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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区市场现状

当地政策支持
水产运输每年的黄金期

为半年
临海以海鲜水产养殖

批发为主业

• 沧州多地为盐碱地，
临海区域多以海鲜
水产养殖批发运输
为主业。

• 用户一类为长途运
输，一类为城市周
边配送。

• 精准服务，切实为企业解难
题、办实事，营造海鲜水产
等产业项目建设的良好环境。

• 海鲜水产行业受季
节性影响，临海每
年会有半年休渔期。



2

痛点分析

行业痛点 用户痛点

1. 产品需要升级换代

2. 对长途海鲜水产运输来说，部分蓝牌面临转型。

1. 对运输效率要求比较高

2. 产品出勤率高、故障率低

3. 综合成本控制，TCO优化

4. 货箱空间更大

产品利益点：蓝牌无忧、黄牌合规
产品利益点：高效、黄金动力、高出勤率、大空

间、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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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信息体系

5

传播主题：高效可靠 运“鲜”专用

 合规产品：蓝牌无忧、黄牌合规

 推动区域产品升级

 在沧州区域首发奥铃海鲜水产专用车

 沧州区域发布海鲜运输高效定制化解决

方案

 促进区域核心经济产业发展

 针对用户高效率、高出勤率、良好的成

本控制等痛点

 黄金动力链：康明斯+采埃孚

 空间利用效率更高，一排半空间。

 出勤率高，故障率低。

 省钱，省油。

 定制水箱

 高效定制化的海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市场层面

打造区域标杆

用户层面

高效定制 多快好省勤

从市场层面和用户层面，共设计12项传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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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阶段

传播主题

传播规划

预热期（8.10-8.16）

高效可靠 运“鲜”专用

活动期（8.17-8.18） 后续期（8.19-8.31）

沧州站传播map

• 新闻稿：《高效可靠王者PK 奥铃活鲜水产运

输达人决战京津冀》

• 产品稿：《黄金动力高效组合 活鲜水产运输

奥铃CTS品质最能打》

• 论坛稿：《省油有劲不趴窝 开这车比赛史

上最爽》

• 论坛稿：《活鲜挑战赛开启暴风速度 这个车

让我轻松得冠军》

• 冠军海报：#活鲜水产大师#

• 精剪辑视频：#保护新鲜，新鲜必达#、#鲜锋

时刻，精彩毕现#

• 随手拍视频：#一镜到底游遍黄骅港#、#新鲜

节奏，新鲜奥铃#

• 现场专访：福田奥铃李总、福田奥铃经销商、

福田奥铃用户

• 长视频：《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

• 用户稿：《多快好省勤 用奥铃跑海鲜黄金半年赚

够了一年的钱》

• 趣味长图：#海鲜的奇幻之旅#

• 对比漫画长图：#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活鲜水产运输人#

• 预热视频：《用奥铃收益高》

• 预热海报：#奥铃轻卡，收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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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目录

预热期传播一

活动期传播二

后续期传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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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期——用奥铃收益高预热视频

文案：

福田康明斯+福田采埃孚

黄金动力链

千里万里，快速前行

舒适折叠卧铺，

舒舒服服，运输活鲜水产

3小时救援

运输不耽搁，有效止埙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运输车

活鲜水产运输行业实况挑战大师赛（京津冀分站赛）

保护新鲜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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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期——预热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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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目录

预热期传播一

活动期传播二

后续期传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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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稿件规划

类别 标题

新闻稿 《高效可靠王者PK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达人决战京津冀》

产品稿 《黄金动力高效组合 活鲜水产运输奥铃CTS品质最能打》

论坛稿

《省油有劲不趴窝 开这车比赛史上最爽》

《活鲜水产运输挑战赛开启暴风速度 这个车让我轻松得冠军》

用户稿 《多快好省勤 用奥铃跑海鲜黄金半年赚够了一年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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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媒体邀约

序号 形式 媒体名称 姓名 职位 人数 备注

1

通稿

卡车之家 李国藩 主编 1

2 中国汽车报 马利 主编 1

3 中国物流与采购网 李洪宝 主编 1

4

原创

物流商用车 徐辉 主编 1

5 第一商用车网 谢光耀 主编 1

6 方得网 姚蔚 主编 1

7 中国卡车网 刘娜 主编 1

8 运输人 蒋坤元 主编 1

9 卡车之友 王小辉 编辑 1

10 今日商用车 吴凡 总经理 1

11 56物流网 徐向明 主编 1

12 商车邦 于占波 总编 1

13 润鼎商用车 贺北时 主编 1

14 卡车新势力 赵真 副主编 1

15 商用汽车新闻 余春瑜 主编 2

16 老路说车 路智军 总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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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媒体邀约

