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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   

公 司 简 介
A b o u t  U s

莱媒数字专注于互联网整合营销传播

是伙伴，是共同成长，是同舟共济，是创新价值的提供者。

上海莱媒数字以传播（let-media）为使命，以现代传播学，

全媒体视野作为基本工具，为客户提供品牌管理、公关关系管

理以及媒体关系管理三大核心服务。

莱媒音译自Let-Media这一英文词组：让我们一起传播吧！

莱媒数字营销机构连续多年获得中科院下属《互联网周刊》杂志，互联网+公关传媒业百强公

关公司、第五届硅谷高创会特别表彰奖等荣誉。

自2006年中国互联网营销的商业化萌芽阶段起，莱媒数字即为多个行业的知名企业提供过互联

网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并作为行业的布道者、先行者、实践者领跑着整个中国互联网营销行业

的变迁和发展。

过去10年是中国互联网营销爆发性发展和变革的十年，莱媒数字一直领跑在营销前沿，实践着

最新锐的营销工具和沟通方式。迄今为止，莱媒服务的客户领域已经涉及快消、3C、互联网、

电商、房地产、酒店、家电、奢侈品、金融、保健品、石油、电子商务等诸多行业。曾为娃哈

哈、百事可乐（股票代码PEP）、光汇云油（股票代码00933）、班乐士、阿里巴巴（股票代

码BABA）、腾讯（股票代码00700）、西门子家电、香港瑞安房地产（股票代码00272） 、

华住酒店集团（股票代码HTHT）、爱马仕等在内的国内外众多一线企业提供品牌公关服务。

过去，我们创造了一系列深有影响的互联网营销经典案例；

未来，我们期待能够与您一起创造更多的辉煌。

100000+
意见领袖

800+
服务品牌

1000+
传播到达率

120+
客户满意度

5000+
核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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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开拓中
国网络造星高潮。

顺应市场需求，为品牌
提供360度整合营销服
务，新媒体与传统公关
融合。

社会化媒体大数据时
代的精细化传播和客
户管理。

系列娱乐事件营销，
撼动传播界，引领新
媒体传播，成为行业
布道者。

服务长虹、美的、中粮
等客户，诸多经典案例
成为互联网营销领跑者
和行业标杆。

服务众多500强企业和国
内一流企业，提供综合性
品牌营销服务。建立商业
传播的病毒营销模式。

莱媒数字在整合互
联网营销领域占据
一定行业地位,并在
美国硅谷高创会获
得创新奖。 

诸多互联网和新媒体
营销奖项，肯定了莱
媒数字的杰出成就。

综合性整合公关服务
商。

入驻上海，业务全面
转型，在电商营销、
粉丝经济上取得阶段
性成果。

 公司发展历程



核心优势

品牌策划、口碑管理
广告代理、公共关系

专业培训

媒体关系品牌管理 事件营销 活动策划

自媒体运营 移动开发 舆情管理

病毒产生、病毒复制
病毒裂变、病毒变异

展览展示、会务执行、企业巡展、
区域营销、圈层活动、演艺执行、

发布会

媒体报道、人物专访、
专题专访媒体沟通、媒体维护、

媒体沙龙媒体写手

内容运营、创意制作
技术对接、对外推广

定制开发、APP开发
H5开发、游戏开发

品牌监测、行业监测、
竞品监测危机预防、危机公关、

舆情管理

社交媒体课程、电子商务课程
网络公关课程、事件营销课程

其他更多课程

服务范畴



核心优势

品牌管理

品牌策划

市场分析、品牌策略、产品包装

巩固维护品牌市场地位

增强品牌生命力

口碑管理

改善公众关系
形成良好的公众认知和舆论环境

广告代理

广告策划、内容创意、素材制作
媒介代理、广告投放、效果监测

  公共关系

为企业制定公共关系策略及协助沟通
包括政府关系、跨界合作、品牌活动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莱媒数字在过去7年的营销实践中，成功策划了一系列深有影响的事件营销，并具备独特的事件挖掘能力和

