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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定金膨胀/拼团
/秒杀/砍价玩法，主打年终最后一
次囤货节主题，借势双十二进行促
销活动；

2、 ：线上发起#双十二消
费指南#等话题，结合答题活动，
推广自己的理财产品；

3、 ：线上发起#双十二
回血购#、#双十二你又剁手了吗#
等话题，结合抽奖玩法，设置实物
奖品、双十二现金红包吸引用户传
播；

4、 ：以双十二为噱头，
推出双十二超值套餐，结合游戏抽
奖活动，设置餐饮券等作为奖品吸
引用户参与

宜：囤货/回血营销

双十二
12.12

1、 ：利用微传单H5+抽
奖活动，进行节气科普；或以冬至
为主题，植入品牌内容进行宣传；
2、 ：以御寒保暖为主题，
结合秒杀/拼团玩法，进行冬季保暖
新品宣传和发售；
3、 ：推出冬至套餐，结
合助力玩法，邀请好友助力玩游戏，
用户有机会获得特定套餐或餐饮优
惠券等奖品；
4、 ：线上发起#最后一
个节气#、#南圆北饺大PK#等话题，
结合游戏抽奖玩法，吸引用户参与
讨论

宜：节气营销

冬至
12.21

1、 ：发起#平安夜告白
#、#圣诞祝福#等话题，结合微传
单H5+抽奖活动，吸引用户参与讨
论；
2、 ：借势圣诞节，
主推圣诞限定款商品，结合拼团/
秒杀玩法，进行商品促销；
3、 ：主打圣诞聚餐主题，
结合游戏抽奖/助力玩法，以免单、
优惠券等吸引用户参与；或结合秒
杀玩法，小程序参与圣诞大餐秒杀
活动，用户可低价享受大餐；
4、 ：打造圣诞主题
游乐场，结合游戏抽奖玩法，以免
费门票、门票折扣券、红包等奖品
吸引用户

宜：玩乐营销

平安夜/圣诞节
12.24/12.25

1、 ：发起#年度账单#、
#年度总结#等话题，结合投票活动，
用户晒年度账单，票数最高者可获
得现金红包或购物卡等奖品；
2、 ：借势跨年、元
旦，结合微传单H5，植入品牌内
容进行宣传；或结合拼团/秒杀玩
法，进行商品促销；
3、 ：主推跨年/开年套餐，
结合抽奖/助力玩法，以免单、优
惠券等吸引用户参与；
4、 ：主推元旦小长
假旅游套餐，结合游戏抽奖玩法，
以套餐折扣券为奖品吸引用户；或
结合多人拼团玩法，多组家庭参与
拼团可享受低价优惠

宜：福利营销

跨年/元旦
12.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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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货/回血
营销

1、 ：采用定金膨胀/拼团/秒杀/砍价玩法，主打年终最后一次囤货节主题，借势双十二进行促销活动；
2、 ：线上发起#双十二消费指南#等话题，结合答题活动，推广自己的理财产品；

知识答题双12限时秒砍价活动

扫 码 体 验▲ ▲



囤货/回血
营销

3、 ：线上发起#双十二回血购#、#双十二你又剁手了吗#等话题，结合抽奖玩法，设置实物奖品、双十二现
金红包吸引用户传播；
4、 ：以双十二为噱头，推出双十二超值套餐，结合游戏抽奖活动，设置餐饮券等作为奖品吸引用户参与

疯狂拆快递回血双十二

扫 码 体 验▲ ▲

双十二抽抽抽



节气营销 1、 ：利用微传单H5+抽奖活动，进行节气科普；或以冬至为主题，植入品牌内容进行宣传；
2、 ：以御寒保暖为主题，结合秒杀/拼团玩法，进行冬季保暖新品宣传和发售；

扫 码 体 验▲ ▲

冬至送祝福 抽奖活动 新品秒杀



节气营销 3、 ：推出冬至套餐，结合助力玩法，邀请好友助力玩游戏，用户有机会获得特定套餐或餐饮优惠券等奖品；
4、 ：线上发起#最后一个节气#、#南圆北饺大PK#等话题，结合游戏抽奖玩法，吸引用户参与讨论

扫 码 体 验▲ ▲

助力活动 游戏抽奖 游戏抽奖



玩乐营销 1、 ：发起#平安夜告白#、#圣诞祝福#等话题，结合微传单+抽奖活动，吸引用户参与讨论；
2、 ：借势圣诞节，主推圣诞限定款商品，结合拼团/秒杀玩法，进行商品促销；

