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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2007年

1997年6月
成立于广州

2000年
纳斯达克上市

2001年
第一款游戏推出
《大话西游》

有道搜索
网易十年

2011年3月
推出网易新闻客户端

有道云笔记

网易云音乐

网易云阅读

考拉海淘
网易严选

2010年

2014年进入
网易本地布局

2015年 2017年

布局完善 火力全开

2016年网易本地
态度＋直播＋网易号

2017年网易本地
城市生活态度

网易二十年@创新步履不停



网易二十年@营收屡创新高

净营收 228.03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41.6% 

净利润 67.35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94.7%

2015 爆发性增长

净营收 124.8 亿人民币

净利润 47.57 亿人民币

2014 百亿俱乐部

2016 态度与匠心缔造新成绩

净营收 381.79 亿人民币 , 同比增长67.4%

净利润 116.0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2.3%

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第10名
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第7名

＊统计截止至2016年中旬。

2016

381.79

116.05



最先移动化的新闻资讯客户端60个 王牌频道

4793个 原创专题

日均总UV  8000万

日均总PV  8亿

100+款移动app

优质内容智能推送

新闻客户端 网易直播行业领先地位

网易二十年@内容产出有态度



网易态度崛起

2012-2017

态度始终如一
态 度 在 身 上



定义互联网城市生态

去中心化

渠道多元化

媒介社交化

食

住

行

精致

匠人

断舍离

当城市日趋智能化；生活不止眼前的“食、住、行”

更需要用全新互联网思维来应对这蜂拥而至的时代变革

与品牌主共建态度生活体系 定义互联网城市生态场景

城市生活态度°
2 0 1 7



让运营带着温度 让资讯融入生活 让你我读懂本地

6大直营省市 101个运营城市 340个覆盖城市

多层级，有重点，搭建全国运营体系



城市生活态度·生态体系

IP生态

精英生态电商生态

社交生态

资讯生态

让城市资讯TOUCH你的生活

由兴趣出发 邂逅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为你的进取心加油生活家的品质优选

I P势能 态度释放



让城市资讯TOUCH你的生活

1997 2011 2016

城市生活态度@资讯生态



网易新闻·城市资讯即第一视角

2017新版PC端本地频道位置

u 全新的本地新闻区域，更好的为城市定向
资讯服务（网首要闻区第二帧共18条文字链）

强势呈现

u 全新的图文资讯位置，更真实直观



网易新闻客户端·移动资讯定义者

用户总量：4.3亿 月度活跃：1.1亿

 

4. 8 56 8 2 8 8 8 0 93 6

1

（覆盖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智能腕表等平台）

网易新闻APP用户粘性高/偏高端化
iOS平台月活约1542.5万人，位列行业第一

数据来源：艾瑞mUT 2016年5月

网易新闻APP 用户使用次数、使用时长均优于行业均值
2016年1-10月

网易新闻APP人均使用次数

单位：次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通用格式/通用格式/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57.9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通用格式/通用格式/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

76.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新闻客户端均值

网易新闻APP人均使用时长

单位：分钟

308.9 
273.0 

364.8 364.5 
384.2 376.9 

410.6 
442.5 

389.4 407.9 
441.4 

356.5 

525.0 508.5 492.4 493.2 516.6 547.1 

423.5 

476.9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新闻客户端均值

数据来源：Quest Mobile 2016年10月

网易新闻客户端优势

智 能 推 荐 ／ 深 度 原 生 ／ 多 样 呈 现



全景阅读 直播视频 跟帖盖楼本地生活 个人中心
丰富资讯，智能推荐 现场播报，身临其境 态度聚合，神贴频出定位城市，在你身边 金币积累，奖品HIGH翻

网易新闻·2017全新构架



网易本地·全维构建城市生活

网易本地城市页卡 4大优势

2017本地服务按钮 城市服务自定义

自定义服务按钮，满足城市各种使用需求。

政务公开、城市直播、城市热点等等。

直播在身边 本地福利多 原生有态度 城市聚合力



直播在身边1
城市态度在现场



【网易直播·总述】直播有态度，所见即所闻1

本地直播计划 直播PGC计划

直播品牌化直播精品化 本地TOP100 城市互动榜

全 球 最 大 中 文 泛 资 讯 直 播 平 台



【案例】关注城市的方方面面【本地直播·案例】多面城市，多维解读4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HANGZHOUBEIJING

