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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活动目的与热点提示

综合

传播营销

娱乐

以品牌/ 产品宣传为目的， 
注重展示程度和传播层面

盈利+宣传+趣味+其他

注重路径铺设、整体效果

以实现营销利润为目的， 
注重流量和转化效果

以活跃用户为目的， 
注重用户粘性与活动体验

06.14
世界杯开幕

06.18
端午节

06.07
高考

06.17
父亲节

06.18

年中促

06.01
儿童节

06.21
夏至

06.01 国际牛奶日

5. 世界环境日

6. 全国爱眼日/66大促

06.08 世界海洋日

06.10 中国文化遗产日

06.21 世界渐冻人日

活动目的分类

六月份节日热点



场景一： 抽奖派发优惠券，诱导客户购买

主办A在618节前准备抽奖进行预热宣传，客户抽奖获得优惠券并于  

618当天购买商品时使用

场景二：购物获抽奖送礼，刺激客户加购

主办B在618期间开启购物赠礼的抽奖活动，客户前往商城购 物达

到抽奖条件，获得了参与抽奖的机会

场景三：引导关注公众号，持续转化客户

主办C在618期间引导某淘某东或到店消费的人前往微信参与 抽奖

并开启“强制关注”功能，客户受引导关注公众号

标语： 1. ”狂欢618，XX礼券限量派“

2. ”狂欢618，XX（品牌）好礼天天抽“

3. ”XX(品牌)年中大促送礼，100%中奖“

（二）策划准备与活动执
行

★618抽奖活
动

“幸运大转盘”
抽奖（大转盘）

6 1 8 购物狂欢节可通过 抽奖 吸引人流、 刺激消费

传播 引流 吸粉

“618欢乐大抽奖”
抽奖（九宫格）



（二）策划准备与活动执
行

★618抽奖活
动

“幸运大转盘”
（长页面）

设置： 1.编辑：更换奖品图，修改奖品名称，补充活动说明

2.分享：开启“好友助力”分享/邀请可额外获得N次抽奖机会

3.加密：开启“访问密钥”，给指定用户一个密码参与抽奖

4.兑奖：选择公众号兑奖可吸粉，选择网页兑奖可引流至商城

”幸运大转盘“：活动信息呈长页面展示，自定义画面有助于品牌曝光

★其他直接抽奖型模板：九宫格、摇一摇、刮刮乐、砸金蛋、扭蛋机、拆礼包...

6 1 8 购物狂欢节可通过 抽奖 吸引人流、 刺激消费

多重刺激 聚集流量 实现转化

奖品：电商优惠券、礼品、红包、第三方礼品

★关于“第三方礼品”：在礼品中心选购奖品”全国三网流量包或话费“、

”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的视频会员“用户中奖后自助兑奖，无需主办方人工派发



6 1 8 主打降价让利， 通过 砍价活动 刺激顾客购买并达成线上宣传

“燃炸618”
砍价（通用版）

“全民砍价”
砍价（在线支付版）

裂变式传播 店铺引流 促销获利

场景一：借势618，线上砍价，引流到店

主办D经营门店，借势618电商热点，做线上的砍价促销活动，用 

户砍价成功后前往门店购买/兑换商品

场景二：好友帮砍裂变式传播，为商家拉新吸粉

主办E在618做线上店铺的促销宣传，放出部分商品吸引眼球，用 

户邀请好友帮砍，好友也邀请TA的好友帮砍

场景三：无线上商铺，砍价在线支付功能实现商品促销

主办F无开通商城，618期间使用带有在线支付的砍价模板，用户 

通过微信支付购买了砍价商品并填写收货信息

标语示例： 1. ”618大放价，砍到0元免费拿“

2. ”燃炸618，X元商品限量砍至惊喜价“  3.“ 618来XX（品

牌），砍它就购了”

（二）策划准备与活动执
行

★618砍价活
动



在线支付

（二）策划准备与活动执
行

★618砍价活
动

设置： 1.商品：设置库存与价格，上传商品图片、配字 2.商家：

完善联系方式（兑奖地址、电话）

3.条件：商品个数，砍价目标，需砍次数

4.在线支付：需开通公众号支付（仅限已认证服务号）

6 1 8 主打降价让利， 通过 砍价活动 刺激顾客购买并达成线上宣传

激活客户

品牌推广裂变传播
“全民砍价”
砍价（支付版）

（商品选择页） （订单提交页）



（三）活动细节与数据监
控活动发布前进行细节检查， 发布后检测数据及时调整方案

细节检查 数据监控



（四）推广形式与渠道大
全利用游戏链接与二维码， 从线上到线下实现推广形式的多样化



微 信 平 台 自 有 渠 道 付 费 渠 道

充分利用自有渠道， 合理选择有效付费渠道

（四）推广形式与渠道大
全



（ 五） 循环式用户运营

定期进行互动活动有助于增强用户粘度

3

21

4

新变老—留存
通过福利活动，让新用户在一定的时间内 

巩固对品牌产品的认可，成为忠实用户

老用户—活跃
多次用互动手段活跃老用户，植入广告 

使老用户产生购买/复购的欲望

新用户—拉新
吸引陌生用户参与活动， 

引导用户对产品/品牌产生兴趣

老带新—刺激
利用一些分享性的活动，刺激老用户 

分享带动新用户，形成口碑传播效应





（一）六月份互动主题模
板

1.1 儿童节主题（06.01）

“六一欢乐嘉年华”
( 九宫格抽奖)

