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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中国坚果健康周

健康坚果，助力美好生活，由中国坚果协会领导，携手各商家，

百家媒体关注，将坚果及健康理念植入人心中，广大消费者不仅

能够享受到超值的价格、繁多的货品种类，更能够享受到生活的

以礼相待。

传播策略 核心创意 传播规划



传播
主题

每天一把坚果瓜子有益健康
畅想生活健康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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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中国人群膳食结构，同时带动中国坚果行业发展

2、在线交易，链接商城、高效业务运行、全球范围为企业拓展市场渠道

3、在线支持视频播放、多媒体全方位宣传企业，在线直播互动

4、优惠活动、团购、直播带货各种福利

5、全行业媒体资源，交融互动式发声，将坚果+健康的理念植入消费者心智

关于9.17中国坚果健康周

联动天猫平台，整合坚果品牌产业链

开启全民健康狂欢



多维破圈 创新互动 话题引爆

多圈层触达
抖音/ 双 微 / 各 商 家 自 媒

体 等平台分发 多元圈层人群

强互动引流
100名体验官引流方式
扩大口碑宣传及提升
坚果健康周宣传

    众商家联动
整合全社会资源，团结
全行业之力，积极传播
正能量

高效能增长
疫情后首个全民大促 
不可错过的营销机会

绝佳契机

2020年联动全媒体矩阵，全面赋能坚果品牌复苏



         7月8月9月

9.17坚果消费体验官
[ 幸福有礼 / 甜蜜有礼 / 健康有礼  ]

      9月17日-25日

9.17中国坚果健康周

[ 全行业线上线下联动/网红达人
溯源直播/直播带货]

两大核心节点 贯穿9.17中国坚果健康周活动



超级声浪

超级转化 超级共振

超级互动
重磅打造现象级大事件聚焦关注 超长预热互动周期为大促蓄水

品牌吸粉 沉淀品牌社交资产 站内站外强势资源双向联动

9.17中国坚果健康周 打造全民坚果营养健康大事件



超级红人
网红自带流量 

制造话题

超级内容
大众共鸣内容 

创新表达

超级流量
超千万资源 
多平台联动

超级声浪 举平台之力强势打造 抢占全民心智

以上艺人为拟邀



+

最强跨界
淘宝直播间跨界

互动游戏
福利派发/ 红 包 雨

社交裂变
双 微 / 抖音/小红书等平台

9.17日-19日
9月17日-25日

以上艺人为拟邀

+ +

9.17超级开场秀，输出超强造势

2020年9.17中国坚果健康周启动仪式
2020年坚果炒货消费人群分析报告

行业重量级品牌新品发布10名坚果消费体
验官参加开幕式，现场颁发“9.17坚果消
费体验官证书”及大礼包

高峰论坛：全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全国坚果炒货产品分析及预测报告

1、天猫行业品类日
2、聚划算百亿补贴
3、达人直播



内容种草

站外KOL内容定制

+
全网分发流量引导

会场互动

站内会场联动

+
多层级互动玩法

超级互动：站内外整合打造全方位互动场



认同→共鸣→互动→扩散
9月17日，全天举行行业会议、论坛及917开幕式，展会网进行现场直播。以社交
媒体为主要阵地，其他媒体平台配合，规划行销活动，扩大品牌声量，集中力量，
广泛传播。



直播分为展会网直播和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直播。

展会网直播：上午由主持人带领各位会长到展馆进行巡馆，

直播展会现场。并在各展区具有代表性的展位，进行采访。

上午主要在食品展区采访主要参展企业，下午采访机械、

添加剂、食品包装展位主要企业。间歇可对淘宝直播间的

现场进行拍摄，采访。

淘宝、抖音、快手直播：上午可以将直播

间同步直播展会网直播的内容。下午2点-晚上10
点。邀请参展企业的政府官员、企业总经理，走
进直播间，进行当地坚果产业、企业宣传，同时
进行产品销售。直播期间放出各种优惠活动，吸
引C端消费者参与。直播品类包括：坚果炒货产
品、原料、机械、添加剂、包装材料等所有参展

品类。

社媒生态圈

9月18日直播



      9月19日直播

展会网直播：可以对各个展区

的有宣传需求的企业进行5-10

分钟的企业、产品宣传采访。

淘宝、抖音、快手
直播：上午9点半—晚上10点。

继续18号的内容，进行参展企

业产地、企业、产品的宣传、

带货。



连续3个月不间断互动打卡 健康意识行为养成

新媒体 短视频 体验官资源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进入

9.17中国坚果健康周

7月17日-9月16日
新媒体发酵 引流站内蓄水

9月17日
颁发体验官礼品 

直播间互动

9月17日-9月25日
中国坚果健康周

最终以实际执行为准



微博话题冲榜

Everybody！

是不是时常有这样的困惑？

明明才高八斗，却无处施展?
明明浑身都是戏精艺术细胞

一颗骚动的内心却无处安放?
Come on! baby!

