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刻主宰-Tiffany×微博电影之夜

u 品牌名称：Tiffany

u 所属行业：珠宝

u 执行时间：2021.05.20-06.21

u 参选类别：IP营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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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标

作为具有百年历史且拥有着丰厚电影底蕴的高端珠宝品牌 Tiffany,
2021与阔别一年的@微博电影之夜携手共同为中国电影造梦，

为亿万影迷打造一场熠熠生辉时刻耀眼的电影盛宴！

借势IP盛事#微博电影之夜#，与万千网友共同见证闪耀时刻的同时，

更深度地呈现珠宝艺术，邀请更多用户共赴光影之约。

背景

目标



洞察&策略

热点IP合作破圈传播1 群星热度借势加强联结2
品牌携手微博电影之夜，以更专业深度的内容和

更多元的场景玩法，扩散品牌社交声量，为品牌实现拉新

品牌信息伴随明星活动线上线下的每一个环节

同时以代言人易烊千玺+群星影响力，全面激活微博粉丝创作力

覆盖盛典前中后期，借势微博平台及IP及群星流量，不断构筑社交联想，实现从声量到人群的资产累积



媒介&执行

6.1 – 6.11
预热期

6.12
Key Day

6.13  - 6.27
长尾期

线
上
造
势

线
下
联
动

用户
维度

明星
维度

话题
维度

全网用户互动，激发参与热情 绑定IP热度，延续品牌热度

明星内容定制，吸引星粉关注 明星代言人内容输出，引爆活动热度

IP
原生
维度

官方内容合作，实现更多聚焦 电影原生内容共创，加强品牌与用户连接

品牌+IP话题联动，扩散热度

明星
维度

IP
原生
维度

活动明星，穿搭植入

电影之夜IP盛典现场，品牌权益露出



媒介&执行
预热期 全网用户互动 |

通过定制投票榜单以及Tiffany专属任务植入，提升微博电影之夜用户对品牌的关注度

“2021最受喜爱电影歌曲MV” 投票互动 “2021最受欢迎电影” 投票互动 “夏夜寻宝环游记”Tiffany特别任务植入

*夏夜寻宝环游记H5



媒介&执行
预热期 全网话题联动|

1+2话题矩阵联动，通过多维度话题沟通不同圈层用户，刺激用户产出优质UGC

热点IP话题：微博电影之夜
#时刻主宰X自带光环#产品话题

#蒂芙尼携手微博电影之夜#热点话题

拥有Tiffany就像电影中的主角一样发光

有种梦幻联动的感觉

居然要合作了！一直期待的事情

时刻主宰和电影之夜一样自带光环

Banner
一键导流产品话题



媒介&执行
预热期 明星电影海报预热|
以电影+明星更生动的呈现形式吸引各自粉丝关注，实现Tiffany权益海量曝光

@荣梓杉@袁文康@胡先煦@魏晨@张译等10位明星录制动态电影海报
引发粉丝围观热议

@@惠英红@丁禹兮@李晨@胡军@贾玲等20位明星发布静态预热海报
实现Tiffany权益的海量曝光，吸引星粉提前关注盛典



媒介&执行
预热期 官方倒计时海报合作|

微博电影之夜携手官方合作伙伴Tiffany进行盛典倒计时，实现更多影迷&星粉的聚焦

6月7日 – 6月11日

连续5天以官方海报倒计时

烘托盛典来临前的热烈氛围

品牌logo伴随海报倒计时露出

强化品牌与IP合作身份印象绑定



媒介&执行

活动执行期 - 线上 | 品牌代言人VCR发布

盛典当日易烊千玺视频空降现场，点燃粉丝热情，通过代言人带动对品牌的热议

Tiffany全球品牌代言人易烊千玺荣获年度最受欢迎演员奖
获奖VCR空降盛典现场，成功激活四字粉丝，纷纷自发带话题宣传

你的全球代言人易烊千玺有多厉害！

Tiffany全球代言人继续加油吧

恭喜Tiffany全球代言人

不愧是Tiffany全球代言人

Tiffany全球代言人真的很努力

通过代言于盛典当天获奖，成功带动粉丝关注品牌



媒介&执行
活动执行期 - 线下 | 电影之夜全程露出

从酒店出发预热至盛典结束，合作明星全程佩戴品牌高定珠宝，全程吸引粉丝产出对明星+品牌的讨论

酒店出发预热照
巧妙融入品牌珠宝

盛典现场红毯照
明星全程佩戴品牌高定珠宝 粉丝自发在微博进行明星盛典之夜红毯生图的二次传播扩散



媒介&执行

长尾期 电影原生内容共创|

为品牌量身打造明星质感海报与明星定制 vlog，一静一动，以更深入的方式演绎品牌格调与魅力