传播资源，对于事件的创意、制作、传播以及危机管控具备独特经验。

病毒产生
事件营销的种子内容可能是图片、视频、

文字、段子，也可能是表情。

病毒复制
一定要产生大面积的主动复制行为，这

里面包含媒体的复制和网民复制两种。

病毒裂变
在复制的过程中媒体主动报道参与，不

断产生系列讨论和话题。

病毒变异
意见领袖参与，病毒源裂变为全媒体表

现形式，形成广受热议的社会话题。

事件营销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活动策划

会务执行展览展示 企业巡展 区域营销

发布会 圈层活动 演艺执行

凸显产品特色，展示品牌魅力，汇
聚线下流量的精准传播

定制专业的会务策划、提供优质的
会务方案

全国巡展方案的制定、展馆预定、
巡展媒体联系

整合区域资源，进行区域企业化、
品牌化经营

发布会现场统筹、媒体组织，
报道跟进

酒会、冷餐会、时尚Party、
主题聚会

演艺策划（音乐剧、话剧、舞蹈、
音乐会等）、现场部署、现场执行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媒体关系

媒体报道人物专访 媒体沟通 专题专访

媒体维护 媒体沙龙 媒体写手

财经金融、科技、家居、酒店等行
业创始人专访报道。

北、上、广、深等重点城市主流媒
体报道。

全国各大新闻、电视社交类媒体
定时沟通联络。

人物专题、品牌专题、企业专题
策划及媒体合作。

帮助企业梳理媒体维护网络。 根据企业性质梳理核心媒体，
定期举办线下沙龙。

五大门户、重点财经媒体及TMT
媒体记者和专栏作家资源。

为企业连续媒体数据基本特征。

媒体数据库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自媒体运营

内容运营
品牌定位、内容创意、互动维护、
活动策划、用户管理、数据分析、
运营日志。

创意制作
海报、段子、漫画、H5页面等创意
内容。

技术对接
针对自媒体的菜单搭建，功能开发，
数据管理，数据对接。

对外推广
自媒体影响力提升，线上线下整合、
外部资源推广。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移动开发

定制开发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开发各项应用

APP开发

系统开发、客户端开发

H5开发

H5页面制作开发

游戏开发

微信小游戏开发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舆情管理

01

02

03 04

05

06品牌监测
企业品牌、企业形象、产品动态等，核

定监测关键词及时搜集网络信息舆情

竞品监测
针对企业竞争对手的监测，为

企业制定相关策略提供参考

危机公关
针对企业发生网络危机时，对危

机蔓延状况的及时监测

行业监测
针对企业行业动态的监测，为企业制

定相关策略提供参考

危机预防
对品牌进行定量分析管理、预防

危机、危机预警、危机管控

舆情管理
针对监测结果提出专业公关传播方案，

或者网络危机专业处理建议

主要业务内容



核心优势

专业培训

社交媒体课程
社交媒体营销培训、KOL维护

培训、社交媒体内容创作、社

交媒体推广

电子商务课程
全流程案例+教学、多电商平

台讲演+演练、店铺运营管理+

推广

网络公关课程
品牌维护、品牌管理、公关培
训、软文营销培训、网络推广

策划培训

其他更多课程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课程，帮助

企业培养互联网营销人才

莱媒数字作为新锐的互联网营销公司，拥有大量实战经验和优秀的讲师资源，为企业提供

咨询、内训和指导服务。

主要业务内容



年度表现

• 政策沟通：代表“中国公关协会”、“中国国际公关协会” 分别起草《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的立法建议函》，在国家收紧网络舆论监管，加强互联网传播政治的重要时刻，这项立法建议函从根本上保障了

公关行业的发展，保障了所有拥有新媒体传播业务的公司的权益，具有非凡的意义。

• 样板工程打造：疫情之下，莱媒公司和莱媒人都奋力拼搏，与客户共渡难关，在诸多公司降薪裁员的情况下，莱媒依旧

涨薪招人。莱媒公关为中国建设银行数字化营销略尽绵薄之力，连续三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莱媒公司打造的数字金

融场景和展台，都不失为金融行业的样板工程，受到上海市委书记表扬。

• 年度业绩：以“益起飞 慧理财”为主题，通过“一场盛大的启动云峰会+四大益起飞理财互动+七大慧理财投资选择+二

十大理财直播大咖秀+一首理财之歌全新首发”，为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打造一场普惠大众、全民参与的理财嘉年华，

成为建行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创新金融营销的高度，为未来的数字化实践积累了更多经验。