CHONGQING

HANJING

原创直播 1.2万场 17亿参与
本地直播8500+场

（截止2016.12.31）



品牌
超级直播

【本地直播·商业合作】四大商业模式细分，释放品牌营销无限可能2

重大事件
及项目

网易直播
IP栏目化

一城一食

媒体合伙人
PGC营销联盟

商
业
合
作
模
式

精品化 品牌化
• 更优秀的媒体人；

• 更深度的内容发布；

• 更直观的商业传达；

• 更有效的利益展现；



本地福利多2
金币商城·阅读福利即刻兑现



【金币商城－本地专区】有态度俱乐部福利辐射全国
1

金币商城入口 金币商城首页-
本地专区

网易有态度俱乐部-金币商城和网
易本地联手打造专属于各个城市的“本
地专区”，更本地化更精准化的用户覆
盖渠道。

金币商城-本地专区



【金币商城－本地专区】“本地专区”入口指南
2

金币商城首页-本地专区 本地专区页面 奖品详情页网易新闻客户端-
我-金币商城



【金币商城－本地专区】三大主要合作形式
3

hot！！金币兑换（实物） 金币兑换（优惠券） 金币夺宝
NEW

• 11月上线试运营
• 3个城市专区成功上线
• （济南、南京、成都）



原生有态度3
用态度解读城市 让你更懂这座城



更多【本地原生栏目】，让你更懂一座城。

【本地原生】深耕态度内容 原生栏目多维诠释城市态度
1

[大国制造]直播+图文

探究身边看似简单实际却非常需要技艺的物件
是如何制造出来。

[城市书店]图文

网络无纸化时代，城市书店越来越少了，为逐渐消失留下一点影像或文字。

[地图炮炮]图文

以毒舌笔调科普地域人群性格。

[城市装逼指南]图文

互联网的语言风格加上地域个性浓厚的情感抒发，线上短视频或H5专题的形式与线
下城市活动结合。

[气味]线上线下联动策划

每一条街，每一座城，都有自己
气味。气味专题，通过线上长图
文、H5以及线下活动结合，用
气味告诉你这座城的故事。

[地下城]短视频

奋斗中的租客、枯井中的拾荒者、北漂
的地下乐团、生活在地平线以下的人，
仍然在自己的天地中努力。以短视频的
方式，记录“地平线以下的生存”。

[回到现场]直播+图文

热门影视剧在现实生活中的映照，
重温那个你似曾相识但从未到过的现实场面。

更有行动力
更多互动性

更具本地化



城市聚合力4
网易号·激活最鲜活的城市细胞



【网易号】给优质内容一个有态度的舞台

网易号是网易传媒在完成“两端”融合升级后，全新打造的自媒体内容分发与品牌助推平台。
集高效分发、原创保护、现金补贴、品牌助推于一体的依托于网易传媒的自媒体发展服务解决平台。

1

网易号沙龙（线下）

原创保护

高效联接

技术驱动 智能推荐分发

流量提升

品牌提升

大数据支撑
网易号

现金补贴

精品优质网易号榜单发布



【网易号】新一年服务升级 特色互动与众不同

通过统计用户一定时间内发布的所有内容PV总量进行考
核，如：图文发布PV，直播PV等。

2

1榜单筛选维度精简 2账号推广精品化路线
官方大号、明星账号等初级阶段即拥有高度关注度
与流量的账号，优先享受智能推送及推广位服务。

3网易号
线下沙龙



兴趣社交

由兴趣出发 邂逅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城市生活态度@社交生态



网易云音乐1
音乐社交 奇趣体验



2013.4 2013.9 2014.1 2014.11 2015.8

2.9亿
用户

9000w
月活跃用户

8000w歌单

1000w曲库

37.9%
月覆盖增长率

7大平台
PC+移动全覆盖

2016.7

日均使用时长位列移动音乐产品首位

市场份额增长率位列行业第一

用户喜爱度达50%，稳坐“第一口碑音乐平台”