契合电影形式，联合品牌明星资产打造电影蒙太奇大片
品牌高定珠宝软性露出

明星化身vlog博主记录记录电影之夜台前幕后的故事
将明星与品牌珠宝巧妙结合，传递品牌价值

@胡先煦
粉丝数：447万+

@文淇
粉丝数：855万+

@景甜Studio
粉丝数：11万+

真的不是珠宝店里首饰模特
吗！

Tiffany的高级珠宝也好看!

谢谢Tiffany！

呜呜呜珠宝太好看了！

小胡超适合Tiffany，贵气又潇
洒！

Tiffany好看，你更好看！

“自带变身光环”

“时刻主宰x自带光

环”



媒介&执行
长尾期 搜索关键词体现Tiffany信息|
深绑电影之夜热点相关内容，品牌软性露出产品信息，不断扩大品牌赞助身份影响力

集合微博电影之夜&星粉关注热点

通过主动拦截兴趣用户的搜索行为

为Atlas系列带来持续的曝光



媒介&执行

娱乐KOC
明星热点辐射全网

娱乐KOL
沟通泛娱乐人群

电影矩阵
沟通电影兴趣用户

粉丝大号
沟通核心粉丝

@娱Ms
粉丝数：811w

@爱追星的小助理
粉丝数：412w

@圈内教父
粉丝数：1053w

@娱乐扒皮
粉丝数：591w

@娱乐新报
粉丝数：1239w

@千家无名氏
粉丝数：74w

新浪电影
粉丝数：3251w

微博网络院线
粉丝数：329万+

微影迷
粉丝数：721万+

明星粉头&电影垂类&娱评号等157个矩阵账号以易烊千玺获奖VCR/电影造型/精彩集锦等形式
合力炒作#易烊千玺年度最受欢迎演员#热点

157个大账号针对代言人获奖事件进行联动转发

阅读量超3.8亿+、讨论量超 34万+

粉丝在超话下积极产出电影人物漫改/原创海报等
UGC内容，形成社交裂变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12-20210616

代言人易烊千玺数据表现|
联合157个不同垂类大账号&明星粉头进行热点炒作，引发粉丝积极讨论，引爆社交热度



媒介&执行

阅读量8069万+；讨论量 4万+ 阅读量3580万+；讨论量 2万+ 阅读量1.3亿+；讨论量 3万+

联合130+大账号&娱乐&电影KOL针对明星造型/明星状态/明星获奖内容等进行多维炒作，助力品牌赞助热度的破圈扩散

130+大账号实时捕捉热点进行炒作，成功助力衍生话题上榜 4个
阅读量达3.9亿+、讨论量超 17万+

阅读量8426万+；讨论量 8万+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12-20210616

品牌合作群星数据表现|
联合130+娱乐大账号捕捉盛典当天明星实时原生热点，通过多热点激发，实现品牌热度延续



媒介&执行

#章子怡深V薄纱礼服#

与Tiffany绑定最深

品牌相关内容提及占比达xx%

#蒂芙尼携手微博电影之夜#

是其核心关联的top3话题

#景甜暗夜繁花礼服#

全网讨论最多的话题

品牌相关内容提及占比达xx%

#章子怡年度影响力演员#

KOL参与率最高的话题，达xx%

主要从4个维度讨论这个话题

参演作品、塑造角色

人设演技、当日造型

#张婧仪锁骨#

普通用户参与最多的话题

达xx%
点赞超xxxx万+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12-20210616

品牌合作群星数据表现
通过合作群星热点的衍生，其穿搭造型中珠宝搭配内容，也不断得到粉丝的应援与追捧



媒介&执行

微博电影
粉丝数：1521万+

微博网络院线
粉丝数：329万+

微影迷
粉丝数：721万+

微博电影榜
粉丝数：246万+

新浪电影
粉丝数：3251万+

微博电影之夜
粉丝数：252万+

6大微博电影矩阵大账号携手合力转发扩散品牌合作明星定制Vlog

互动量超12万+

明星话题上榜热搜全方位沟通兴趣用户

话题阅读量超 1890万+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12-20210616

品牌定制内容数据表现 – 明星Vlog
盛典结束后电影官方大账号合力扩散明星Vlog内容，全面沟通兴趣用户，进一步延续品牌影响力



媒介&执行
品牌定制内容数据表现 – 蒙太奇大片
盛典结束后，电影垂类联合@新浪娱乐进行传播，沟通不同圈层兴趣用户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12-20210616