年度表现

自媒体运营奖

•2012新浪乐居第三届“微笑天使”全国微博大使十强

•2012新浪乐居第三届“微笑天使”全国总决赛前十六强

•2014年腾讯上海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前三十强

•2011年－2014年连续新浪微博风云榜上海地区项目类微博前十强月榜96次

360营销传播奖

•2014综合类 整合营销传播《全季酒店*中国好声音“会说话的”T恤创意营销》银奖

•2014综合类  数字营销传播《华住酒店“全民疯抢私房钱”》创意营销铜奖

TMA移动营销大赏

•2014华住酒店“全民疯抢私房钱”创意营销——效果类·最佳案例奖

• 年度最具成长性移动营销代理公司

•2016第三届年度最具突破力移动营销公司

•第三届年度媒介整合类“遇见西门子家电·蓝跨界营销”获得铜奖

•2017第三届TMA移动营销大赏媒介整合类铜奖《通灵珠宝上市A股上市传播》

 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

•2015 上海莱媒公关公司——最具成长价值数字营销代理公司

•2016 上海莱媒公关公司——年度最具成长价值数字营销代理公司

•2016 上海莱媒公关公司——年度最具创新精神数字营销代理公司

•2017  第8届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友加Mike隋神级模仿创意营销金奖

虎啸奖

•2015 电子通讯及网络服务类-优秀奖——关云藏APP“手机防查分手案”创意营销

•2015 旅游服务与房产类-优秀奖——华住酒店“全民疯抢私房钱”创意营销

•2015 旅游服务与房产类-银奖——全季酒店*中国好声音“会说话的”二维码T恤

•2016  家居用品与家政服务-铜奖——Mlily梦百合零压行动创意营销

金网奖

•2015年第七届金网奖 创意传播类 铜奖（关云藏手机防查大师）

蒲公英奖

•2016  第三届中国创新传播奖“新品上市类”获得蒲公英奖银奖



年度表现

中国新锐营销大赛

•2014  中国新锐营销十大顶尖案例（移动营销类）

•2014 中国新锐营销十大顶尖案例（社会化营销类）

•2014 上海莱媒公关公司——最具合作价值营销服务公司

•2017  第五届TopDigital品牌与营销类别铜奖“遇见西门子家电·蓝跨界营销”

行业排名

•2015  年互联网+公关传播业百强公关公司

•2015  年第五届硅谷高创会特别表彰奖

•2016  年互联网+公关传播业百强公关公司

•2017  年互联网+公关传播业百强公关公司

•2018  年互联网+公关传播业百强公关公司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一：

中国建设银行参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活动背景：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

市管理能力，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功举办三届；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以来践行“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住房租赁”三大战略，更是不断贯彻落实“科技性、普惠性、共享性的新金融理

念”，积极参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出自己最新的金融科技应用，向公众展示建行的金融科技实力，展现建行拥抱科技的决心和服务

社会的实力，输出建行理念，展示大行担当，用金融科技构建无界家园、美好生活的智慧生态。

创意概述：中国建设银行，连续几年参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断更新迭代展示建行最新科技成果和智慧理念，用金融科技服务社

会大众。

•2019年，畅想未来银行。围绕“AI上海·AI建行·AI未来”的主题，现场打造具有科技感、未来感的“未来银行太空舱” 展台，通过

一个个科技感、互动感的科技展项，全方位诠释建行的新金融理念；

•2020年，打造智慧生态。疫情下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云端展开，建行围绕“智建美好，无界家园”的主题，打造“无界便民、无界

助企、无界运管、无界出海、无界家园” 5大金融服务场景，构建无界家园、美好生活的智慧生态。开启智慧生态云展览、24小时不间

断云直播、共话AI发展的云会议。

效果综述：领导高度认可，各界人士纷纷学习，荣获网红展台称号。建行展台展览情况收效甚佳，展览现场专业观众、普通观众、

特殊观众、VIP观众等观众云集，好评不断，并获得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等领导的参观和认可，赢得媒体记者们的竞相报道和现场直播。

建行注册量21,168；云参观量100,000+；各大媒体&大号报道30+；新闻浏览量2,000,000+；布局上海分行网点300+；朋友圈扩散

500+；留资人数67；整体传播曝光量14,184,029人次

各网点风采直播

长图设计

十大主题论坛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二：

活动背景：
建行面临整体的数字化转型，需要通过此次全民理财季做好数字化转型中的模范作

用；大众理财意识不强，需要通过令大众信服且能有效触达大众的方式，让大众接

受理财不再是精英人群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大众都可以参与的生活方式；一场疫

情，让大众可用于理财的钱变得越来越少，对于投资也变得越来越谨慎；2020

年，因为疫情的原因，线下活动、传播等受阻，需要寻找更好的方式与大众展开沟

通。
创意概述：
建行理财季以“益起飞 慧理财”为主题，通过“一场盛大的启动云峰会+四大益起飞

理财互动+七大慧理财投资选择+二十大理财直播大咖秀+一首理财之歌全新首发”， 

打造一场普惠大众、全民参与的理财嘉年华，借活动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全民理财

教育，让人们认识到，理财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事儿，而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事儿，