数据来源：talking data

数据来源：速途研究院《2015年移动音乐市场报告》

数据来源：DCCI

史无前例45度攀升
“后起之秀”以差异化实现弯道超车，创造无数行业第一

【网易云音乐】中国最大的音乐社交平台
1



• 音乐数据服务
• 定制音乐产品
• 创新音乐方案定制

• 音乐标签
• 音乐LIVE
• 音乐场景
• 创新广告资源

• 音乐粉丝
• 音乐用户画像
• 用户场景

产品式资源，满足客户更多的可能更多新鲜的功能和花样产品用户深度挖掘

数据

服务

音乐

载体

——网易云音乐全新音乐营销模式——

【平台营销模式】音乐／生活／社交营销新体验
2



视频开机画面 每日歌曲推荐头图 首页焦点图 排行榜冠名 朋友附近推荐

【黄金资源】推广为多样化 贴近客户需求
3



【年度重点城市项目 城市学府＋学生的明星偶像＝年轻活力的爆发
4

“明星进校园”

以上明星仅为示意

活动形式：邀约知名人气明星，聚集学生和老师的热情。根据售卖情况进行内容形式制定。
执行操作：从重点直营站切入合作，本地统一售卖，云音乐提供资源权益和主题形式创意，物
料设计的素材；具体执行由本地/当地执行。



网易BOBO2
和“城市女神”做朋友



【网易BoBo】网易创新在线娱乐营销新阵地
1

110W
日活跃用户

8500W
用户量 更丰富的娱乐体验，支持数万人同时在线视频聊天。海量优质娱乐主播与

你即时互动 、在线K歌跳舞 、视频交友。

在这里，每日同时在线人数可达110万人，热力集
聚粉丝效应。

PC端

移动端

4W+
主播人数 面对面即时互动吸引海量

热门主播与粉丝。

最人气

最活跃

最广泛



【特色资源】游戏、音乐多元发展 合作维度广泛
2

2015年《中国好声音》互联网秀场唯一官方海选通道 2016年《超级女生》网络直通平台

平台游戏
匹配秀场用户属性，满足高品质用户游戏娱乐需

求，挖掘更大的消费价值和存留活跃。

音乐类选秀节目跨界合作
知名选秀节目/赛事合作，强强联动深化品牌

影响力。 “德州扑克”平台游戏



【本地化活动】网红盛典 热点集中 开启2.5次元营销新界面
3

最人气

最佳人气
网红奖

网络时尚
领衔奖

最强美妆
网红奖

网红
新势力奖 客户定制

特别奖项

盛典前夜祭－网红主题定制热身party

线下主题外场布置

个性奖项专属定制

盛典互动H5＋话题预热传播



城市生活态度@精英生态

为 你 的 进 取 心 加 油





网易邮箱1
精准 “邮”此出发



致力为全球电子邮箱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网易邮箱】网易20年匠心产品，态度始终如一
1

双端联合撬动亿级邮箱用户

快速精准触达目标客群

网易邮箱用户

8.4亿

邮箱大师用户

1.96亿

网易二十年大数据沉淀
全网独家精准渠道服务



1. 网易独家UTE技术
面向网易覆盖6.8     
亿网民

2.精准直邮
8大维度 定义关键词
锁定筛选更精准

5大部分，87项指标，层层递进，精准判定用户标签
UTE

信息打开率：40.2%

点击率：3.93%

发送成功大画面/黄金资源位

EDM直邮/精准直邮

【大数据直邮】大数据+洞察，直邮到最契合的人群
2

精准筛选目标客群 精准投递优惠 高契合度带来高反馈度 用户圈层相互传播(高端活动邀约)

