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迪拉克#微博电影之夜#IP营销

u 品牌名称：凯迪拉克

u 所属行业：汽车

u 执行时间：2021.05.20-06.20

u 参选类别：IP营销类



背景&目标

2017年，微博电影之夜携手凯迪拉克，打造了一场庞大声量聚焦的娱乐营销

2018年，伟大继续，盛典开始，上线24小时内，话题阅读增量突破18亿

2019年，凯迪拉克与微博继续携手，24小时内话题增量再创新高，突破20.5亿

2020年，受疫情影响微博电影之夜活动暂停，与亿万观影爱好者共同期待花开

2021年5-6月#微博电影之夜#如约来袭，
在电影产业摆脱疫情影响、飞速发展的当下，
以更多元的线上线下内容策划、华丽的电影嘉宾阵容，
期待与凯迪拉克再度携手，
共同打造年中最热的影坛盛典！

>>
凯迪拉克 x 2021#微博电影之夜#精彩开启



洞察&策略

2020年中国
内地电影市
场 总 票 房

2020中国内地年度总票房，首次超越北美

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第一大票仓。

2021年度总票房破百亿，为影视行业

的复兴打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局。

2020年12月综合
复苏进度超9成

行业迎来全面复苏 内地市场前景可观 影讯关注不降反增

首登度全球票房第一2021年春节档票
房 破 影 史 纪 录

2020年疫情期间微博电影兴趣用户保

持高频的在线浏览影讯的习惯。

线上人均观
影 部 数

付费观影人
数 占 比

在线浏览影讯
增多人数占比

排片+票房 204.17亿78 .3亿 10.5部 5 0 . 3 %45 . 5 %

自2017年首届微博电影之夜盛典，凯迪拉克携手IP共同走过三年时光，通过对电影行业的关注和支持，成功揽获

了一众影迷的关注。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中国电影行业收到重创；2021年，行业全面复苏，凯迪拉克与微

博电影之夜再度相约上海，共赴五年之约，为中国电影行业打气加油！



洞察&策略

#微博电影之夜#如约来袭，以更多元的线上线下内容策划、华丽的嘉宾阵容，与凯迪拉克共同打造年中最热的影坛盛典！

I P 首 次
网台联动

首次合作CCTV电影频道，多
端多平台发酵凯迪拉克影响力

广度丨揽获更多人群 深度丨品牌高效转化

线上线下
深度植入

定制内容
理念传递

媒介加持
品牌热潮

历史最强
明星阵容

90位明星加盟微博电影之夜
凯迪拉克全程捆绑明星内容

线上话题互动玩法带动官微增
粉，线下全面植入促品牌曝光

车内采访、空间大片吸引粉丝
关注，线下论坛寻求品牌认同

伴随热搜拦截全网关注，凯迪
拉克成功霸屏微博热搜榜单



媒介&执行

凯迪拉克5秒冠名片头+10秒冠名标版 30秒凯迪拉克CT5车型广告

电影频道压屏条字幕 电影频道片尾鸣谢微博电影之夜×电影频道

转播收视率0.57%
超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IP首次网台联动丨微博电影之夜首次合作CCTV电影频道，携凯迪拉克权益实时转播，辐射大众视野