#中国坚果健康周体验官#
 首届城市达人抖音挑战大赛#

SHOW出你的与众不同

以鼓励城市体验官达人秀

展示自己不同做出发点

进行创作短视频抖音挑战赛

#抖音挑战赛



蓝V联盟恭贺，热门话题

内容：

联动热门品牌为9.17中国坚果健康周打call，形式为投

放坚果健康食品@各大品牌回应并感谢；

话题#每天一把坚果瓜子有益健康#



9月10日，设置福利代金券，激发

群众参与协助宣传此次活动，拉上

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此次活动。

9月7日开始与观众及展商互动，

提前调动访客积极性，内容涵盖

展会网的基本信息及直播宣传以

及八大展区介绍。

针对B端

针对C端

活动预热H5

9.17中国坚果健康周

每天一把坚果瓜子有益健康



各企业开展献爱心送健康公益活动

Ø主办方：坚果协会&品牌方

Ø品牌方： 5-10人

Ø媒体：10-15人（娱乐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

Ø其他合作伙伴：15-20人（合作品牌、赞助商等）

多场景直播品牌

品牌专属热议话题，营造全民消费热情



大咖坐阵，移动健康能量站，与消费者
开展各种互动活动

Ø主办方：坚果协会&品牌方

Ø品牌方： 3人

Ø媒体：10-15人（娱乐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

Ø其他合作伙伴：15-20人（合作品牌、赞助商等）

互动拉新



深入校园传播坚果籽类的健康知识，专
家讲述坚果的营养构成及健康理念。

Ø主办方：坚果协会&品牌方

Ø品牌方： 5-10人

Ø媒体：10-15人（娱乐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

Ø其他合作伙伴：15-20人（合作品牌、赞助商等）

付出的力量



组织消费者进行溯源之旅

Ø主办方：坚果协会&品牌方

Ø品牌方： 5-10人

Ø媒体：10-15人（娱乐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

Ø其他合作伙伴：15-20人（合作品牌、赞助商等）

高话题热度强转化

强互动花式放送权益



中国坚果健康周轮播banner，共3张，

另2张为展会活动信息和商家优惠活动。

横幅Banner：常见尺寸 480px*60px, 

392px*72px

网站预热Banner

悬浮框

打开网页直接弹出：

链接直播链接开幕式，精准引流
中国坚果健康周



渲染透明图+叠加图片：

1、色彩绚丽，突然活动信息，抓住访客眼球，

时间可设置为三秒或五秒。

2、图片可切换也可一张，具体可再商议。

网站首页开屏

网站首页开屏



传播途径

各社群，朋友圈，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传播推广

形式&内容

可采用倒计时海报，倒计时5,4,3,2,1·
每天内容可以是一个品牌亦可以直播间预报

中国坚果健康周预热海报

高峰论坛巅峰碰撞



展商页面宣传海报

通过展商自发引流到网站观展，可通过直播引流进行曝光和

推广，点击跳转，引流到分部展区，进行观展

展商页面预热海报



目录

第一部分 9.17中国坚果健康周总方案规划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整体活动后宣

9.17坚果消费体验官传播策略及核心创意



对于消费者而言，9.17坚果消费体验官是

坚果协会携手各品牌方为消费者送上的一份盛夏心意三重大礼包

1）幸福有礼40名：幸福生活有好物——神奇好物助健康

2）甜蜜有礼30名：甜蜜生活有趣味——妙趣生活大礼包

3）健康有礼30名：健康生活有好果——让每天能量爆棚的好果

创意说明：



神奇好物（海报）
创意：

本次传播的基调强调“好物”“生活盛宴”“宠爱自己”，

于是在初夏时节，给自己能量加满
活动发布：7月15日

体验官诞生：7月30日

亮点：

1）创意海报，引发全网讨论上热门；

      微信扩散朋友圈，趣味性引发粉丝自动转发分享朋友圈！

2）二维码可直接导向活动页面，用于引流

1）幸福有礼：幸福生活有好物



传播方式

抖音：蓝V联盟恭贺，热门话题

微博：发起话题，@各品牌及相关品牌

公众号：文末留言，点赞最多将入选

内容：

联动热门品牌为话题打call，形式为@坚果协会+@各

商家，各大品牌回应并参与讨论；

带话题#幸福有礼：幸福生活有好物#



7月1日-14日：预热
动作一：海报放出（双微+抖音+内部资源投放）