UTE技术



按封售卖——根据客户自选发送对象条件而发送邮件的服务

性别 年龄 收入学历 地理位置

补充定向条件

每增加一个补充条件，单价增加0.2元

基础定向条件

用户兴趣 直邮内容 行业细分

【EDM直邮-自选服务模式】邮箱界的私人高定
3

单价0.6元/封 起售价10W元



精准直邮50万封
配送资源总价不少于281万元

精准直邮100万封
配送资源总价不少于560.5万元

35万元
套餐

60万元
套餐

网易重磅打造的用户升级体验平台
向亿万网易邮箱用户提供积分礼品价值资讯

【邮箱俱乐部-精准直邮套餐】资源配送，处处为你用心
4



与佛学频道、广州龙象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合作
在网易大厦举办
出席用户166名

2 理财专场 3 小企业E贷在线活动推广1 佛学讲座活动

精准直邮100万封
活动效果：共596位用户下单，
消费32,874,682元，人均金
额59,363元，

精准直邮100万封
活动参与人数：2,335人
活动效果：成功审批贷款64笔，
最后贷款总额为3.2亿

【合作案例】用精准制造惊喜
5



网易教育矩阵2
延展知识新领域 解锁学习新形式



【网易公开课】可以随时随地上公开课的免费课程平台1

网易公开课是一个力求为爱学习的网友创造公

开、免费课程的平台，用户可以在线免费观看

来自于哈佛大学等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

平台特征
移动端

安装量：

4300万
日均活跃用户：

120万
月均活跃用户：

750万



【网易云课堂】职业类课程中拥有最多的好课的平台2

靠谱用户

同行用户数及活跃度排名
第一,覆盖大学生+白领核
心用户群体，19~25岁
年轻人群为主占比

62.73%。

靠谱资源

最权威最专业的品质课程：1000
余家知名合作机构、超700位行
业大咖讲师。垂直化课程体系深
入各个领域，满足用户个性化需
求。

网易云课堂用户占在线教育市场比例27.5%

平台特征
移动端

总用户数：

2800万
课程数量：

10000+
视频数量：

10万



【网易云课堂】多形式课程售卖 寓教于乐于营销2

专业课程售卖

• 针对政府单位和企业客户

• 云课堂和中国大学MOOC

课程+平台售卖。

靠谱青年计划

• 直播、专题、课程、H5游戏、线

下讲座；

• 主要内容的进校园活动。可为客

户定制主题讲座。

年度重点活动

• 我最有料：技能比拼全国活动，由用户上传

技能文字+图片内容并评选，线下邀请技能大咖

举办进校园活动。

• 让脑洞起飞：用户给云课堂设计相关周边

的全国活动，进行线上投票评选，并在全国各高

校巡回推广。



【网易云课堂】双屏联动强势展位呈现2

首页焦点图，首页底部大小通栏

PC端：首页底部大小通栏（已有资源）

PC端：首页焦点图（已有资源）

移动端：开机屏广告/可点击
开机屏广告 移动端：首页焦点图

移动端PC端 开机屏广告/可点击开机屏广告，首页焦点图



图书总量：

600,000+

注册用户：

1亿
月均活跃用户：

3000万
日均使用时长：

30min+

平台特征
品质用户特征

n 职业：以学生及白领为主

n 年龄：18~30岁年轻人群为主体，男女比例6:4

n 消费行为：强购买力，超半数用户付费阅读。

云阅读KOL包括知名大咖作家、网文界大神级作家、人气青年作家
等，此外，还包含合作跨界演艺界名人，如陈坤、金浩森、井柏然、
高晓松等。资源丰富，合作前提需以产品资源项目为基础，具体需
求需提前至少半个月进行沟通。