媒介&执行

IP首次网台联动丨凯迪拉克自有账号、各大媒体平台授权转播，全网直播观看量超1亿

凯迪拉克官方微信视频号 凯迪拉克官方B站账号

Ø 凯迪拉克自有账号、各大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媒介&执行

历史最强明星阵容丨著名导演、行业大咖、顶流明星纷纷亮相，历史最强阵容为凯迪拉克品牌造势

90+明星大咖：张艺谋、成龙、章子怡、甄子丹、惠英红、黄晓明、徐峥、姚晨、邓超、贾玲、张小斐、倪妮、吴磊、周冬雨、张哲瀚、朱一龙等

10+优秀剧组：《1921》《革命者》《狙击手》《无限深度》《平原上的摩西》《你好,李焕英》《武汉日夜》《送你一朵小红花》《铁道英雄》等



媒介&执行

历史最强明星阵容丨凯迪拉克全程捆绑明星内容，搭载海报、大片、视频等明星物料实现品牌大曝光

52张明星原发静态预热海报

预热期

27张明星原发动态预热海报

盛典日

明星红毯车型合影 明星精彩剪辑视频

长尾期

预热海报体现凯迪拉克LOGO，动态海报明星口播“特别的你特别好看”车型Slogan

13条明星后台采访视频

明星与凯迪拉克车型同框 视频片头体现凯迪拉克品牌LOGO



媒介&执行

历史最强明星阵容丨明星粉丝自发跟拍，产出高质量凯迪拉克车型同框照，刷屏明星超话



媒介&执行

线上线下深度植入丨#微博电影之夜#双端话题全程绑定、全面体现凯迪拉克权益，抢占高流量阵地

PC端话题页（框内为品牌权益） 移动端话题页（框内为品牌权益）

点击横滑模块
进入品牌种草专区



媒介&执行

线上线下深度植入丨凯迪拉克深度植入粉丝打榜路径，通过品牌任务实现明星粉丝到品牌粉丝的转化

专题页首页（头图/Banner）

头图体现凯迪拉克logo

首页通栏轮播

演员榜二级页（头图/Banner/结果页/分享Card） 夏夜寻宝环游记H5，品牌任务植入（关注、发博、浏览）

微博电影之夜打投专区植入，深度合作最佳演员榜单，覆盖粉丝打榜路径 完成品牌任务获得额外投票券，实现明星粉到品牌粉转化



媒介&执行

线上线下深度植入丨丰富物料持续发布，凯迪拉克借势IP、明星热度、待播大片等内容斩获品牌关注

倒计时海报体现凯迪拉克LOGO

5张倒计时海报

预热期 盛典日 长尾期

22条热门待播影片独家预告片

《彼得兔2：逃跑计划》

《热带往事》

《当男人恋爱时》

《黑白魔女库伊拉》

《了不起的老爸》

《天堂电影院》

等13部待播影片

预告短视频片头体现凯迪拉克LOGO

1张明星阵容海报

体现凯迪拉克LOGO

2条PR回顾短视频 1张PR回顾长图

其中一条视频以凯迪拉
克CT5车型为线索回顾，
博文、画面、片头等均
体现凯迪拉克品牌权益

体现凯迪拉克LOGO



媒介&执行

线上线下深度植入丨盛典当日，线下陈列、红毯拍摄、盛典流程等全方位体现凯迪拉克权益

嘉宾签到处背景体现凯迪拉克logo 红毯背景板\话筒体现凯迪拉克logo 采访间背景板logo/桌上CT5车模 指引牌体现凯迪拉克logo 签到台桌卡体现凯迪拉克logo

粉丝门票/邀请函体现凯迪拉克logo 晚会现场大屏幕体现凯迪拉克logo 晚会开始前播放凯迪拉克视频30s 酒会吧台放置凯迪拉克CT5车模 红毯放置凯迪拉克CT5实车

粉丝入口放置凯迪拉克CT5实车 颁奖舞台现场两侧异形灯箱体现凯迪拉克权益 嘉宾落客区背景板现凯迪拉克权益



媒介&执行

线上线下深度植入丨盛典当日微博双端直播，角标、切流TVC等实现凯迪拉克品牌大曝光

直播角标体现品牌logo 画中画植入品牌TVC 字幕条体现品牌权益 转场画面体现品牌logo 直播切流TVC播放视频

定制直播世界公告文案 点赞特效植入品牌logo 定制直播扩展TAB签 主持人口播品牌文案 直播背景体现品牌logo 晚会片头体现品牌权益

点击
播放

点击
播放

点击
播放



媒介&执行

定制内容理念传递丨盛典当天，邀请有颜值也有实力的人气演员进行车内直播，对CT5进行集中展示

#丁禹兮想演民国有志青年#话题登上实时上升热点榜单 #张婧仪锁骨#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18位 陈立农、贾玲、张小斐微博电影之夜官方直播