扫 码 体 验▲ ▲

欢乐抽大奖圣诞祝福 阶梯拼团



玩乐营销
3、 ：主打圣诞聚餐主题，结合游戏抽奖/助力玩法，以免单、优惠券等吸引用户参与；或结合秒杀玩法，小程
序参与圣诞大餐秒杀活动，用户可低价享受大餐；
4、 ：打造圣诞主题游乐场，结合游戏抽奖玩法，以免费门票、门票折扣券、红包等奖品吸引用户

扫 码 体 验▲ ▲

秒杀活动助力活动 圣诞游戏



福利营销
1、 ：发起#年度账单#、#年度总结#等话题，结合投票活动，晒出年度账单，票数最高者可获得现金红包或
购物卡等奖品；
2、 ：借势跨年、元旦，结合微传单H5，植入品牌内容进行宣传；或结合拼团/秒杀玩法，进行商品促销；

扫 码 体 验▲ ▲

拼团活动照片投票元旦祝福



福利营销
3、 ：主推跨年/开年套餐，结合抽奖/助力玩法，以免单、优惠券等吸引用户参与；
4、 ：主推元旦小长假旅游套餐，结合游戏抽奖玩法，以套餐折扣券为奖品吸引用户；或结合多人拼团玩
法，多组家庭参与拼团可享受低价优惠

扫 码 体 验▲ ▲

元旦游戏助力活动元旦跨年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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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2签到赢大奖[电商行业]

活动时间

2019.12.08-2019.12.11

活动亮点

1、 在公众号发布相关推文，有效扩
大活动的宣传效果；并进行奖品展示，吸引用户参与；
2、 抽奖仅限公众号粉丝参与，有利于实现
公众号涨粉；
3、 邀请好友参加可增加抽奖次数，有利于
活动推广

主办单位

天猫【松达旗舰店】
采用活动

签到抽奖

活跃粉丝 促进转化
浏览人数：   参与人数：   分享次数：



冬至游戏抽奖[新媒体行业]

活动时间

2019.12.17-2019.12.19

活动亮点

1、 首先在公众号发布相关推文，利
用庞大粉丝基础，为活动预热，扩大活动的宣传效果；
2、 中奖者需关注公众号后领取现金红包，
有利于公众号涨粉；
3、 成功邀请好友参与游戏可获得额外抽奖
机会，有利于品牌宣传推广

主办单位

团餐谋微信公众号
采用活动

南圆北饺大PK

公众号涨粉 品牌宣传
浏览人数：   参与人数：   分享次数：



三幅圣诞消消乐[零售行业]

活动时间

2019.12.20-2019.12.22

活动亮点

1、 抽中实物奖品玩家需填写正确联系
信息才能兑奖，有利于商家邮寄以及用户信息留存；
2、 每人限抽奖一次且中奖率为100%，
吸引玩家参与游戏抽奖；
3、 奖品设置为立减券，玩家需购买商品才
能使用，有利于实现商品销售转化

主办单位

三福时尚
采用活动

圣诞消消乐

信息留存 促进转化
浏览人数：   参与人数：   分享次数：



元旦答题[金融行业]

活动时间

2019.12.30-2020.01.10

活动亮点

1、 抽奖仅限广东省分行公众号粉丝参与，
有利于实现公众号涨粉；
2、 中奖者可在我的奖品内进行核销，比较
方便快捷；
3、 成功邀请好友参与游戏可获得额外抽奖
机会，有利于实现活动裂变传播

主办单位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
采用活动

315打假小课堂

公众号涨粉 裂变传播
浏览人数：   参与人数：   分享次数：



快速搭建爆款线上商城

小程序/H5/网页端，三位一体

快速搭建展示型网站

小程序/H5/网页端，三位一体

一键创建H5小程序活动

抽奖/投票/拼团/签到

朋友圈疯传的H5传单

邀请函/招聘/宣传

3分钟制作专属小程序

多行业模板/一键发布

微信服务号管理必备

突破每月4条的群发限制
极简平面设计利器

一键抠图/快速排版

打造服务业智慧门店

预约服务/会员管理

专注解决获客与转化难题

企微私域/智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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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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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包公司多，安全风险大，维护要收费



如分享案例内容，属于企业隐私内容，请及时联系我司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