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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四川省商务厅《关于组织电子商务企业参加品质川

货“十百千万网购节”的通知》（川商电商〔2020〕3 号），

结合四川省商务厅安排的宣传工作事宜，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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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

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

二、受众目标

全国各地网民和消费者

三、宣传目的

通过购物节的宣传，对商品进行推广，扩大购物节辐射

面，增强影响力；吸引观众的注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购物

节中。

四、宣传策略

以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宣传为中心，对网购节

活动、促销、预告、展示等方面有序宣传，以各微信公众号、

网站、新媒体、新闻媒体为主要宣传载体，带动全方位的辐

射宣传，形成“以点带面”的宣传模式。

五、宣传阶段

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氛围营造阶段

第二阶段：活动进行阶段

第三阶段：活动总结阶段

六、实施计划

（一）氛围营造阶段

1、宣传时间

2020 年 2 月 22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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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传重心

本阶段主要对本次购物节进行前期造势、推广宣传，重

点从宏观上介绍网购节相关情况，吸引消费者对网购节的关

注度，为第二阶段产品营销打下基础。

3、宣传主题

主题一：方案发布

报道内容：对网购节活动最终实施方案进行发布。

涉及单位：四川省商务厅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最终活动实施方案。

主题二：市州动态

报道内容：市州区县商务局的活动准备情况。

涉及单位：市州区县商务部门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活动相关准备情况。

主题三：网销产品

报道内容：网购节活动总体情况，包括产品报名情况，

报名数量，有哪些特色产品，哪些品牌参与，整体优惠度多

大等。

涉及单位：三大直播基地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销售产品相关情况。

主题四：主播秀

报道内容：对部分腰部以上的主播进行介绍。

涉及单位：三大直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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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需展示主播的图文介绍。

（二）活动实施阶段

1、宣传时间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

2、宣传重心

全方位报道开展活动后的情况，报道相关代表企业、代

表农特产品，提前预告直播带货内容、促销活动等，并开设

扶贫专区，对贫困地区产品重点介绍。

3、宣传主题

主题一：启动仪式

报道内容：对网购节的启动情况进行全方位报道。

涉及单位：省商务厅、各市州商务部门、各主流电商平

台、三大直播基地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相关启动素材。

主题二：直播预告

报道内容：提前两天对活动进行预告发布。

涉及单位：三大直播基地、市州区县商务部门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前 3 天提供直播预告，包括时间，

直播平台，直播产品以及主播介绍等。

主题三：每日动态

报道内容：各产品每日交易、直播、订单以及沙龙、资

源对接等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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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单位：各主流电商平台、三大直播基地、市州区县

商务部门、公共服务平台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相关动态素材。

主题四：每日之星

报道内容：每日介绍两款有典型代表的农产品

涉及单位：三大直播基地、市州区县商务部门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推荐具有代表的农特产品进行展示、

介绍，含产品介绍、产品文化、产品特点、产品种植或生产

工艺等图文信息。

主题五：扶贫专区

报道内容：贫困地区产品情况及销售情况等

涉及单位：贫困地区商务部门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本区域内优势农产品及销售情

况。

主题六：资源对接

报道内容：对供需资源对接进行介绍

涉及单位：协会、新型农民大户、传统商超、传统供应

商等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产品对接及销售的情况，图文

结合。

主题七：在线沙龙

报道内容：报道在线培训、在线技术讲授等情况



8

涉及单位：公共服务平台、有赞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前两天提供活动预告材料，含主

题、嘉宾等介绍。

（三）活动总结阶段

1、宣传时间

2020 年 3 月 2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4 日

2、宣传重心

对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进行总结，报道亮点、

效果等。

3、宣传主题

主题一：案例亮点

报道内容：网购节的案例和亮点

涉及单位：州市商务局、三大直播平台、协会、公共服

务平台

素材提供：各涉及单位对自己承担的工作进行总结，并

提交图文材料。

主题二：活动概况

报道内容：对活动的规模、销售数据、订单量等进行报

道。

涉及单位：省商务厅、市州商务局、主流电商平台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整个购物节相关销售订单情况。