新浪电影
粉丝数：3251万+

新浪娱乐
粉丝数：4291万+

由@新浪电影联合@新浪娱乐搭建传播矩阵，于盛典结束后发布明星蒙太奇海报大片并置顶品牌相
关评论，通电影&娱乐不同圈层兴趣用户

博文互动人群以女性为主，通过铭心粉头&娱乐博主助力
成功触达时尚/音乐相关兴趣人群

男性占比

16%
女性占比

84%

互动人群兴趣标签：

①明星

②电影

③音乐

④时尚

⑤旅游

关键传播KOL：

@gxc0115（黄晓明超话大咖）

@秦海璐影迷会（官方后援会）

@三个馒头yg3j （娱乐博主）

@超级農農985散粉天团（娱乐博主）

博文评论下除了蒙太奇大片中所涉及的明星之外
用户也会相应的提及品牌以及atlas系列

品牌内容相关

Tiffany
Atlas
珠宝
耳钉
钻戒
景甜

Tiffany合作群星相关蒙太奇大片互动量超2万

“T i f f a n y精巧的设计中

传达出对生活的精致追求”



媒介&执行

品牌定制内容数据表现 – PR公关稿
Tiffany@微博电影之夜跨媒体平台PR内容持续输出，不断放大品牌影响力，同时提升用户好感

活动周期内，微博平台品牌结合品牌格调定制博文内容 活动结束后，联合跨媒体平台撰写公关稿件，进行全网发酵

“群星云集时刻自带光环

星 光 熠 熠 闪 耀 上 海”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12-20210616



效果&反馈

微博直播观看人数：6600万+ ，全网直播观看人次：1亿+

微博电影之夜全站阅读增量91亿+，讨论增量695万+

微博电影之夜相关热搜上榜：50+

5大Tiffany衍生热点话题上榜，热度破亿

奢侈品行业首个珠宝品牌与微博电影之夜进行深度合作

20+明星全程穿戴 Tiffany珠宝现身盛典当天

活动期间品牌增粉超xx万+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效果&反馈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对比时间段20210516-20210531 vs 20210601-20210616

活动周期内：Tiffany & 微博电影之夜 声量走势

品牌社交声量分析
通过与微博热点IP合作&群星内容定制，Tiffany社交声量持续发酵，成功带动微博网友热议

在微博电影之夜活动期间，Tiffany通过借势微博IP热点
成功带动社交声量的提升，随着项目重点活动进度阶段性出现峰值



效果&反馈
在微博电影之夜活动期间，Tiffany官微粉丝出现多幅增长

盛典当天当日增粉超xw+,当月最高

品牌新增粉丝以95-00后的男性为主
二线城市的用户占比最高

*数据来源：微博社交用户数据银行 20210601-20210627

男性占比

26%
女性占比

74%

95-00后占比

65%
二线城市占比

32%

新增粉丝热衷于追星，也热爱追剧
除此之外对平台垂类内容IP也有一定的关注度

话题分类 类型
明星势力榜 明星
森林驿站 公益
爱豆v力量 明星
张哲瀚 明星
阳光信用 互联网
每日一善 公益

做家务的男人 综艺
熊猫守护者 容易
奇悬疑剧场 明星

爱豆能量月 明星

品牌合作的20+群星为品牌增粉贡献了超x成的粉丝

增粉来自于品牌本次合作群星

张婧仪
丁禹兮
张译
粉丝贡献为top3



效果&反馈

1 / 内容合作更深入
Tiffany作为首次携手微博电影之夜的奢侈品品牌，除常规logo曝光之外，更与
平台进行了Tiffany特别任务、投票榜单等互动内容共创，连接潜在的兴趣用户。

2 / 明星合作更丰富
Tiffany携手微博电影之夜摒弃以往单一的明星造型植入，更以独特的视角
为全网用户带来明星原生视频内容，与明星的粉丝建立了更加亲密的联结。

3 / 品牌影响更全面
从活动预热至盛典当日，更到后续的长尾营销，通过线上线下一系列的整
合互动，持续放大品牌的社交声量，提升品牌赞助身份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