

◉ 文艺：快手用户不用 MONO、片刻、ONE

◉ 星座：果壳和同道大叔粉丝人群存在天然鄙视链

……



Papi酱
吐槽、反讽、草根逆
袭、混不吝

如涵电商 
颜值、会搭配、主要
看气质 

罗永浩 
天生骄傲、特立独行 

胡辛束 
少女心、把时间浪费
在美好的事物上



人格化不再局限于定位公众号、社群、自媒体，更加多元的方式在各个垂直和细分领域全面突围。

许知远的单向空间 李善友的混沌大学张天一的伏牛堂

牛文文的创业黑马 赵小姐的高跟73小时 罗振宇的逻辑思维



◉ 品牌致力于【内容营销升级】 

◉ 电商联手品牌一起用【内容】带货

◉ 品牌融入热门IP的方式更原生 

◉ 平台营销进行时：AT 领衔构建新型营销生态 

◉ 多元力量助力品牌市场部崛起 

◉ 全新的线下数字体验：线上体验线下化

◉ 新型代理商：媒体平台与 KOL成为创意策划

◉ 解锁数字消费者的场景化营销



◉ 打造电影感广告大片：
小肥羊 X 陈晓卿、韦斯·安德森X H&M

◉ 注入更深刻的价值内核：
New Balance X李宗盛《每一步都算

数》、Keep 《自律给我自由》

◉ 更多元的内容营销形式：
OPPO 手机人系列、MUJI to Sleep APP



◉ 内容成为电商平台重要流量入口：
淘宝二楼《一千零一夜》、《夜操场》

◉ 电商从卖货平台向营销平台的转身：
天猫贯穿全年的品牌日活动，之奥利奥音乐盒



◉ 围绕泛娱乐话题的热门IP：
肯德基X 阴阳师主题店、麦当劳 X 全职高手主题套餐

◉ 投资IP，品牌融入更加原生：
MINI院线纪录片《内心引力》、红牛举办极限运动赛事



◉ 平台优势：AT领衔成为单体市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支付宝、飞猪、微博、UC、

淘宝等阿里系产品进行了亿级平台营销组合

◉ 平台能力：为品牌提供定制营销方

案：
微信和星巴克联袂打造了社交礼品体验「用星说」

刷屏的绿红包



◉ 品牌内部成立内容团队：
红牛媒体工作室、GoPro视频平台、可口可乐新

闻编辑室

◉ 小而美代理商或制作公司：
操刀天猫奇妙研究所的手伍休文化、刷屏朋友的

“野狗”W。



◉ 融合数字资源的线下店：
亚马逊实体书店、小米之家、唱吧的咪哒迷你 KTV

◉ 线下门店的数字化体验：
麦当劳的智慧餐厅、超级猩猩智能健身房



◉ 垂直类头部KOL带货能力强：：
黎贝卡成为买买买圣经、MK成为美妆“种草机”

◉ 传统媒体与品牌内容共创：
卡地亚与《时尚先生》联合拍摄微电影《手》、

OPPO与《时尚芭莎》中国红时尚定制手机



◉ 挖掘数字消费者的数字化生活方：支付宝的愚人节营销【如影计划】黑科技

◉ 通过VR/AR/MR/AI创新技术提升用户体验：宝洁&阿里的扫五环AR互动







3自我学习，进化型组织

价值观的构建与统一







爆点炼金坊-4人小组工作法：

1、自我认知-个人陈述项目卖点及层级

2、认知升级-两两交叉，允许共识表述

3、认知迭代-卖点比对，路径分析，提炼爆点



3方法论+执行力
方向选择，细节容错率

通用流程与突围



新媒体营销项目的简要流程, 

需求分析，策略洞察，创意生产，计划执行，媒介管理



提问1：需求分析，沟通很重要么？当然！



好的营销从沟通开始

• 确认沟通的目的：

• 收集信息/数据

• 了解企业文化，

• 建立信誉和信任，进一步了解相关领域、议题或企业现状

• 发现前进中的障碍或问题？

• 优化下一步工作



在内容沟通之前的沟通

典型的问题 
谁想了解这些情况?

想要了解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了解这些情况? 
为什么想从我这里了解这些情况?

对我有没有什么风险?

我是否会从中获益?

下一步工作?

如何回答 
简明扼要地说明访谈目的

具体说明我们需要何种信息(如有可能的话， 举例);让被
访者了解访谈所需的时间

说明项目背景情况 
确定访谈对象能提供可靠的、必要的信息，向访谈对象

说明他所提供的信息的重要程度，对其丰富的专业知识

应加以赞赏

如有必要，向访谈对象保证我们不会泄露任何谈话内容

如有可能，向访谈对象提供调查结果等资料

解释数据的用途以及如何共享访谈成果



确定沟通的方式



沟通，主张

用“开放式思考下的具向问题”，实现沟通维度跃迁



提问2：策略洞察：策略有存在的意义是？



策略，是实现目的而制定的目标



明确方向：

知名度、认知度、美誉度、忠诚度

明确方式：

体验营销、病毒营销、情感营销、游击营销… 

明确方法：

• 经典理论：3C+STP+4P

• 扩展理论：SWOT/FAB法则/GE矩阵/BCG矩阵



每个品牌的市场营销都是一条以用户价值为中枢的价值流。

价值发现

洞察

价值表达

传播

价值体验

互动

价值交付

转化



进攻策略   or   防御策略



定位的相对性

Google在全球搜索引擎广告（3.4%）与科技产品公司（0.24%）间的差额占比

垄断与完全竞争的市场假态  



• 爸爸去哪儿大电影

• 物料强袭“合家欢大头娃”策略

• 极速前进3

• 闪电攻势“平推”策略



策略，主张

第N+1策略：深水井（1万小时 + 300米）



提问3：创意表达：BIG IDEA，一定是宣传前期介入的？



好莱坞的龙标迷思



物料、广告、发布会、PR、Social...

时间、金钱、技巧
在预算充分的情况下，做大概率事件...

PS:如果想提前参与，请熟练使用各种圈内黑话！



提问3-2：多BIG的IDEA才叫BIG IDEA？



一个真正的好创意，

拥有它自己的力量与生命。
A real idea has a power of its own and a life of its 
own.李奥•贝纳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环球影城创意总监



国家品牌计划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从网易云音乐到奥利奥、脑白金到双11、Windows到IPHONE、安利到微商…

内容创意、营销创意、产品创意、渠道创意…

创意并不局限。



走过最长的路，是你的套路！创意不局限.



创意，主张

在常识中寻找未知，在未知中寻找常识



提问4：行动执行，知道哪些很重要？



规则一定要搞清



目标明确，表述清晰直给，有趣。



造句，写故事，从结论起（金字塔写作原则）

• 易中天说曹操…

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个评价是准确的呢？

理由一 理由三理由二

• T    有的放矢（Targeted)

• O   贯穿整体（Over-arching)

• P    掷地有声（Powerful)

• S    言之有据（Supportable)

中心思想的核心



提供一流的方式，服务一流的客户。



执行，主张

选品（内容）、曝光、转化、运营，持续性的输出价值，
才能确保用户的跟随与二次转化。



提问5：媒介管理，创意和渠道总是难相处？



攻壳机动队MR技术



内容为王，渠道为先。

还是先考虑吃个汉堡吧。



手淘的十万短视频计划



• 微博的全影海报



微信的小程序







常识 / 未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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