切切实实让理财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效果综述：
活动整体累计获得约381,804,870人次曝光，37,805,684人次关注，首次云端峰会

获得10万+同时在线观看人数，实现了一次很好的全民理财教育和理财知识普及；

让建行投资理财客户新增**万户，AUM新增***亿元，基金保险销量增长**亿元，

理财交易额**亿元，成功践行“搭场景、拓用户、建生态”的数字化转型方针；（因

商业机密，限于保密条款，不能公开）。

成为建行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成功的创新实践，创新金融营销的高度，为未来的数字

化实践积累了更多经验。

上海建行市民理财节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三：

宝马出行
传播背景
2018年12月14日，宝马集团宣布在中国进一步拓展旗下ReachNow即时出行业务范围，并将由今年4

月在成都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宝马出行服务有限公司来具体运营。ReachNow即时出行高档网约车全

部采用BMW5系长轴距轿车，这些车辆的豪华与高科技配置与零售车型一样丰富，车辆整备和车内备用

物品更是细致入微。网约车队的全部专职司机均由公司精挑细选。

 

ReachNow即时出行高档网约车面向公众开放，既可为高端商务或旅行人士提供新的出行解决方案，也

会走入千家万户的生活，与人们共庆诸如家庭团聚、结婚、纪念日等人生重要时刻。所有用户均可通过

ReachNow APP预约或即时使用该服务。

传播策略
莱媒数字结合品牌调性，互动活动，开展线上线下的会员尊享俱乐部、会员每周福利活动，传播宝马悦

文化，传达宝马即时出行品牌理念；微信内容规划上，通过高端出行习惯养成、品牌软文、产品故事、

福利活动、气质培养、热点借势等多样化的形式传达宝马即时出行的高端出行基因，深化“宝马即时出

行·C位出行”的品牌形象。

传播效果
宝马即时出行微信公众号尚处于开发阶段，但自发的评论活跃度高，“宝马即时出行”高端出行的品牌

理念深入人心。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四：

传播背景
华住酒店集团全新升级实行全品牌战略，在品牌形象、产品服务及营销思路上都有空前创

新，同时华住酒店集团面临国际化的路线升级同时，打造具有代表性的中高端酒店品牌全季

酒店，因此，在3年的发展中，品牌及集团快速发展并提成形象及认知，提高用户注册量及粉

丝活跃度成为首要解决问题。同时，从行业高度上提升华住酒店集团整体品牌价值，奠定华

住在用户、媒体、加盟商以及投资人群中的酒店住宿行业第一品牌的地位。

华住酒店集团－用互联网思维开启酒店盛世十年

传播效果
莱媒公告为华住酒店集团的品牌策略定位、媒体关系管理、新品上市和服务传播、门

店拓客、APP 下载提升、品牌公关管理、财经媒体沟通、意见领袖阵营建立、加盟

商大会传播的等工作提供了系统的服务，对华住酒店集团建立品牌印象，点对点精准

沟通，提供了有效的工作，做出贡献。

传播策略

全民疯抢私房钱
以品牌曝光量和用户注册量为传
播导向，结合公关和营销两条路
线，在品牌曝光量增加的同时，
促进会员注册量。

华住&雅高联合发布会
在国内外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与重视，为双方的品牌影响力
以及发展奠定有力的声势基础。

华住千人世界大会
奠定华住在普通用户、媒体、加盟
商以及投资人群中的酒店住宿行业
第一品牌。

华住品牌十年 华住房卡传播 华住营改增传播 汉庭升级传播 全季大赏

华住加盟商
通过话题的引导来为此次危机纠正观点，澄清事
实的真相，维护华住的良好形象及口碑，维护与
加盟商之间的良好关系。

线上结合线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整
合营销+粉丝经济+移动互联网用户
体验，以公关线+营销线两者相结
合,进行新媒体整合营销传播。