序号 形式 媒体名称 姓名 职位 人数 备注

1

河北属地参会

河北电视台 —— 记者 2

2 沧州电视台 —— 记者 2

3 河北交通广播 —— 记者 1

4 沧州交通广播 —— 记者 1

5 燕赵都市报 —— 记者 1

6 燕赵晚报/石家庄新闻网 —— 记者 1

7 沧州晚报 —— 记者 1

8 河北经济日报 —— 记者 1

9 河北青年报 —— 记者 1

10 河北新闻网 —— 记者 1

11 长城网 —— 记者 1

12 沧州新闻网 —— 记者 1

13 爱卡汽车 —— 记者 1

14 太平洋汽车 —— 记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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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高效王者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达人决战京津冀》

 8月17-18日，“福田奥铃&福康杯”2019中国轻卡行业实况挑战大师

京津冀分站赛完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海鲜水产从业者见证了此次

比赛，经过比赛，来自XX车队的XX司机获得此次比赛的冠军。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大师挑战赛期间，在黄骅等海鲜运输十分发达的沧

州地区，奥铃产品康明斯+采埃孚的黄金动力链，具备生产制造、动

力及传动系统的世界领先优势。高效、可靠、高出勤率等特性深受用

户信任。福田奥铃凭借其领先的品牌优势和可靠的产品品质，持续领

跑行业。

 对于活鲜水产细分市场的开拓，本次沧州大师挑战赛具有示范意义。

 福田奥铃海鲜运输车辆，蓝牌无忧、黄牌合规，为用户解决大吨小标

的后顾之忧。

稿件要点

活动期——新闻稿规划

角逐高效王者 奥铃海鲜水产行业巅峰之战沧
州启幕！

备用标题：《高效可靠王者PK 奥铃海鲜水产行业挑战赛燃爆炎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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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动力高效组合 活鲜水产运输奥铃专用车“最能打”》

 奥铃活鲜水产挑战赛参赛现场：现场车辆参赛情况，赛手对车辆的介绍，

挑战赛参赛车辆满足海鲜水产运输需求，福田奥铃轻卡产品科技含量高，

推动行业科技升级步伐。

 奥铃活鲜水产专用车解决海鲜运输痛点：2019年8月，福田奥铃发布活

鲜水产运输专用车产品，为解决海鲜水产运输对效率，出勤率，稳定性、

定制化的需求，产品采用康明斯+采埃孚的黄金动力链，高效、可靠、

高出勤率等特性深受用户信任，解决海鲜水产运输难题。

 提供活鲜水产高效运输解决方案：海鲜水产行业对产品运输的效率、出

勤率、稳定性等具有明确痛点，还需要定制水箱，而奥铃海鲜水产专用

车产品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痛点，福田奥铃协同多方为海鲜水产行业提供

高效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稿件要点

活动期——产品稿规划

黄金动力高效组合 海鲜水产运输奥铃“最能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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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论坛稿规划

《省油有劲不趴窝 开这车比赛史上最爽》

我作为沧州当地的一名参赛选手，一直跑活鱼运

输，一年有半年都跑在路上，效率就是钱，最受

不了的车辆就是动力没劲，跑得太慢，动不动就

罢工的情况。

这次参赛对奥铃赛车印象深刻，康明斯+采埃孚

的动力链，经历了严苛的赛场环境，稳定性依旧

是杠杠的，跑起来有劲，感觉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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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论坛稿规划

《活鲜水产挑战赛开启暴风速度 这个车让我轻松得冠军》

我跑水产运输已经有十来年了，最繁忙时候，有

半年，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跑。

最近参加了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赛，对奥铃也

是非常熟悉，康机跑起来有劲，动力十足，转弯、

刹车也不错，稳定性十足，靠着和自己多年磨练

的很自信的车技，与奥铃过硬的产品，我轻松的

获得了这场赛事的冠军……



16

活动期——现场专访 多角度解读奥铃产品优势

福田奥铃李总 福田奥铃经销商 福田奥铃用户

专访提问方向：

1、使用福田奥铃多久了

2、当初为什么选择福田奥铃

3、使用福田奥铃的感受

专访提问方向：

1、你们认为福田奥铃有什么优势

2、与福田奥铃的合作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3、接下来和福田奥铃有什么合作计划

专访提问方向：

1、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

2、奥铃能为活鲜水产人提供什么助力

3、福田奥铃的市场细分取得了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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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

沧州站：#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
山东站：#了不起的绿通人#
北京站：#了不起的冷链人#
……
收官站：以#了不起的奥铃#结尾

活动期——视频拍摄《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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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脚本

#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

视频梗概：

 通过与本次“勒
芒赛”奥铃轻卡用
户沟的通，我们了
解到用户为一名运
输活虾的男性司机。

 视频将通过从一位
活鲜水产运输人的
日常生活出发，展
示他们每一天辛苦
奋斗的样子，发出
他们真实的声音。

文案示例：
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
他已经起床
看着孩子熟睡的面庞
他总是露出微笑
充满干劲儿的开启新鲜的一天
一碗海热腾腾的海鲜粥
是他运鲜旅程的开始
检查车辆准备出发
当太阳缓缓爬出海面时
他早已等待在海鲜市场
迎接最新鲜的一批海产
从大海到餐盘
每一步他都极度的细致
为了鲜活，也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他说，早出晚归
他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他说，每日行车
他已经习惯了长途跋涉跋涉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每日前行
辛勤劳作
为我们每日带来新鲜快乐
Slogan:奥铃 致敬了不起的运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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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护航新鲜，精剪视频