KOL资源

【网易云阅读】国内首家全方位电子出版平台3



【网易云阅读】网易本地联合网易云阅读项目走心呈现3

阅读开放日
全年重点进校园项目，深耕全国校园市场，超千万网易

PC+移动王牌资源投入缔造高影响力。品牌合作可冠名

必做阅读季，亦可定制主题活动。

易起读：好书漂流系列行动
联合公益组织“亚洲图书馆计划”共同发起“好书漂流系

列行动”《地铁图书漂流行动》趣味公益项目。

现活动接受商业合作。



【网易云阅读】网易云阅读独有别致广告呈现资源3

移花接木说明
1、限选最热门相关类别书籍TP20，在20本最热门书籍内所有相关合作品牌产品类关键词均可转换为该品牌产品。

2、依据具体品类选择适合热门书类，并实现最大量投放。
3、功能为招商启动开发，可搭载其他资源项目合作。

4、前期沟通确认需提前一个月。

开机画面 书签 书城焦点图 订阅页信息流 文章底部图文 皮肤定制 移花接木



创业联盟3
领创城市梦想



搭建线上平台、整合资源等

当地
政府

提供场地及相关政策法规 指导运营，培训、路演、监管

网易
媒体

孵化
机构

【平台资源】网易+政府+机构，只为给你提供更好的创业条件
1



培训
创业大咖对入驻创业团队进行系统培训

品牌
对入驻团队的logo和物料进行充分展示

场地
城市创业联盟提供的官方创业空间

服务
提供法务、工商、财会等一整套专业企业服务

流量
入驻网易号团队将有机会获得新闻客户端优质流量

【创业孵化】科学体系化的配套服务 谁说创业一定要在北上广
2



1 城市未来科技峰会
打造本地大咖云集的最强科技盛会

2 城市创业沙龙
本地创业者分享交流的友好平台

3 大咖开讲
邀请行业大咖分享自己的创业心经

4 城市创业挑战赛
为本地创客提供一个展示碰撞的舞台

网易城市创业联盟——线下活动

除了平台提供的基本资源外，城市创业联盟还结合网易科技及本地的优势
策划了一系列的品牌线下活动，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团队发展和项目培育的良好空间。

线下活动体系搭建 培育成功创业项目与创业人才的沃土

【线下活动】各种活动，各种大咖，各种机会，玩转本地创业
3



易健康4
带你活出传奇



【网易健康】健康是种生活态度
1

页面

定位

移动端

网易跟帖：

原创文章平均约500条

多篇跟帖量超过1万条

最近一个月最高跟帖量为6万条

20-45岁

数据来源：网易Traffic系统
截至2016.5

n 定位于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围绕健康
多个方面，包括养生、饮食、医美、养
老等领域，都是用户比较关心的。

坚持态度理念，重用户体验

产品形态多样化；其中跟贴活跃度极高，热
点资讯超1万多跟贴，远超过其他APP

紧贴热点，直播健康大事件

P V 3 4 0 万 U V 8 0 万

网易健康深耕维度

养
生

饮
食

医
美

养
老

优质购买能力

白领人群

活跃度高



【本地健康优势】覆盖话题丰富＋内容场景多样＋资源规划灵活
2

本地健康直播

• 心梗怎么破？浙江医院院长解答心血管问题
• 聚焦手术室：揭秘另类人工心脏植入全过程
• 医疗“云直播”看阜外大咖主刀心脏手术

健康专栏
文章版／视频版

• 健康公开课养生系列策划
• 甜美笑容爱牙专栏

沙龙活动线下

• 网红盛典
• 72小时苏菲变身记

• 关爱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公益



生 活 家 的 品 质 优 选

城市生活态度@电商生态



【网易电商体系】电商领域破局者：犀利布局，凶猛生长
1

好的生活，没那么贵
花更少的钱
过更好的生活

改变国人的lifestyle!