“疯狂过山车”
( 动作类)

“欢乐儿童抢糖果”
( 跳跃类)

“集卡牌忆童年”
( 好友助力)



“2018狂欢世界杯”
(九宫格抽奖)

“激燃世界杯竞猜赢大奖”
(好友助力)

1.2 世界杯主题（06.14）

“决战世界杯赢好礼”
(反应类)

“冲击世界杯”
( 反应类)

“全民世界杯”
( 反应类)

（一）六月份互动主题模
板



1.3 父亲节主题（06.17）

“集暖心好礼送父亲“
( 好友助力)

“我的超人爸爸”
( 跳跃类)

“我的保护神爸爸”
( 动作类)

“父爱如山”
( 益智类)

“疯狂挠爸爸”
( 手速类)

（一）六月份互动主题模
板



1.4 端午节主题（06.18）

“端午抽奖嗨翻天”
( 九宫格抽奖)

“集粽子过端午” “激情龙舟抢大礼” “端午节·跳上龙舟”
( 好友助力) ( 动作类) ( 跳跃类)

“吃粽子大赛”
( 手速类)

（一）六月份互动主题模
板



（一）六月份互动主题模
板

1.5 618年中大促主题（06.18）

“618欢乐大抽奖”
( 九宫格抽奖)

“618·我是购物狂”
( 动作类)

“燃炸618”
( 砍价)

“年中大促·原来是礼”
( 动作类)



（二）往年优秀活动案例参
考

2.1 “欢乐六一·小天才手表免费送”

主办单位：步步高

浏览人数：13133 

获奖人数：7612

参与人数：12066 

分享人数：3118

吸粉 引流

游戏模板：六一欢乐嘉年华”——九宫格抽奖

活动概述：

引导玩家关注公众号抽奖后到店兑奖，通过线上宣传传 

播，增加活动期间门店人流

案例亮点：

1.品牌与节日贴合度高，以产品为奖品有助于品牌传播

2.通过开启“强制关注”功能和设置明确的线下兑奖引 

导，同时达到吸粉和门店引流的活动效果

3.奖项丰富，以“实物+红包+优惠券”为奖品组合



2.2 “果本喊你集粽子过节啦”

主办单位：仙迪化妆品

浏览人数：57692 

获奖人数：6176

参与人数：27041 

分享人数：15089

品牌传播 会员注册

活动模板：“集粽子过端午”——好友助
力

活动概述：

参与者线上邀请好友助力，集齐“粽子”获得抽奖机会， 

通过此助力模式的社交传递形成裂变式传播，最终达成 

低成本大范围的品牌传播效果

案例亮点：

1.用户转发邀请好友助力，助力门槛低并且中奖概率高

2.设置大量安慰奖为会员积分，兑奖引导至注册页面，实 

现会员增长

（二）往年优秀活动案例参
考



2.3 “我的爸爸是男神”

主办单位：尽孝驿站

浏览人数：18559 参与/报名量：10120

品牌传播 吸粉

（二）往年优秀活动案例参
考

活动模板： 投票

活动概述：

以父亲老照片为投票主题的父亲节活动，投票获胜者给予 与

免费入住的奖励，通过参与者的拉票增加平台曝光量

案例亮点：

1.主题鲜明：引起用户猎奇心理、激发参与热情

2.品牌传播：活动以父亲为对象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并通 

过“强制关注”引导用户了解更多平台信息，实现品牌传播



2.4 “盛夏福利 逃离地球赢大奖”
主办单位：腾讯新闻

浏览人数：23812 

获奖人数：21015

参与人数：21015 

分享人数：523

APP引流

游戏模板：“盛夏福利·逃离地球”——跳跃
类

（二）往年优秀活动案例参
考

活动概述：

腾讯新闻以“盛夏福利”为主题，通过奖品刺激引 

导用户下载APP，实现注册量增长

案例亮点：

1.游戏模板：基本沿用原模板，主题易复制、借鉴

2.引导注册：部分奖品兑奖方式为需要注册APP领 

取，设置网页兑奖跳转至APP注册页面，最终通过 

明确的兑奖指引达到注册转化效果





三、互动营销六大玩法解
析

★品牌传
播

标 题

游戏元素

音 效

角 色 

背 景

效果案例游戏模板
自定义后



三、互动营销六大玩法解
析

电商优惠券/ 
礼品 网页核销 输入商城链接

门店优惠券/  
微信卡券/礼品 线下核销 输入门店地址

公众号兑奖/ 
关注后领取

★公众号吸
粉

奖项设置：

礼品/红包/话费
/流量/视频会员

★电商引
流

奖项设置：

★门店引
流

奖项设置：

★在线售
卖

★VIP/特权活
动



为什么选择凡科互动？

凡科互动

白银版698/年，铂金版998/年，钻石版1298/年，买二年送二年

任意创建活动，持续享受VIP服务

10分钟创建活动，一键发布使用

活动期间随意修改活动设置 

新三板上市公司保障，7*24小时安全监控

传统定制

5000-50000

一次性使用，每次付费只能定制一款活动

需不断与技术人员沟通，耗时2-3个月

每次修改需联系乙方，处理周期长

皮包公司多，安全风险大，维护要收费

价格实惠、即建即用、持续服务、灵活修改、安全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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