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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为了推广启动三亚市旅游推广营销，扩大其影响力、感染力。三亚市旅游推广局通过对三亚游客客群结构变
化和旅行需求“质变”的消费者洞察，以80、90后新中产及Z世代为客群目标，针对不同玩法领域打造品质内容
和与客群适配度更高的推广主题，从价值导向、生活方式、旅行玩法等维度重塑三亚旅游目的地形象。同时，作
为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的推广抓手，“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这一推广主题成为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自己的“产品”，
自有IP，更好的吸引和整理三亚旅游资源，使三亚旅游推广更具整体性和话题感。

•挑战

三亚旅游目前主题老化、内容较浅、缺乏复购率，急需点燃年轻人热情，使三亚更好地吸引出境消费回流客
群。

•目标

通过对“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的打造梳理，以此作为推广旗帜整合三亚市大型活动及推广内容，让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成为三亚旅游推广的新名片，为三亚打造新青年奇趣岛旅游指南，辐射三亚多元旅行特色
体验，挖掘三亚旅游精品路线及资源优势，重新建立三亚在青年人中的全新印象，提升三亚旅游品质形象。

背景、挑战和目标



• 消费者洞察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根据三亚旅游客源市场细化分析，2020年5月-10月，18-35岁的青年

客群在三亚旅客总量的占比达到 48%，同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并于今年七月开始，青年

客群旅客保持了30%以上的高速稳定增长；在旅游消费方面，青年旅客占从三亚凤凰机场离

港的免税购物客群的 68%。因此，青年客群 是疫后旅游恢复和拉动旅游消费的主力军。

主题概念策划



• 营销策略制定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于2020年11月完成对于“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理念诠释包装。

通过结合与当代青年客群流行度较广、知名度较高、形象力较强的《动物之森》游戏，将青年

客群打造为5个维度的拟人化动物，对应5种旅行体验，五大奇趣新青年物种包含：章鱼青年、

海豹青年、松鼠青年、鲨鱼青年、考拉青年，分别与美食、旅拍、人文、户外极限、酒店奢享

五大兴趣玩法相对应，每个维度的青年物种也分别各自对应了每种旅行态度，以及定义了“三

亚新青年奇趣岛”口号标语、五大奇趣新青年物种口号标语，以此扩大三亚推广主题在年轻群

体的好感度。

主题概念策划



（一）“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口号：

新青年奇趣岛，常趣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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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青年口号

1. 章鱼青年（剁手玩家）：

什么是当地必尝必Buy？就是要逛吃拔草，旅途才过瘾！

主题概念策划



（二）五大青年口号

2.海豹青年（抢镜怪兽）：

什么是镜头感？就是要走进风景里，怎么拍都带感！

主题概念策划



（二）五大青年口号

3.松鼠青年（知识自由）：

怎样才能博闻强识？就是要知行合一，才能过目不忘！

主题概念策划



（二）五大青年口号

4.鲨鱼青年（极致探索）：

如何获得极致自由？就是要乘风破浪，打破局限的自我！

主题概念策划



（二）五大青年口号

4.考拉青年（灵感睡客）：

如何疗愈疲惫身心？就是要躺赢全程，在慵懒中找回灵感！

主题概念策划



（三）五大青年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

1. 剁手玩家（章鱼青年）

旅行态度：以逛、吃、买为本命，为邂逅美食与好物疯狂剁手，获取旅行最大满足

旅行特征：热衷三亚美食&购物体验，逛吃买就是人生最爱，左手清补凉，右手免税店，

开启剁手模式，八只都不够！

主题概念策划



（三）五大青年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

2.抢镜怪兽（海豹青年）

旅行态度：崇尚视觉主义，极具时尚嗅觉，捕捉镜头，征服镜头

旅行特征：热衷三亚旅拍体验，镜头感十足，喜欢通过旅拍记录自己的旅途与生活，在

海岛就能解锁360°旅拍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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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青年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

3.知识自由（松鼠青年）

旅行态度：喜欢漫步观察世界，渴望获取无穷尽的知识，追求精神富足

旅行特征：热衷三亚人文探索，在奇趣人文景观漫步，囤积无穷无尽的知识宝藏，开启

三亚慢游新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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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青年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