u 首家获得最高认证的电商平台
u 2016海淘APP搜索指数第一位
u 中产阶级用户首选
u 用户年龄峰值25-35岁
u 注册用户4800万

u以严谨的态度为中国消费者甄选天下优品
u日交易额100W

u 网易旗下，品质美食，把控源头农场；
u 深入食品产业链，甄选安心加工商；
u 网易四季，健康、安全、放心、值得信赖的品质美食

商城，官方认证，质量保证。

四季生鲜



【网易严选城市战略合作】“严选中国行”
2

“严选中国行”区域发布会

供应商甄选入驻

“严选中国行”落地

甄选模式一
引入供应商售卖推广与服务费

甄选模式二
政府扶持产业，政绩业务

行动一
“严选中国行”线下跨界活动展

行动二
本地直播植入商家&严选

行动三
“城市定制“严选城市特产礼盒”



考拉海购全球国家馆

态度生活节·严选体验馆

广州：

20个楼盘项目（香江国际金融中

心、保利云禧、保利学府里…）

覆盖15000+人次；

北京：

新北京中心/艾迪城/枫丹壹号等

精准锁定目标圈层
不同馆系与世界同行
CROSS BORDER SEA TO BUY NEW BEIJING 
CENTER AND THE WORLD COUNTERPARTS

定制项目电商专属优惠券 项目独家落地 良品拍卖会 线下巡回体验沙龙 本地互动传播

【考拉电商跨界营销】跨界，多元结合多领域人群触及
3

考拉跨界
活动案例



1、品类：针对全国各地生鲜特产

4、持续盈利能力

2、合作方：政府农业厅、品牌商（如褚橙）

3、路线：内容电商
情感认同消费
冲动型消费

【生鲜电商合作规划】四季生鲜
4



I P 势 能 态 度 释 放

城市生活态度@IP生态



主题引导、粉丝增进、内容衍生

网易IP生态



网易游戏1
点燃城市热血 引爆全民狂欢



海量 的选手参与 高度 的参赛热情 丰富 的赛程安排

【暴雪系游戏·城市竞技】缔造属于城市的游戏竞技盛事
1

风暴英雄 守望先锋 炉石传说

合作模式：赛事联合投放/独家冠名竞技类型：黄金联赛/城市挑战赛



线上游戏内部虚拟物品/宠物/道具奖励合作线下授权：概念实体店/实物商品/商业活动

参考案例：
热辣壹号大话西游概念店/大话系列周边/房产楼盘&产品发布会

结合形式：
游戏礼包冠名/虚拟角色&道具订制/虚拟场景店铺名称订制

【网易系游戏·授权合作】《大话西游》打破次元壁，让游戏从线上到线下
2



梦幻西游狂欢月 四大亮点呈现

梦幻嘉年华合作模式总览

游戏内外 横跨整月 明星加盟 青春盛宴 全程直播 全民狂欢 权威媒体 深度报道

【网易系游戏·授权合作】《梦幻西游》嘉年华，全民粉丝城市狂欢趴
3



活动时间: 2016 年10月30号9:00-18:00
主办单位：丰收街•菁创聚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承办单位：网易佛山
协办单位：东软zero 电子竞技社（待定）
赞助单位：中国电信
活动对象: 佛山守望先锋游戏达人，竞技动
漫产业群体，广佛高校学生

现场参与人数：1000人
直播页面参与人数：165584人次
(活动现场与客户展示视频)
http://c.m.163.com/news/l/99700.html?spss=newsapp&spsw=1

