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尔沃 XC40 RECHARGE 新车上市
明星营销四部曲

u 品牌名称：沃尔沃

u 所属行业：汽车及交通运输类

u 执行时间：2020.11.06-2021.02.20

u 参选类别：汽车及交通运输类



背景&目标

进入年底，国内各大车企纷纷推出新车。作为沃尔沃旗下首款纯电
动车型，XC40 RECHARGE需脱颖而出，打响上市声量。

沃尔沃利用华晨宇切中了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下一步需将明星高人
气转化为车型流量，借机沟通庞大的泛娱乐兴趣人群。

• 2021款梅赛德斯-奔驰GLE
• 全新梅赛德斯-AMG GLA 45 4MATIC+
• 奔驰GLE轿跑SUV新能源
• 梅赛德斯-AMG CLA 45 S 4MATIC+
• 奔驰E级(进口)标准轴距版
• 梅赛德斯-AMG GLB 35 4MATIC
• 2021款梅赛德斯-奔驰GLS
• 梅赛德斯-AMG GLA 35 4MATIC
•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GLS
• 奥迪Q5L Sportback
• 路虎揽胜运动版新能源
• 2021款斯柯达柯珞克
• 2021依维柯欧胜
• MINI叁柒号纪念版

• 传祺GS3
• 标致508L新能源
• 名爵6数字曼巴限量版
• 名爵5潮越青奢限定版
• 东风本田M-NV
• 小鹏汽车P7鹏翼版
• 长城炮越野皮卡拖挂版
• 2021款别克GL6
• 长安福特新款福克斯家族
• 新款大众辉昂
• 上汽大众途铠
• 本田奥德赛
• 三菱奕歌
• 荣威RX5 MAX