媒介&执行

定制内容理念传递丨盛典当晚，凯迪拉克品牌轿车主理人吴晓明上台颁奖，共享荣耀时刻



媒介&执行

定制内容理念传递丨盛典结束后，输出明星定制剧场彰显CT5品质格调，全面体现凯迪拉克品牌权益

海报体现凯迪拉克logo 视频正片植入整车外观、车型细节等车型
信息，并在视频包框体现凯迪拉克logo

邀请实力演员、气质型男黄景瑜拍摄凯迪拉克定制明星空间大片
展现全新CT5特别版，彰显车型品质格调，全方位体现品牌权益



媒介&执行

定制内容理念传递丨定制#看见大荧幕的女性力量#主题线下论坛，以“勇敢”“伟大”理念沟通女性人群

会场背景板体现凯迪拉克权益 主持人口播体现品牌赞助权益

会场易拉宝体现品牌权益 线下活动场所摆放客户实车

线下论坛举办场地：凯迪拉克品牌空间

@新浪电影官宣长图、直播封面体现凯迪拉克品牌logo 相关内容登上微博热搜榜单



媒介&执行

媒介加持品牌热潮丨凯迪拉克合作伴随热搜，品牌随#微博电影之夜红毯#等热搜实现高曝光

#周也 冷脸美女#
热搜在榜时长12小时；最高位：1

#微博电影之夜红毯#
热搜在榜时长7个半小时；最高位：3

#张哲瀚年度最受关注演员#
热搜在榜时长2小时40分；最高位：11



媒介&执行

定制内容理念传递丨微博媒介资源矩阵合力覆盖用户浏览路径，助力凯迪拉克品牌赞助权益全面放大

开机报头 首页下拉刷新门 发现页热点视窗 发现页浮层 热搜话题 发现页banner 语义橱窗



效果&反馈

项目传播数据总览

盛典开始24小时内→

• 微博直播观看人数6066万

• 全网直播观看人次1亿+

• 盛典视频微博播放总量1.24亿

• 相关微博话题阅读增量91.3亿

• 相关微博话题总讨论增量695万

• 累积登上微博热搜榜50次+

截至6.25→

• 项目相关内容整体阅读量173亿

• 项目相关内容整体讨论量2629万

• 品牌植入视频片头VV数3.09亿

• 品牌官微增粉6W+



效果&反馈

微博电影之夜助力凯迪拉克品牌声量&CT5车型声量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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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118.4%

Ø凯迪拉克品牌声量：相较于项目执行前，微博电影之夜期间，凯迪拉克品牌声量提升60%

Ø凯迪拉克CT5车型声量：相较于项目执行前，微博电影之夜期间，CT5车型声量提升118.4%

数据来源：微博全景大数据（执行前：20210418-20210519；执行中2021.520-20210620）



效果&反馈

微博电影之夜推动凯迪拉克品牌社交内容量、CT5车型内容量提高

数据来源：微博全景大数据（执行前：20210418-20210519；执行中2021.520-20210620）

Ø 执行前 Ø 执行前

凯迪拉克品牌词云
随着微博电影之夜合作开启，凯迪拉克品牌词云中出现

许多关于电影、明星的讨论，同时出现“好看”关键词，

品牌成功绑定IP，传递品牌及车型调性

Ø 执行前 Ø 执行前

凯迪拉克CT5车型词云
随着微博电影之夜合作开启，凯迪拉克CT5车型词云中

关于外观颜值的讨论更加凸显，同时出现“好看”“格

调”“实力”“风范”等车型调性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