新闻稿页面：pv34522
http://c.m.163.com/news/p/0341/469.html?spss=newsapp&spsw
=1

案例介绍

城市挑战赛-守望先锋【佛山站】丰收街·菁创聚2016 



网易宜昌·网易游戏嘉年华

案例介绍

活动时间：
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1月3日

据现场签到数据统计，12月31日跨年

夜，现场火爆，跨年人数超1.5万人。

2017年1月1日至3日，活动热度依然

不减，日平均参展人数达5千人

30万人刷爆微信朋友

30多个具有区域影响力媒体宣传

100万人线上阅读量

3万人现场参观

3000人一起跨年



网易漫画&GACHA2
打破次元壁 衍生新市场



网易旗下一款正版及原创漫画的阅读产品
一站式涵盖连载漫画、四格绘本、有声漫画等内容

1.作品：
• 站内作品数量已超过10,000+ ，拥有自己的独家签约漫画作品224部。
• 合作的纸媒杂志、出版社、漫画网站等合作方超过200家。

2.名家IP：
• 中国原创漫画史上的开山元老，著名漫画家颜开,《大唐无双》；
• 以干净利落的少年风成为王道漫画代表，著有《黑白无双》等名作的于彦舒；
• 许培育《小食神》

注册用户：500万

网易二次元创作与交流新大陆
致力于打造全新的原创和同人作品的交流创作平台

01

每个圈子只为一个主题
生，现在已有超过1000

个圈子

最好的专注性

02

圈子数量将不受个人喜
好的限制，也不受屏幕

显示的限制

最好的延展性

03

不必再辛辛苦苦寻找，
只与对的人沟通

最好的社交性

【网易漫画】&【GACHA】二次元聚合&畅玩神器
1



【网易漫画】&【GACHA】打造不一样的二次元营销
2

挖掘品牌二次元属性，结合二次元文化流行趋势

汽车喷漆创作——汽车定制二次元视觉内容 虚拟人物创作——例如百度“度娘” 现场实景定制——活动现场实物产品穿越体验

手机视觉定制——手机桌面主题二次元内容创作 Cosplay植入——化妆品cosplay主题妆容创作 实物产品二次元化——将服装创作进二次元动漫人物



IP项目3
因态度而生 与时代共鸣



7月/12月6-10月

年底or次年年初 12月

网易未来科技峰会 经济学家年会

有态度人物盛典网易女性传媒大奖

网易门户IP项目



未来科技峰会主打“未来感”，为网易年度科技盛事，峰会现场约2000余名嘉宾参加，

汇聚近百名来自各大创新领域的创新者，顶级投资机构的合伙、顶级企业家、媒体和自媒体人等。

【活动内容】论坛+演讲+讨论会+科技展示

【活动时间】每年6~10月

【活动主旨】聚焦科技热点，汇聚科技精英，深入探讨科技未来力争成为科技变革浪潮的主角。

【后续传播】延续热度，在专题页面持续报道本次活动。

n一个主论坛
创新xTime
创业xTime

nN个平行论坛
移动医疗xTime
智能硬件xTime
n酷玩智能硬件展

【网易未来科技峰会】原力感知 探索未来城市与生活科技
1

时间：每年6-10月
合作形式推荐：

硬广 移动专题 其他线下 论坛



THE  NETEASE  ANNUAL
ECONOMIST  CONFERENCE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亲临现场，国内顶尖经济学家助阵，商业精英实时对话，权威媒体全程报道