4.极致探索（鲨鱼青年）

旅行态度：热爱自由与挑战，愿为追求人无我有的特殊技能而乘风破浪

旅行特征：热衷三亚户外极限探索，一入三亚乘风破浪，潜水、冲浪、帆船和皮划艇一

样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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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青年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

5.灵感睡客（考拉青年）

旅行态度：拒绝走马观花，热衷通过住宿空间与当地建立联系，对旅行舒适度有较高要求

旅行特征：擅长发现美好住宿，热衷从奢躺中发现灵感，并沉浸在其中获取极致的舒适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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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青年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

同时，制作了五大奇趣新青年物种的动物形象、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视觉画面、五大青年物种子视

觉画面，并制作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传视

频。通过主、子视觉画面以及主题宣传视频将三亚

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更加形象、生动以及易于理

解的向目标客源群体进行诠释、阐述，将推广主题

更加可视化的代入青年客群，通过主题宣传视频树

立更加与青年客群一致的旅行态度和旅行特征。

主题概念策划



（一）“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发布会
2020年12月1日，由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主办的“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发布会在海南三亚召开。活动现场设置了新青年

奇趣签到板及若干青年奇趣装置，烘托新青年奇趣氛围，并提供了相关奇趣主题元素的打卡拍照点位，为到场的与会嘉宾提供了新青

年奇趣岛中的美食、旅拍、人文、户外极限、酒店奢享相关主题装置体验。

发布会上，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发布了“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这一全新推广主题，向到场的三亚市各主要旅游企业、岛内外媒体相

关负责人诠释了“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这一针对于青年客源群体打造的推广主题，介绍了“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的推广模式，未来主

题推广相关的线上及线下系列活动，线上将联合穷游网发布针对三亚旅游目的地的2020全新概念型旅行锦囊路书，同时还将联合穷

游网推出针对三亚的“探夜俱乐部”小程序等推广内容。线下主要是通过嘉年华、品牌活动、音乐节等活动进行主题推广，拟通过支

持豫园三亚鹿城灯会、豫园夜市嘉年华、2020穷游TOP50年度旅行者大会等大型活动辐射线下青年客群，扩大主题推广的影响力和

感染力。从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旅行玩法等维度为新青年们增添三亚多元的时尚先锋旅行体验，挖掘三亚更多旅行精品资源，打

造以兴趣导向为核心的三亚奇趣新体验。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一）“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发布会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三亚发布会现场）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广主题）



（一）“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发布会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三亚发布会现场图）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发布会现场装置）



（二）“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题推介会（成都、南京、杭州）

由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主办的2020年三亚旅游冬季联合营销暨“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活

动在成都、南京、杭州等地举行。在展示三亚丰富的旅游业态、旅游资源、产品路线的同时，通过五大

新青年奇趣物种的阐述，以及对应的五类三亚奇趣玩法，为三地旅游业界同仁和游客全方位感受“三亚

新青年奇趣岛”对应的五类旅行体验，包括浪漫婚拍、购物天堂、悠闲度假等，激发到场嘉宾对三亚旅

游度假的渴望。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二）“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题推介会（成都、南京、杭州）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成都站推介会现场）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南京站推介会现场）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杭州站推介会现场）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介会现场装置组图）



（三）2020穷游网TOP50年度旅行者大会

穷游TOP50年度旅行者大会是穷游平台打造的独家品牌，本次大会活动以本年度穷游平台评选的最具有影响力

的50位旅行达人为对象，开展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目的地沉浸式体验，并产出系列内容进行传播推广。通过引进2020

穷游网年度旅行者大会，借助该活动的KOL旅游达人及旅游类垂直媒体的宣传渠道，在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

发布后为年度KOL旅行达人带去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探索之旅，50位在互联网平台上具备较高粉丝量的达人在自媒体

平台进行传播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题以及奇趣旅行玩法、奇趣旅游路线等。同时，结合“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发布

会等活动对于推广主题创意阐释、媒体发布，以及TOP50达人发声、扩散概念，面向全网用户进行“三亚新青年奇

趣岛”的社会化传播，直接触达并获取青年客群。穷游及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发挥“互联网+旅游”的运营优势，发起

线上、线下传播活动。实现线上及线下的沉浸式结合，形成政、企、客的多维营销联动。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三）2020穷游网TOP50年度旅行者大会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2020穷游TOP50旅行者大会现场）