主题三：活动效果



9

报道内容：对网购节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力予以宣传

涉及单位：四川省商务厅

素材提供：涉及单位提供相关效果材料。

七、素材提供和发布时间

活动期间，每日 2 点前报送完毕相关素材，编辑后次日

发布；2 点后提供素材的，在第三日进行发布。

八、素材提交方式

邮箱：1687053388@QQ.COM

电话：13908236105 联系人：蒋红雨

附件一：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宣传方案汇总表

附件二：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活动”计划表

mailto:16870533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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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宣传方案汇总表
大类 宣传阶段 宣传重心 序号 宣传主题 报道内容 素材提供单位 素材提供内容 备注

一
氛围营造阶段

（2月22日-2月28日）

本阶段主要对本次购物节

进行前期造势、推广宣传，重点

从宏观上介绍网购节相关情况，

吸引消费者对网购节的关注度，

为第二阶段产品营销打下基础。

1 方案发布 对网购节活动最终实施方案进行发布 四川省商务厅 提供最终活动实施方案

每日 2

点前报

送完毕

相关素

材，编

辑后次

日发

布；2

点后提

供素材

的，在

第三日

进行发

布。

邮箱：

16870

53388

@qq.

com

2 市州动态 市州区县商务局的活动准备情况 市州区县商务部门 提供当地部门活动筹备情况

3 网销产品

网购节活动总体情况，包括产品报名情

况，报名数量，有哪些特色产品，哪些品牌

参与，整体优惠度多大等。

三大直播基地 提供活动开卖前的相关情况

4 主播秀 对部分腰部以上的主播进行介绍 三大直播基地 提供需展示主播的图文介绍

二
活动实施阶段

（3月 1日-3 月 20 日）

全方位报道开展活动后的

情况，报道相关代表企业、代表

农特产品，提前预告直播带货内

容、促销活动等，并开设扶贫专

区，对贫困地区产品重点介绍。

5 启动仪式 对网购节的启动情况进行全方位报道
省商务厅、各市州区县商务部门、各主

流电商平台、三大直播基地
提供相关启动素材

6 直播预告 提前两天对直播活动进行预告发布 三大直播基地、市州区县商务部门
提 前 3 天提供直播预告，包括时间，直播

平台，直播产品以及主播介绍等。

7 每日动态
报道各产品每日交易、直播、订单以及

沙龙、资源对接等动态。

各主流电商平台、三大直播基地、市州

区县商务部门、协会、公共服务平台
提供各自负责怎相关动态素材

8 每日之星 每日介绍两款有典型代表的农产品 三大直播基地、市州区县商务部门

推荐具有代表的农特产品进行展示、介

绍，含产品介绍、产品文化、产品特点、产

品种植或生产工艺等图文信息。

9 扶贫专区 报道贫困地区产品情况及销售情况等 贫困地区商务部门 提供本区域内优势农产品及销售情况

10 资源对接 对供需资源对接进行介绍
协会、新型农民大户、传统商超、传统

供应商
提供产品对接及销售的情况，图文结合

11 在线沙龙 报道在线培训、在线技术讲授等情况 公共服务平台、有赞 提前两天提供主题、嘉宾等预告材料

三
活动总结阶段

（3月21日-3月24日）

对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

节”进行总结，报道亮点、效果

等。

12 案例亮点 报道网购节的案例和亮点
州市区县商务局、直播基地、协会、公

服平台
活动总结图文材料

13 活动概况 报道活动的规模、销售数据、订单量等
省商务厅、市州区县商务局、主流电商

平台
提供整个购物节相关销售订单情况

14 活动效果 对网购节活动效果和影响力予以宣传 四川省商务厅 提供相关效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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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品质川货“十百千万网购节活动”计划表

一、活动单位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企业所在市/区

对接人 联系电话

活动发布平台/网址

二、项目进度明细

发布时间 活动名称 预期目标 活动简介 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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