会说话的二维码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五：

创意概述：用“造零食”的概念，打造一场综艺+电商+直播+互动的沉浸式电影院发布会。围绕发布会现场亮点，和发布的11款新品，通过权威媒体背书+各

类网红话题打call，全方位立体式媒体触达，引发大家的讨论，对新品的期待。

传播效果：将11款新品零食融入综艺互动中，在欢乐的氛围中了解产品、解锁新品，通过切实体验、现场活动、真实品尝等进行零食圈粉，特邀80位网红

+100位媒体现场见证与直播，进行扩散，开创双11销售奇迹。

顶级网红零食品牌三只松鼠互动综艺直播秀席卷双十一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六：

家居行业：Mlily梦百合微电影引爆都市睡眠压力探讨

传播背景
作为国内知名的家居品牌，Mlily梦百合近年在国内市场拓展上遇到了记

忆棉概念推广方面的困难。如何将品牌理念和消费者的痛点结合起来，

使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零压这个概念。如何通过特殊人群的痛点，来达

到情感的共鸣，成为传播的难点。

出于此种原因，Mlily梦百合目标人群精准定位传播，打造国内第一支关

注弱势睡眠健康的视频，用三部微电影传达对睡眠弱势群体的关爱。梦

百合在美国高创会零压行动后做的品牌延续传播，梦百合关爱睡眠弱势

群体，深入“零压”概念的品牌标签。

传播策略
通过零压视频的传播、典型人群睡眠障碍的挖掘，提出零压睡眠的

解决方案，引爆话题，提高品牌曝光量。

本次事件传播，采用的是话题营销模式，针对受众人群实施精准投

放，辅以微博大V、微信大号的讨论扩散，打造热门话题，传播睡

眠弱势群体概念，提高品牌认知度，并借助新闻营销及自媒体营

销，视频传播、行业社交媒体意见领袖，撬动所有媒体的关注、参

与及扩散，最终形成具有深度的社会思考问题，并提高Mlily梦百

合品牌与该事件的关联度。

传播效果
1.本次传播紧扣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挖掘不同的关注重点，基本

实现报道角度立体化，传播热点延续性强。

2.使用当下几乎所有火热的social平台和手段，立体化全方位到达

目标人群。

3.微博微信KOL的使用，微博热门话题的冲刺，朋友圈推广的进

行，定位精准，到达率高，充分曝光“睡眠弱势群体” 理念。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七：

通灵珠宝上市传播
传播背景
目    标：配合通灵珠宝A股主板成功上市，感恩
回馈消费者，提升通灵珠宝品牌形象，扩大通灵
珠宝在全国主要二线城市的知名度。
话题性：通灵珠宝上交所A股主板珠宝上市，千
万珠宝感恩回馈消费者。
品牌力：比利时优质切工钻石、柏林电影节专用
珠宝品牌，沪市珠宝IPO第一股。
卖  点：全民抢红包，好友助力拿好礼，20万上
市分享金，一千条钻石吊坠、一千份定制礼、以
及三千两百份精美伴手礼。

传播策略
本次活动传播，在通灵珠宝A股主板上市，千万珠宝感恩回馈的活动
主题下，以抢红包活动minisite展开。通过一系列的传播途径，扩
散、传播抢红包活动，吸引人群参与活动、转发活动，引发媒体、社
交网络以及珠宝受众人群的广泛关注，打造“通灵珠宝送千万珠宝，
全民抢红包”的传播效果。后续利用通灵珠宝代言人唐嫣送红包的话
题持续传播，打造热门微博话题强化曝光，并通过社群营销，撬动社
群庞大人群参与，推广通灵珠宝上市千万珠宝感恩活动。最后，12月
份，结合圣诞、元旦的节日热点话题，继续强推抢红包活动，营造
“抢红包拿好礼过圣诞（元旦）”的氛围，持续活动影响力。

传播效果
通 灵 珠 宝 活 动 媒 体 发 布 ： 累 计 直 接 覆 盖 粉 丝 数 达
67010178人次，曝光量累计达  27151351 人次，互动
人数达669933人次；短短一周，红包活动页面浏览量达
3115995，独立访客914697；注册累计人数632317；
累计分享人数127763；
本次活动“通灵珠宝上市”关键词高峰期百度最高搜索量
为524000，“通灵珠宝上市红包”关键词高峰期最高搜
索量为533000，”通灵珠宝千万珠宝感恩回馈““关键
词高峰期最高搜索量为6.07万，说明在我们主动投放的
内容产生了大量用户主动讨论和自发讨论。



年度表现年度创新代表案例八：

圣元国际旗下十万加母婴大号布瑞弗尼自媒体运营

布瑞弗尼公众号运营

• 打造IP人设：根据品牌产品形象和
目标受众，打造布菲（妈妈的朋
友），小布（布瑞弗尼）的IP形象；

• 福利活动：打造一系列的有奖互动、
粉丝福利、优惠购买等活动，吸引
粉丝互动，进行销售引流；

• 官方商城：搭建品牌官方商城，进
行官方的销售和引流；

• 实用价值：塑造自媒体账号的功能
化优势，给予粉丝生活帮助，吸引
粉丝关注



服务的主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