（2020穷游TOP50旅行达人颁奖现场）

（2020穷游TOP50旅行者大会合影）



（四）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探夜俱乐部小程序
在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下，为了进一步探索新青年三亚旅游可能，整理三亚夜景旅游资源，促进三亚夜经济发展，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与穷游网合作设计并上线H5互动页面“三亚新青年探夜俱乐部”，于2020年12月下旬，在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公众号、穷游网

等多渠道进行投放推广。

针对新青年用户线上互动习惯，三亚新青年探夜俱乐部H5页面以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夜游奇遇为线索，在章鱼青年、海豹青年、松鼠

青年、鲨鱼青年、考拉青年五大主题下，用夜市碎片、夜景碎片、体验活动碎片收集的形式，引导用户互动，推广三亚旅游和夜经济。具

体涵盖国际免税城、第一市场、亿恒夜市、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后海渔村等新老景区，并介绍了太阳湾柏悦、艾

迪逊酒店、文华东方、宿约107等优质住宿商家，串联三亚大众景区和新奇景点，覆盖不同旅游偏好和消费力人群。并通过用户交互、抽

奖福利等多种形式，调动用户兴趣，吸引用户参与，扩大主题传播，强化三亚旅游新奇、快乐、浪漫的调性，呼应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常

趣常新”的主题推广词。

作为“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线上产品，“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探夜俱乐部H5互动页面补充了三亚夜间旅游攻略的空白，满足了不同

目标客群的旅游和消费需求，丰富了推广主题内容，扩大了推广主题影响力，是2020“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关链接：https://mktstatic.qyer.com/sf1.html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四）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探夜俱乐部小程序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五）“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穷游旅行锦囊路书
配合全新推广主题“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与穷游合

作修订更新了《三亚旅行锦囊路书》，该锦囊路书的上线为新青年乃至全年

龄和消费层的游客提供详实有效的旅游信息，完善“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

广主题概念，为鹿城吸引更多优质的旅行者和消费者。

相关链接：https://guide.qyer.com/sanya/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五）“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穷游旅行锦囊路书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六）“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携程旅拍话题比赛

为多维度深化“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题旅行玩法及话题热度，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联合携程网在携程旅行平台上发起“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旅拍话题比赛活动。携程旅拍比赛活动主要内容为鼓励参赛选手晒出三亚奇趣旅行玩法，瓜分万元旅行基金！一起来探索奇趣三

亚！携程旅拍比赛活动于2020年12月17日-2021年1月3日发起旅拍话题，携程用户通过添加“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话题，分享三亚奇趣

旅行主题玩法图文、视频，最终评级达到携程网优质或精选级别，将有机会获得总价值为人民币1万元的旅行基金，最多奖励100名用户，

每人可获100元旅行基金。

通过此次携程旅拍话题比赛活动，一方面为“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提供丰富的图文、视频素材库，另一方面将“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推广主题在携程网平台持续发酵，吸引广大年轻网友积极参与打卡，并上传相关内容参与大赛，在三亚拍摄记录，晒出三亚冬季

的奇趣游玩体验，并借助本次大赛活动奖励吸引广泛的用户参与，并以UGC内容裂变实现二次种草。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六）“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携程旅拍话题比赛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七）“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传视频
以“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为主题，为着重体现新青年及奇趣理念，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在三亚近年热度

较高、话题性较多和更具三亚特色的景区、酒店进行取景拍摄“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传视频，
通过整合三亚旅游资源，将各具鲜明特色的景区、酒店及玩法分别对应具备不同旅行态度及旅行特征的五
大新青年物种，助力“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更快速的在客群中传播与理解。

视频相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6SCe8utLH0WeIVYtl-J3A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1.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话题活动
配合“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内容，通过系列微博话题营销，全

新探索和展示自贸政策下三亚城市旅游、人文、美食、购物、服务等各个领
域的“新”、“趣”形象，展现春日生机盎然下的美好三亚，引导网友从更
加具体的视角认识、了解、爱上全新的三亚春日季，并参与线上话题互动与

内容输出。该话题阅读量已达 1.1亿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1.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话题活动

（1）话题内容：新青年奇趣岛系列人物画报全新出街
围绕三亚的美好旅行体验，聚焦美食购物、旅拍、人文、户外极限、酒店住
宿五大领域，展示五大青年个性人物形象，用人物画报的形式推出春季旅游
推广主话题-“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并为后续系列内容进行预热铺垫。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1.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话题活动