微博KOL矩阵：

中国坚果网+生活类+娱乐类+搞笑类+情感类

@思想聚焦 @贴吧君 @渣蜀黍 @中国坚果网

各商家资源支持：

微信+微博+抖音+松鼠门店+线下其他品牌门店

朋友圈：

项目组及员工朋友圈



动作二：活动预热公关稿件

内容：

活动预热公关稿件，配合《畅想生活健康时刻》主题的释放

中国坚果健康周送上盛夏大礼包

标题：

《寻找100名体验官，坚果福利大派送！爱要说出来》

《坚果体验官招募！捧你做最红最健康的吃货》

【全城招募】免费试吃体验官！只要你是一位有态度的吃货，就带你吃霸王餐！



动作三：小红书种草

“植入”，即整篇笔记围绕某个主题来写，但产品或品牌巧妙地出现在内容里或 
   者图片上，且对该产品或品牌不会有过多的描述，追求的是潜移默化中给用户  
   留下印象。

小红书大号+笔记团伙

官方商城+种草

“合集”即整篇笔记围绕某个主题来写，内容会提到多种产品或不同的品牌名称，  
   但目的在于突出推广的产品或品牌。



给小果的妙趣生活礼包（微博话题）
创意：
本次传播，恰逢七夕，离不开“甜蜜”的话题；情人节也是坚果协会携手各

商家给体验官送礼，所以传播的核心围绕“甜蜜礼物”，进而引发“有一个

不会送礼的朋友是什么感受”的吐槽故事；提供几款“甜蜜好物”，为国民

情侣美好生活充电

活动发布：8月15日

体验官诞生：8月30日

亮点：

1）话题具有共性，容易引发传播

2）文案幽默，可软植入活动促销信息，兼顾声量及引流

我叫小果，
我要给大家吐槽
我家那个不会送
礼的狗子

中
国
坚
果
协
会

仅为示意，非最终版

2）甜蜜有礼：甜蜜生活有趣味



病毒视频剧情框架：

《有一个不会送礼的男票是什么感受》
女生节到了，小果收到了男友送来的“礼物”，心如死灰；在闺蜜群+朋友圈吐槽男友不会

送礼，引发闺蜜们各自述说自己男友送的奇葩礼物的吐槽，然后总结女生收到之后想死的礼

物，进而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送礼姿势，最后告诉网友们，协会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动

动手指给小果送礼

亮点：
1、送礼梗：

1）去年生日，说送我一套名牌衣服，我暗自窃喜了很久，结果生日那天，他打开某农药，

说随便选。那一刻，我丧偶了；

2）情人节那天，男友送了我一本书《理智与情感》，呵呵，我反手就送了他一张过去的CD

仅为示意，非最终版

给小果
送礼

diss
一起来
吐槽



传播时间：8月1日-14日

传播方式：通过多个预热视频在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布进行活动预热

抖音：蓝V联盟，热门话题

微博：发起话题，@各品牌及相关品牌

公众号：文末留言，点赞最多将入选

内容：

联动热门品牌为话题打call，形式为@坚果协会+@各

商家，各大品牌回应并参与讨论；

带话题#甜蜜有礼：甜蜜生活有趣味#



创意1：

恰逢九月开学季，与各商家刷起又一波刷屏营销，为协会及各商

家增加新会员，同时匹配此次活动的外部传播资源，各商家需要

提供：开网站广告位/banner图等资源
活动发布：9月1日

体验官诞生：9月15日

亮点：
1）品牌合作声量最大化且站内内曝光，及引流效果明显，销售转化强势

3）能够包装成行业经典案例，双方共赢

3）健康有礼：健康生活有好礼



本次亦将以小程序为活动载体；

蹭开学的热点，围绕“送好物”，联合宝妈们加入话题互动

小程序/链接玩法建议：上传宝贝照片，投票【最靓的仔】

如何与坚果挂钩：

露出“孩子健康生活，好坚果来陪伴”等信息

传播时间：9月1日

传播方式：

小程序投票：最靓的仔

微博：发起话题@宝妈辣妈等品牌

公众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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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宣传通过双微、抖音、小红书、
各商家自媒体进行传播，以及KOL流
量大号，线下活动现场全程在直播平
台进行直播。

强化价值输出，获取用户新流量

话题继续炒作：听听100位中国坚果健康周体验官的看法
                        速围观！小小的坚果带你走上人生巅峰



DSP精准投放

内容：

头条类新闻类app信息流精准投放，声量与引流并重。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