宝马4系

奔驰GLE新能源

路虎发现运动版新能源

20年广州车展共31款新车/改款车型上市



洞察&策略

从华晨宇开始，却不止于华晨宇

沃尔沃以微博作为营销主阵地，通过明星营销“四部曲”助力全新车型上市，实现从声量到人群资产的全面增长

微博娱乐运营力 舆论热点发酵力 热点人群激活力

明星代言宣发

华晨宇
代言

新车上市聚焦 品牌价值输出

广州车展
上市

群星活动
造势

社会化媒体广场

社交流量

人群资产

品牌浓度

节日热点借势

王勉定制
视频

11.16-12.05 11.20 11.16-12.05 2.13-2.20



媒介&执行

沃尔沃XC40 RECHARGE上市微博合作回顾：

明星代言宣发（11.16-12.5） 节日热点造势（11.16-12.20）新车上市聚焦（11.20） 品牌价值输出（11.16-12.05）

#华晨宇眼神杀#
热搜冲榜预热

#华晨宇代言沃尔沃#
官宣话题上线

代言物料释放

携手营销号打造热搜
冲榜事件

官宣话题登上热搜

联动粉丝团发起物料饭制
活动

搜索热点包
绑定明星热点

微代言深入明星超话

新车上市直播

微博双端+新闻APP跨平
台直播发布会

发布会明星热点挖掘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群星话题

群星带品牌定制IP话题词发布博文+群星海
报公布，声量造势

微博娱乐大账号全程运营，对活动精彩内容
进行二次传播

微博全站高流量运营资源助力项目热度

王冕定制视频宣发

邀请王勉定制《好人卡》车型歌曲，
娱乐&汽车KOL、媒介资源助力视频传播

微博娱乐账号矩阵全程助力沃尔沃XC40 RECHARGE上市活动内容传播



媒介&执行

1、明星代言宣发：

1.1 联动娱乐大账号预告代言事件，#华晨宇眼神杀#热搜冲榜预热明星热度，并植入TVC花絮/生图引发网友期待

微博娱乐大账号矩阵曝光华晨宇首个汽车代言 #华晨宇眼神杀#话题冲榜至热搜第15位，预热华晨宇微博平台热度

娱乐大账号&娱评号助力热搜冲榜



媒介&执行

1.2 #华晨宇代言沃尔沃#官宣话题上线，品牌-明星-娱乐KOL-粉丝共同激发讨论高潮

品牌 微博娱乐 粉丝明星

热搜

代言官宣 TVC释放

品速 粉丝头条

明星官宣 工作室转发 大账号&娱评号矩阵扩散

18个娱乐账号+百位娱评号

车主晒单饭制活动粉丝玩梗

明星超话



媒介&执行

1.3 热点包绑定明星实时热点，微代言深入明星超话，以代言物料抢占粉丝视线

搜索热点包 →
执行期内，绑定明星实时
热点，相关话题内出现沃
尔沃XC40华晨宇代言内容

明星超话 →
执行期内，绑定明星实时
热点，相关话题内出现沃
尔沃XC40华晨宇代言内容



媒介&执行

2、新车上市聚焦：

2.1 上市当日，微博双端+新闻APP跨平台直播发布会

汽车广场页Banner 新浪新闻汽车焦点图

微博移动端&PC端实时直播，提前一日发布博文开启直播预约 新浪新闻APP实时直播



媒介&执行

2.2 微博娱乐对华晨宇上市发布会行程进行热点挖掘及运营，联合娱评号打造#华晨宇给粉丝准备口罩#话题，引

导车型关注

#华晨宇给粉丝准备口罩#
粉丝晒图华晨宇现场发放口罩
微博娱乐发现热点并进行炒作

原生话题 热点包捆绑 大账号植入 娱评号热度加持



媒介&执行

3、品牌价值输入：

3.1 打造#听见不一样的声音#群星话题， 78位明星分享自己不一样的态度声音

1个明星

1个热点

78个明星

3个热点

华晨宇



媒介&执行

3.2 微博娱乐账号发布沃尔沃×明星联名海报，群星为#听见不一样的声音#活动打CALL，点燃品牌活动热度



媒介&执行

3.3 微博账号资源&媒介资源全程助力#听见不一样的声音#IP话题发酵，品牌内容辐射更多微博用户

……

@微博星星眼

粉丝数174万

@微博明星

粉丝数420万

@微博爱豆

粉丝数415万

@明星特别任务

粉丝数396万

@粉丝嘉年华

粉丝数98万

@时尚星icon

粉丝数115万

@微博娱乐

粉丝数327万

@新浪娱乐

粉丝数3754万

@微博星视频

粉丝数97万

微博娱乐账号全程运营群星活动话题，发掘精彩内容 微博优质媒介资源助力群星活动热度



媒介&执行

4、节日热点借势：

邀请王勉定制《好人卡》车型歌曲，娱乐&汽车KOL、媒介资源助力视频传播

娱乐大账号直发 汽车KOL直发 媒介资源助力

车迷头条

汽车播报家

汽车娱乐大法

牛牛的犄角向上扬



效果&反馈

#华晨宇代言沃尔沃#话题阅读量：6.6亿
话题讨论量：464.5万明星代言宣发

微博&新浪新闻双平台直播观看量：572万
#华晨宇给粉丝准备口罩#话题阅读量：2721万广州车展上市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话题阅读量：9.3亿
话题讨论量：920.1万群星活动造势

王勉定制视频观看量：近600万
王勉直发博文覆盖人数：132万王勉定制视频

声
量 品牌相关内容阅读量提升81.8%，

品牌提及量提升9905.1%

口
碑 正面发博人数增加435%，

品牌负面口碑占比降低90.9%

人
群 兴趣人群90后占比提升21.5%，

官宣3天品牌官微增粉1W+

*数据来源：微博全景大数据



效果&反馈

在品牌声量上，新车上市及明星合作带来多个声量高峰，同时成功收割网友正面口碑

XC40×华晨宇
电力小剧场

官微&明星官宣代言

XC40新车直播上市

热点大视窗投放
XC40×华晨宇
时尚芭莎视频

华晨宇×张碧晨女儿事件

2020-11-16 2020-11-26 2020-12-06 2020-12-16 2020-12-26 2021-01-05 2021-01-15 2021-01-26 2021-02-04 2021-02-14

新车上市期 王勉合作期

XC40×王勉视频上线

【新车上市期】品牌声量显著提升，正面口碑成功稀释负面信息

81.8%
执行期品牌阅读量提升

品牌
声量

9905.1%
执行期品牌提及量提升

435.1%
执行期正面发博人数增加

品牌
口碑

90.9%
执行期品牌负面占比降低

【王勉合作期】视频上线带动当日声量提升，收割网友正面口碑

104.2%
上线当日品牌阅读量提升

品牌
声量

856.7%
上线当日品牌提及量提升

品牌
口碑

12.9%
执行期品牌负面占比降低

24.1%
执行期负面发博人数减少

*数据来源：微博全景大数据



效果&反馈
*数据来源：微博全景大数据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00后 90后 80后 70后 60后

家居收藏财经科技育儿宗教婚庆情感法律戏剧 综艺家居网络收藏公益设计时尚音乐明星财经 家居综艺宗教收藏科技搞笑财经电台汽车情感

项目执行前
10.27-11.15

新车上市期
11.16-12.05

王勉合作期
02.13-02.20

年龄圈层

90后00后占比提升
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品牌

兴趣圈层

成功触达娱乐兴趣圈层人群
汽车兴趣指数有明显提升



效果&反馈
*数据来源：微博全景大数据

丨官微新增粉丝

官宣三天内沃尔沃官微增粉
（时间：11月18日-11月20日）1w+

99%
华晨宇粉丝转化占比
（时间：11月18日-11月20日）

丨项目流量贡献

华晨宇阶段流量贡献
（时间：11月18日-11月20日）10%

16%
王勉阶段流量贡献
（时间：2月13日-2月20日）

在明星转化上，沃尔沃通过整合营销成功将明星流量、
明星粉丝转化为品牌流量、品牌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