（2）话题内容：五大新青年人物代表招募
向全网发起五大新青年人物代表的招募，择优选拔出既能代表“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之下五类新青年的特征，又拥有旅游推广传播能
力的5位新青年，并邀请入选青年参与定制游玩项目和Vlog拍摄，输出系列攻略图文或Vlog短视频，将三亚有趣、好玩、年轻有活力
的一面展现给大众。相关链接如下：
链接：https://m.weibo.cn/5769601401/4616241525817907
链接：https://m.weibo.cn/3248701791/4617316152903449
链接：https://m.weibo.cn/1824916155/4616075590766922
链接：https://m.weibo.cn/1752563354/4616793064475749
链接：https://m.weibo.cn/1760454770/4615502078675091
链接：https://m.weibo.cn/1700642665/4616419428274819
链接：https://m.weibo.cn/1992348665/4618263928242226
链接：https://m.weibo.cn/5252279760/4617564254636210
链接：https://m.weibo.cn/5879419681/4623832323982044
链接：https://m.weibo.cn/6368754973/4621867225191666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1.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话题活动

（3）话题内容：系列主题快闪短视频上线

图文的预热过后，我们持续深入围绕三亚春日季进行深入探索，分别从旅拍、美食、购物、户外极限等不同版块持续输出原生内容，联合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共同推出6条系列快闪视频，视频内容配合城市画报做快闪视频的潮流视觉呈现，生动展现三亚的春季城市面貌，搭建起

城市与广大用户沟通的新桥梁。

70秒三亚趣印象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aZQj3374

40秒鲨鱼青年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bDLP6ISr

40秒松鼠青年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bB6Cvpdk

40秒考拉青年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cdoLvujR

40秒海豹青年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baGQt6wc

40秒章鱼青年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baGQt6wc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2. 三亚旅游粉丝互动主题推广活动（宠粉计划）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联合新浪海南举办邀请粉丝、大v、新青年人物代表共15位共同组成线下宣传团，打卡三亚网红地标，以图片或视频

影像、文字、H5等多种内容形式，在各位粉丝、大v的自媒体以及其他新媒体平台，和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新媒体平台同步发布，宣传三

亚旅游。

二月宠粉福利，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JDfRMFNel

三月宠粉福利，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JFQFLkkeR

四月宠粉福利，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8Rdvlr3l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3.三亚市旅游微博话题挑战赛互动（48小时春趣计划）

由新浪海南联合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发起微博话题挑战赛活动，官方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代言人抢先推出一波新青年打卡三亚新青年奇趣

岛春日三亚新姿势，挑战赛期间，五大新青年代言人将围绕相应旅游领域的主题，以各自的奇趣打卡方式，全新推出三亚春季旅行玩法攻

略，用极具网感的有趣形式，记录下不同人群眼中的美好三亚。同时，关注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账号并参与话题挑战同步可获得互动抽

奖机会，刺激更多用户参与互动与内容的产生。

48H春趣计划(DAY1) VLOG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c5YeBxZm

48H春趣计划(DAY2) VLOG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cxV9ymZr

48H春趣计划采访篇发布，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d9em52cT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八）“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浪微博宣发推广活动
4.微博粉丝线上狂欢活动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联动新浪微博共同邀请海南目的地官方、旅游企业、餐饮企业等，以美食、旅拍、人文、户外极限系列主题发起微博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线上主题周粉丝狂欢活动，邀请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五大新青年代言人一起，每人领衔一个主题领域，与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一起，联动五大主题对应的海南景区、旅游企业蓝V共同参与，关注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账号，参与话题互动，既有机会获得百万

粉丝旅游互动好礼。

第一周：户外极限- 鲨鱼青年ID 春季嗨玩运动，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8A1mmzxz

第二周：知识人文- 松鼠青年ID 春季文艺驿站，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9EUheTH3

第三周：酒店睡客- 考拉青年ID 春季酒店发现，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aJyx8XRD

第四周：旅拍抢镜- 海豹青年ID 三亚春季趣拍，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bMTesAXd

第五周：美食购物 章鱼青年ID 春季美食图鉴，链接：https://weibo.com/7486777618/KcOpiBz0i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九）2021年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广东站、重庆站主题推介
1.“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广东站推介活动

