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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五大自治区之一，处于中国西部

的黄河上游地区，东邻陕西省，西部、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

接壤，南部与甘肃省相连，总面积达6.6万多平方千米。

2016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作出“宁夏

发展全域旅游，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走下去”的重要指示。

同年，宁夏成为全国第二个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素有“塞上江南”、“中国景观的微缩盆景”的宁夏，

集齐了以贺兰山、六盘山、黄河、沙坡头、沙湖为代表的神

奇自然风光，孕育了流传千年的西夏文明，吸引了《爸爸去

哪儿》、《奔跑吧》等众多顶级综艺节目前来取景拍摄。

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电影《大话西游》拍摄地）



营销背景及目标



营销背景

认知较低

宁夏未在湖南进行过大规

模的旅游推广，湖南游客对于

宁夏旅游认知度低，且印象较

为单一、片面。

任务繁重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咸辉在

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全域

旅游，2018年实现旅游收入300

亿元以上的目标。

竞争激烈

2017年8月，陕西、贵州、

山东、河北、浙江5个省新增为

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单位，我

国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增至7个，竞争日益激烈。



营销目标

1、占高位 树标杆

借势湖南广电芒果台的影响力，两省旅游强强联手，将

“湘约宁夏”湖南宣传周打造成省级旅游目的地营销开创性、

现象级大事件。

2、广传播 造影响

湖南广电全媒体权威背书，宁夏旅游飓风式曝光，扩大

和提升宁夏旅游品牌知名度，强化宁夏旅游市场号召力。

3、共合作 导人流

完成品牌价值的落地，促进宁夏旅游、湖南旅游深度合

作，实现引客入宁，助力宁夏2018年全域旅游发展目标实

现。



广告策略



广告策略

依托芒果强势品牌号召力，联合宁、湘旅

游行业资源，专属半价优惠助力加码，实现引

客入宁。

电视湘军再续“造星”传奇，打造宁夏爆款旅游目的地！

借势湖南广电创新制造能力及粉丝号召力，

创新旅游推广模式，打造系列主题活动，“品

宁夏”、“识宁夏”、“评宁夏”荟萃长沙，

深度展示宁夏魅力，引爆关注。

策略综述

1、芒果创意造星，引爆关注！ 2、超强福利造星，引客入宁！

电视+电台+互联网+户外硬广全媒体强势

曝光，多维度、全方位树立“塞上江南神奇宁

夏”的品牌形象，造就全民热议话题，实现宁

夏旅游的超强关注。

3、全媒矩阵造星，快速聚焦！



省级领导倾力支持，成就宁、湘两地最高规格省级全域旅游宣传周！

活动亮点一广告策略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培君、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力力携宁、湘两地重要领导出席站台。



宁、湘强强联合，树立中国旅游行业跨区域合作标杆！

广告策略 活动亮点二

宁、湘两地省级旅游发展委员会及十余家一线旅行社签署合作协议。



当红艺人、芒果明星主播齐助阵，力推酷爽旅游新体验！

当红流量歌手张杰、天天兄弟钱枫携娱乐群星为宁夏旅游发声！

湖南卫视《新闻联播》主播魏哲浩

携芒果主持团担当宁夏旅游体验师。

广告策略 活动亮点三



广告策略 活动亮点四

超三万人观影，开创旅游+电影全域旅游营销新模式！

四大高校超三万人同看《大话西游》，体验影像里的“神奇宁夏”。



媒体策略及传播



媒体策略

线上引爆
宁夏旅游高频曝光

湖南卫视及4大地面电视台、

3大强势电台、省内4家主流新闻

App强势合作，线上极速提升宁

夏旅游的关注度及美誉度！

1
线下跨屏
全面触达受众

机场、户外大屏、公交站牌、

电梯框架、影院广告全城暴风覆

盖，提升宁夏旅游的知名度！

2
内容营销
创意智造高效引流

创意定制宁夏旅游推广方案，

强势登陆抖音，微信、微博大

号,H5打造创意营销推广路径，深

度展示宁夏风情，引客入宁！

3
新闻公关
品牌形象权威塑造

通过中央级媒体，宁、湘两

省权威媒体，香港主流媒体的权

威报道，快速树立宁夏旅游的品

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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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芒果主播组团游宁夏 造就宁夏旅游热点话题