精剪视频一：《保护新鲜，新鲜必达》 精剪视频二：《鲜锋时刻，精彩毕现》

内容：奥铃领导讲话、产品特点、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 内容：比赛精彩瞬间、获奖时刻、欢庆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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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新鲜随手拍，精彩记下来

创意随手拍视频一：《一镜到底游遍黄骅港》 创意随手拍视频二：《新鲜节奏，新鲜奥铃》

内容：

• 选取比赛重点环节图片，配合有节奏的音乐，制作

带有比赛亮点、产品卖点、音乐节奏的比赛现场小

视频，霸屏朋友圈。

内容：

• 用海鲜水产标志性产品玩偶——螃蟹，拍摄一镜到

底的视频形式为用户展示现场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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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目录

预热期传播一

活动期传播二

后续期传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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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好省勤 用奥铃跑海鲜黄金半年赚够了一年的钱》

 根据重点用户的案例采访整理而成，主要从解决

海鲜水产运辆痛点角度来组织文章

 多：承载量大、拉得多。

 快：康明斯+采埃孚黄金动力链，动力好跑得快

 省：省油，最优TCO。

 好：品质好，服务好。打包服务、延保服务

 勤：出勤率高，产品故障率低。

稿件要点

后续期——用户稿规划



23

后续期——对比漫画长图“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活鲜运输人”

漫画通过左右对比的形式，展现普通人与活鲜运输人的日常生活，点明活鲜运输人对大家日常生活的意义——给我

们带来新鲜和欢乐，同时展示活鲜运输人努力生活，并将“奥铃蓝海一号”的信息穿插在漫画中。长图预计手绘12

张画图。

我们还在睡觉他们已开始了辛劳

画面：上班族在床上酣睡，做梦
对话框：在梦里我有一千种方法走
向人生巅峰

画面：活鲜运输人，开车着奥铃
轻卡出发
对话框：今儿个一定要挑到好的
活鲜

早上 7点——8点
我们在吃早餐他们在忙着装载水产

画面：上班族在吃早餐
对话框：烧饼油条豆腐脑煎饼果子
来一套

画面：活鲜运输人在挑选活鲜
对话框：这次的货真不错啊

早晨 8点——9点

我们在抱怨通勤路上的拥挤 他们已经忙着忙着开车前行

画面：很多人挤着上公交，一人別
别人推着上去
对话框1:你快点

画面：活鲜运输人，看着自己装
满的奥铃轻卡
对话框：这批货快点送到能赚不
少

上午 9点——11点
我们在上班甚至满腹牢骚 他们在开车片刻不能停

画面：一人在办公桌前抱怨
对话框：这是下的什么需求啊！

画面：活鲜运输人，开着卡车前
行
对话框：要赶快到，货才新鲜有
好价钱

至此我们与他们看起来毫不相干
如果午餐你想吃的好一点

那么

画面：选择困难症的上班族
对话框：
吃鱼？
吃虾？
吃扇贝？
吃螃蟹？
我不知道怎么选啊！

画面：活鲜运输人边吃泡面给订货
人打电话。
对话框：老板边您要啥有啥，货物
肯定准时到达。

怎么忍心怪你不知所措 是他们给了您太多选择
当太阳落下夜幕升起

晚上 9点
我们卸下一身的疲倦犒劳自己 他们开启卡车继续前行

画面：夜市上人们开心的食用各类
水产品
对话框：好嗨哦！

画面：活鲜运输人开动卡车准备返
程
对话框：干完了这一单，回去接着
干

我们与他们不曾见过
却始终能见到他们送来的新鲜快乐

1 2

长图格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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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期——趣味漫画长图“梭子蟹皮皮虾的奇妙之旅”

长图格式示例

长图漫画通过展示皮皮虾和梭子蟹一次外出旅行的故事，讲述“奥铃蓝海一号”的优
势：黄金动力链为活鲜水产运输提供充足的动力，助力活鲜安全高效运达市场。预计
手绘8张画图，通过梭子蟹和皮皮虾的对话说出产品优势。

最近带鱼、多
宝鱼都去陆地
旅游了

皮皮虾、
咱们也去
吧

老弟，
这车够
宽敞啊

活鲜运输要保证水质，同时还要进
行打氧、保温。对卡车发动机要求
高，福田康明斯+采埃孚黄金动力
链带劲儿。

活鲜运输要及时、快速福田康明斯+
采埃孚黄金动力链，动力足跑起来舒
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