为更好地开展错峰旅游宣传活动，为淡季不淡的推广工作打下良好基础。2021年3月30日至4月4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携五家三亚市涉旅企业在华南地区重

点客源城市：深圳、佛山、广州，展开为期一周的城市旅游推介活动。以达到“拉动淡季人流量增长，吸引更多客群来访三亚，提升三亚旅游目的地认知，宣传三

亚旅游模式多样化”的目标。广东站系列推介活动由深圳、佛山、广州三地三场旅业推介会和一地一场（3天）公众推介活动组成。旅业推介会针对客源市场涉旅

企业和媒体开放，采用邀请制。受邀嘉宾来自当地涉旅企业，业务类型包括自由行、跟团游及主题游产品，涉旅企业包括组团社、批发商和OTA等企业。旅业推介

会共有100余家当地涉旅企业的200余位旅游从业者参与推介活动；共有10余家当地媒体现场采访。

旅业推介会以“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为推广主题，“惠”玩“质”去三亚为推广内容，突出三亚优惠的旅游政策和高质的旅游资源，通过学习海外旅游局推介

经验和模式，设置涉旅企业圆桌洽谈、趣味旅游宣传游戏等高互动性创新模式，为两地涉旅企业搭建业务交流平台，创造业务拓展机会。

公众推介活动选址广州市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商业综合体，借力商圈客流量及交通枢纽的便利条件，借助清明小长假的节庆氛围，于4月2日举办“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任意门”公众体验活动开幕仪式，于4月3日至4日举办为期两天的公众推介活动，在广州市民游客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力。活动期间，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在活动现场设立“奇趣主题市集”，展示三亚航旅相关实用信息，向公众宣传三亚优质实惠的旅游产品；三亚旅游二次元IP形象鱼子匠现身活动现场，与公众互动

拍照；奇趣岛帆布袋手作活动、椰子派对和现场音乐表演等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广州本地市民游客带来独具风情的三亚文旅大餐，有效提升了三亚旅游目的地

在客源市场的品牌形象。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九）2021年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广东站、重庆站主题推介
2.“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重庆站推介活动

在重庆解放碑威斯汀酒店举行的“五一登岛正闹热，好吃好耍好安逸”2021年“三亚

新青年奇趣岛”旅业推介会，为三亚市及重庆市涉旅企业搭建合作桥梁，现场设置“三亚新

青年奇趣岛”五大青年物种画像拟人展示板，通过五大青年对应的五类潮趣玩法，向重庆市

涉旅企业介绍三亚优质旅游资源及旅游业态，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以及五十余位重

庆涉旅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现场自由洽谈环节，三亚市及重庆市涉旅企业积极洽谈合作。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公众推介活动于重庆市解放碑中心热闹启幕，近万人进入展厅了

解三亚旅游、打卡拍照、参与活动。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十）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和平精英
活动将以“起飞新青年”为主题，围绕“登录出生岛”、“新青年基地集结”、“热血电竞赛”、“空投大吉大礼”、“《和平精英》2周

年生日派对”、“和平之旅展览”、“空投街区”、“舞会派对”、“水上实战”、“起飞新青年”十大热门事件，将三亚本土文化与《和平

精英》经典元素充分融合，打造一场玩家与新青年的跨圈起飞之旅，三亚与《和平精英》电竞手游的线下狂欢盛典。

1.登录出生岛，为官微增粉

前期各大宣发网站联合招募集结，进入三亚海昌不夜城。参与活动报名，引导受众关注“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公众号，为官微增粉。注册

报名可参与“《和平精英》冒险之旅”、《和平精英》电竞赛、“空投大吉大礼”抢红包活动。

2.五大“新青年”与《和平精英》角色组CP，冒险继续

为促进三亚“美食、旅拍、人文、户外极限、酒店奢享”五大类项目推广，推动更多高消费力、高传播力的年轻游客玩在三亚，享在三亚。借

助热门《和平精英》IP，打造五大拍照互动区“海豹抢镜P城、考拉灵感M城、松鼠知识研究所、章鱼精英商店、鲨鱼冲浪G港“，深入融合和

平精英经典元素和三亚文旅内容。同时将“和平精英玩家”和“五大新青年”组CP，吸引来宾分享、拍照、趣玩。加深大众对三亚美食、旅拍、

人文等板块的偏好度，提升三亚旅游的美誉度。

3.三亚空投“大吉大礼”