传播创意一

七位芒果主播“宁夏旅游体验师”担当导游、领队 四大高校八位幸运大学生与芒果主持免费游宁夏

媒体传播

担当宁夏旅游体验师的知名芒果主播以及8位幸运大学生组团游宁夏，并借势抖音、微信等大流量平台，捆绑湖南广电、芒果主播的

影响力，强势生产极具网感的原创作品，打造“芒果主持人组团游宁夏”热点话题，深度展示宁夏旅游，实现引客入宁。



传播创意二媒体传播

以孩子梦境的独特视角，超萌孩童口吻，实景+手绘结合，还原一个孩子梦中的神奇宁夏，创意展示宁夏经典景区。

手绘+实景匠心制作创意H5    打造“梦中宁夏”奇幻体验



创意海报，深度链接用户， 旅游IP、宣传周、优惠信息三维一体刷屏传播

传播创意三媒体传播

三大活动预热海报，直击目标受众兴趣点，聚引关注 两大引客主题海报，紧扣“避暑游”需求，强化半价优惠信息

五套宁夏定制海报，深度结合沙坡头、大话西游等宁夏旅游IP，精准宣推宣传周重点活动，紧扣专属优惠及旅游需求，创意引客入宁。



体验到购买“一键”达成 推广+引客一气呵成

传播创意四媒体传播

创意H5、海报“一键”跳转宁夏旅游产品购买页面，创意实现推广、销售转化无缝链接。



市场效果



第一站 6月22日

宣传周开幕式

第三站 6月25日

宁夏旅游湖南推介会

第四站 6月26日

宁夏产品湖南推介会

第五站 6月27日

宁夏电影展映

第二站 6月23日—25日

宁夏生活体验周

五大线下定制活动，影响超十万人次，宁夏旅游引爆湖湘！

市场效果



强势造就5.75亿+人次海量曝光

线上硬广 湖南卫视及4大地面电视台+3大强势电台硬广曝光量达 3.27亿人次

线下硬广 机场硬广+户外大屏+公交站台+电梯框架+影院硬广曝光量超 2000万人次

新媒体硬广 微信朋友圈及省内4家主流新闻App硬广投放曝光量达 11,579,510人次

线上内容营销 3次抖音投放+17次微信大号+1次微博大号推送+1个H5曝光量达 11,122,061人次

新闻公关 新闻邀约到场媒体近70家，电视+纸媒+电台+网络等媒体新闻报道覆盖远超 2亿+人次

开幕式直播 4家直播平台同步直播，实时观看量近80万，曝光量达 4,424,427人次

历时26+天，100+家国内外媒体联合发声，强势硬广全城覆盖，创意营销深度沟通：

市场效果



活动期间，“宁夏旅游“百度搜索环比增长60%，“宁夏”百度搜索6月23日达到全年峰值

市场效果



市场效果

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旅游工作座谈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徐晓平提到，“湘约宁夏”湖南宣传周等大型宣传活动，使得宁夏旅游的品牌

影响力显著增强。2018年上半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679.8万人次，旅游收入14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3%和15%；接待入境过夜游客3.79万人次，同比增长56.02%。

徐晓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陈献春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大咖如是说

陈献春主任6月22日出席宣传周开幕式并代表湖南旅游发展委员会与宁夏旅游发展委

员会签署合作协议，6月23日来到宁夏生活体验周现场参观、指导；宣传周活动类型丰富

，通过不同的方式多方面展示了宁夏旅游的特色，加强了两省旅游合作，陈献春主任对“

湘约宁夏”湖南宣传周活动高度赞扬。



1、电视

市场效果

湖南卫视官方TVC255次高频播出，造就超3亿曝光，霸屏全台！



2018年06月14日—28日，硬广释放75次/天，15天共计超1125次！

辐射湖南省700万台私家车、公交及其余收音机！

每日影响人数超2000万！

总体预计收听人次超2505万！

市场效果
2、电台

超1125次强势发声，超2505万人次收听，声震湖湘！



2000块黄金广告位，26天无间断出街，造就超2000万人次曝光，席卷全城！

市场效果 3、户外硬广

长沙7大核心商圈户外大牌，1626块电梯框架，200块公交站牌，市中心6家一线影院，黄花国际机场出发层、到达层全覆盖。



原创TVC登陆抖音，超180万人次曝光，宁夏旅游C位出道，爆发新媒！

6月22日

市场效果 4、新媒体



4、新媒体

新湖南

投放媒体：新湖南App

投放时间：6月19日—28日

广告类型：文创首页推荐大图

湖南省公务员必装新闻App

10天大图信息流持续霸屏

曝光量： 2,424,427人次

点击量： 368,513人次

国内、省内顶级新媒体硬广一网打尽，爆发新媒！

市场效果



4、新媒体

今日头条

投放地区：长沙

投放媒体：今日头条App

投放时间：6月20日、21日

广告类型：开机大图、信息流

国内、省内顶级新媒体硬广一网打尽，爆发新媒！

市场效果



4、新媒体

投放地区:长沙

投放媒体:腾讯新闻App

投放时间：6月20日、21日

广告类型：开机大图、信息流

18-30岁及41-50岁用户为主流点击者

腾讯新闻

国内、省内顶级新媒体硬广一网打尽，爆发新媒！

市场效果



4、新媒体

掌上长沙焦点轮播图

投放时间：6月22日

投放内容：H5

广告类型：焦点轮播图

投放地区:长沙

点击量：近20万人次

投放时间：6月22日

投放内容：倒计时海报

广告类型：开机大屏

投放地区:长沙

展示量： 50万人次开机页面 焦点轮播图

掌上长沙开机页面

国内、省内顶级新媒体硬广一网打尽，爆发新媒！

市场效果



投放地区：湖南长沙

投放时间：6月20日、6月22日

广告类型：朋友圈广告

广告形式：投放主视觉海报、新媒体TVC

（牵手版）及活动介绍，引导用户跳转至

宁夏旅游公众号。

微信朋友圈广告刷屏星城朋友圈，曝光超180万次，爆发新媒！

曝光次数：1,825,529
点击次数：11,151

市场效果 4、新媒体



齐聚长沙顶级微信公众号，创意推文辐射人数超5,600,000，爆发新媒！

市场效果 4、新媒体



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央网媒权威发声，覆盖人次破亿，精推全网！

市场效果 5、主流网媒



专业旅游网站超800万次浏览，精准覆盖助推引客入宁，直击官网！

爱旅游 搜狐旅游 马蜂窝 艺龙旅游中国旅游网

市场效果 6、行业垂直媒体



潇湘晨报 湖南日报 长沙晚报【报眼】 三湘都市报

市场效果 7、纸媒

湖南四大权威报纸联合刊发，辐射人数达172万，影响湖湘！



市场效果

五大线下定制活动，影响超十万人次，惊艳长沙，闪耀星城！

8、线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