n 夏季经济学家年会/冬季经济学家年会

n 7年积累，10届会议

n 数十场思想交锋80家核心媒体

n 千余篇报道文章

时间：每年7月/12月
合作形式推荐：

硬广 移动专题 其他线下 论坛

【经济学家年会】顶尖经济领袖思想盛宴·洞察全球经济风云
2



百余家知名企业，现场3500人次

睿智明哲 济济一堂
全球百位政届、学术、金融、房产等跨界权威财经大佬汇聚一堂

【经济学家年会】顶尖经济领袖思想盛宴·洞察全球经济风云
2

中国经济学界栋梁，国家财政界官员政要
中国顶级企业家汇聚一堂，承载经济学家年会高规格传统



【经济学家年会】顶尖经济领袖思想盛宴·洞察全球经济风云
2

外场展示

品牌展区

内场展示



合作形式推荐：

内容 专题 其他线下

时间：每年年末或年初

线上专题全年陆续推送；

线下活动于年底或次年年初举行

【官方身份】 网易女人与联合国妇女署强强联合
国内首个以性别平等为主题的联合国官方大奖

【权威评选】 四步层层筛选 专家评审与网友意见综合衡量

【颁奖盛典】当红名人跨界同台，首创舞台剧晚会形式
【传播力度】三大平台同步内容更新

逾百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强势聚焦

【女性传媒大奖】联合国官方大奖 树立当代女性美好形象
3



【传播】100+位名流， 4000万+网友深度解读“有态度”
1.13亿网易+全国主流媒体爆发式传播

【评选】12个领域37位行业翘楚倾力举荐
360万网友投票为唯一依据

【盛典】300余位各行业名流，30余位明星精英汇聚一堂
现场1200人见证14项大奖重磅揭晓

合作形式推荐：

硬广 移动专题 其他线下

时间：每年12月

【有态度人物盛典】有态度不独行
4



因态度而生，与时代共鸣
【有态度人物盛典】态度族群集结 有态度不独行

4

态度人群集结和有态度的人一起前行



网易本地IP项目

全年

家乡代言人

全年

态度城市
公开课

3-10月（推荐）

易起跑
城市领主

年末

态度城市
盛典

全年

“新媒体运营官易起飞”
成长计划



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有关文明建设重要战略部署,国信办移动网络管理

局与网易联合推出 “我是家乡代言人”网上主题活动,并在网站和移动网

络“两微一端”予以大力推介。

合作形式推荐：

硬广 移动专题 其他线下

时间：2017年2-12月

【家乡代言人】有态度、有代表、有故事 家乡直播赞家乡
1

时间：2016年7月-2017年12月
形式：网易直播
范围：全国十四个省份以上城市。
目标：结合用户关注点的政务直播，缔造标志性范本。
选题范围：直播人物故事，用人物故事彰显家乡精神。
流量预估：每场直播参与人数达到50万，总参与人数达到5亿。

千场直播探家乡

国家部委及各省市支持



【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国联动 政务直播《我是家乡代言人》
1

南海区佛山市南海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观看人数
1.4万

广州
喜迎安徽省第十次党代会召开

安徽

观看人数
10.7万

参与人数
33万

直击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江苏



项目矩阵
1. 高级研修课程 ：
a、新媒体操作实务
b、新媒体技术应用（H5、直播、
VR和无人机等技术讲解）

【2017“新媒体运营官易起飞”成长计划】乘着互联网的翅膀 易起飞
2

3. 深度服务项目 :
a、新媒体专项深度服务
为企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转型、升
级提供解决方案。
b、社交化媒体品牌运营服务
结合平台资源大数据计算，提供运
营重要的指标，为客户的广告投放
和战略表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c、舆情监测服务
对舆情数据进行监测及抓取；对热
点事件和敏感话题做到及时追踪危
机预警；专业舆情分析师团队提前
制定舆情应急预案。

2. 新媒体先锋沙龙：
结合新媒体技术应用、创新科技为
主题，促进政府、企业、传媒学界
与业界的及时沟通和跨界融合。



【网易公开课本地项目】《态度城市公开课》一场传播城市态度能量的公益讲堂3

政府

企业城市人

《态度城市公开课》是我们联合网易公开课共同打造的城市情怀项目。从“政府、企业、人”三个

维度，立体解读“城市态度”，以高质量的内容输出为主。



【易起跑】有态度不独行 城市代言人 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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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跨界主题多样选择
根据城市特色或客户需求，可根据不同主题
进行“易起跑”城市马拉松内容定制策划

以运动之名 向态度致敬

智力竞技：城市商业趣味灵活展现
结合城市商业特点，进行趣味互动游戏线路及内容的制定。

形式内容类似《跑男》或《极限挑战》。



河南

宁波

哈尔滨

【网易态度城市盛典】深度解读每一座城市的态度
5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