为带动三亚多方消费，我们将借助《和平精英》“空投”概念，定时为嘉宾空投红包大礼，引发参与热潮。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十）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和平精英
4.《和平精英》热血电竞赛

《和平精英》作为一款全民热门手游，拥有亿万玩家，两周年之际，为激发玩家热情，助推三亚“电竞”标签，舞台区全天候进行电竞比赛，

单排、双排、四排、常规赛，多种模式不断切换，拟邀请电竞专业选手或者游戏主播现场与玩家见面，组成超级战队并进行游戏比赛。引发围

观热潮。

5.《和平精英》主题Party，尽情狂欢

为促进大众参与热情，给予活动现场更加浓厚的《和平精英》IP氛围，我们将打造《和平精英》主题花车、主题摩天轮包厢、主题舞会、主题

模特秀、主题实战演练、主题coser妆容秀。在浓厚的、欢乐的《和平精英》氛围下，全民尽情狂欢！

6.《和平精英》2周年生日庆典，点燃梦想与激情

为庆祝《和平精英》两周年生日快乐，游戏端上线飞艇道具，承载生日蛋糕、和平之旅展览等互动玩法。我们将《和平精英》2周年线上狂欢盛

典搬到线下，再现飞艇、生日蛋糕、和平之旅展览，激发玩家热情，引发玩家共鸣。

7.起飞·新青年飞行装置，升华活动主旨

起飞，不仅是《和平精英》2周年的全新起飞，不仅是新青年与玩家的联合起飞，更是一次数字IP赋能三亚经济的全新起飞，是三亚文旅新业

态的起飞。在活动现场我们设置巨大的起飞装置，通过奖励政策，邀请现场大众登上风洞装置，身临其境飞行体验。人漂浮在空中，宛如《和

平精英》经典的跳伞时刻，同时对“起飞，新青年”主题进行形象化传达。激发分享热潮，促进强有力的传播。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十）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和平精英

主要营销推广活动



（一）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推广矩阵
1.新浪微博推广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的三亚新青年奇趣岛项目在新浪微博上建立话题-新青年奇趣岛，阅读量总计2702.9万，5236人次参与话题讨论（截止12月31
日）；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传视频在微博上进行品牌速递广告投放，阅读量总计139万，相关互动破千条。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发布会当天进行微博
开机屏投放，曝光量达100万+。
2.腾讯微信推广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主题发布会发布内容在微信公众号进行专文推送；发布会结束后第二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活动现场套剪视频；于活动结束后，
策划三亚崖州民歌传统文化视频合辑以及微信公众号崖州民歌文化介绍、传播；截止2020年12月26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公众号共发布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相关文章8篇，阅读量共计32417。
3.媒体新闻推广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在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发布会当日于18家岛内媒体进行主题新闻发布及相关现场采访，总计预估曝光量为20万；线下媒
体于全国重点城市重点商区户外大屏幕进行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传片投放；在发布会当月进行岛内外广播循环投放宣传传播推广主题；在
2020年第五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三亚馆进行为期四天的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传片播放宣传；于2020年12月6日进行灯光秀，奇趣
三亚主题字样于全国多省市主要建筑进行灯光秀；与携程网联手打造携程旅拍话题比赛，进行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话题持续发酵；联合三亚市各景区及
酒店将相关旅游资源及产品进行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包装及产品优化，并通过进行线上话题互动等方式合力打造更符合年轻客源群体市场喜好
的主题产品；于2020年12月初起进行成都、南京、杭州等地进行专场城市推介会，推介会现场以新青年奇趣岛为主题进行现场装置打造，并现场推介
了这一针对于青年客群的推广主题，推介会结束后同时在各家媒体发布相关新闻稿件报道宣传城市推介会并进行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宣发，在2020年三亚旅游冬季联合营销暨“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活动成都、南
京、杭州站的活动中，每场活动邀请约50家媒体单位到场做新闻报道及现场采访，三场共约150家媒体，发布新闻通稿公约百余篇；

推广效果



（二）穷游网推广矩阵
1.穷游网微博推广

穷游网官方微博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相关话题发布，总计阅读量达343万余；TOP50旅行达人微博三亚旅游内容产出，总计阅读量4490万余；穷游
网微博一直播推广主题发布会当日发布会及TOP50年度旅行者大会直播观看量总计达611万余。
2.穷游网微信、穷游网APP推广

穷游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资讯站发布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相关话题内容，阅读曝光量达151万；穷游网APP推广点位、开机屏、专题页面、达人图文、
视频分享内容总计话题内容曝光量达9081万。
3.旅行达人自媒体平台

50位TOP50旅行达人在微博自媒体平台发布共计79篇相关话题微博（截止2020年12月31日），50位TOP50旅行达人在穷游网APP站内Biu发布
71篇，相关微信话题朋友圈115条，10位深度游达人微博及其自媒体平台于2020年12月5日-12月18日进行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话题及三亚旅游图文、
视频内容发布，总曝光量达2026万，共计产出穷游网APP站内Biu 67篇，图文分享游记10篇，三亚奇趣旅游视频4支。
4.媒体新闻推广

穷游网邀请60家媒体在发布会当日发布主题新闻及现场报道，发布新闻稿件等60余篇，总计曝光量达5000万。
（三）新浪微博推广矩阵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新媒体推广在2021年1月19日-2021年4月30日期间投放优质内容，制定#新青年奇趣岛#为主要传播话题，#奇趣青年说三
亚#为日常话题，#旅行本该三亚#为阶段性话题，并为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微进行相关话题运营。其中，主话题词阅读量已破1.1亿，讨论次数3万次，
通过超级粉丝通推广曝光量300万，发布微博共计516条，图文阅读总量5160万+次，博文互动近1.1亿次，
发布原创视频9条，新浪海南发布稿件5条，视频总播放量1150万+次。

经过自1月到4月历时三个月的系列网络宣传及互动活动，官方微博账号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粉丝量已达到62736人，
增粉52211人，为官微及三亚城市品牌累计了大量的社交媒体资产。

推广效果



（四）2021年“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广东站、重庆站主题推介成效
1.广东站曝光量统计

截止4月9日12点，2021年广东站“走出去”三亚城市推介活动媒体报道总量238条，报道被多家媒体收录发表，其中具代表性的媒体包括:今日
头条、海南日报、腾讯网、凤凰新闻、澎湃新闻、搜狐新闻、新浪、网易新闻、羊城晚报、一点资讯、南方网、ZAKER新闻、深圳晚报、深圳新闻网、
环球旅讯网、海南新闻、三亚日报、广东日报等。截止2021年4月9日12点，新闻内容累计曝光量达96,119,464，其中单条新闻最高曝光量达
2,018,800；三场KOL直播总观众人数165,000人，总评论人数6,626人，线下活动覆盖深圳、佛山和广州三地旅游从业者、媒体及市民。
2.重庆站曝光量统计

新闻媒体牵头引导舆论氛围，曝光量超千万人次，新闻媒体宣传方面，联合重庆日报户外传媒集团媒体资源及其他央媒、主流网络媒体，共同组
建成融媒体传播集群。活动期间，包括人民网、新华网、重庆日报、重庆晨报、华龙网、上游新闻在内的约20家新闻媒体对活动进行了43篇次的新闻
报道，曝光量超千万人次。线下户外媒体三亚新青年奇趣岛重庆站推介活动主KV亮相重要商圈及交通要道，百万人流重点覆盖解放碑商圈、沙坪坝商
圈、南滨路商圈、两路口、机场路等重要商圈和交通要道。除新闻和户外媒体之外，活动期间，通过4场现场直播和6篇次本地大V号发布推文，在网
络上对活动进行了超400万人次的曝光，在线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三亚旅游热”。
（五）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和平精英推广成效

三亚×《和平精英》2周年庆起飞狂欢节累计数据汇总（截止至5月5日）：现场注册报名参与活动人数累计：20494人（5月1日-5月3日）；现场
红包雨活动总参与人次：39857人次（5月1日-5月3日 14轮红包雨）；现场电竞报名参赛人数：411人（5月1日-5月3日）；微博话题讨论量 4675.9
万，讨论1.2万；网媒发布139频次；新媒体发布139频次；线下传播地点24处；游戏站内资源12频次；游戏侧KOL资源10位大R（现场活动）；时尚
KOL资源11位（10位瑞模，1位直播博主）；游戏头部主播：6人（现场活动）

推广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