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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提出鲜明的品牌传播概念，并进一步在传播层面上形成具有特斯拉风格的传播语境，给车主贴一个独特的

标签；

• 品格：增加对现有车主群体的互动，让领见消费者成为特斯拉的代言人，让潜在用户达到对特斯拉的关注；

• 出格：针对现阶段预算情况，量身定制为特斯拉创作具有影响力的传播事件，在数字媒体上产出来有影响力价值

的案例。

客户简报摘要
Recap of Client's Brief



数据来源：科技部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由于新能源汽车市场本身
具有的政策依赖性，以及
中国所独具的政策高效制
度，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有望在两年内超越美国市
场，成为世界第一大新能
源汽车市场。

“限+补”政策驱动下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充满变数但却勃勃生机



——2015北京新能源车发展论坛《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调研报告》

中国高净值消费人群豪华电动车消费趋势：
与北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消费者处在电动车初级市场培育阶段。

晨光虽然稀薄，却足以引领未来。



一线城市由于限行限号以及政府政策补

贴原因，保持了相对积极的购买意向。

安全和性能并且是阻碍高净值人群将购

买想法变现的主要原因，便利因素（电

池充电时间、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成为

影响消费者关注的主要因素。

二、三线城市消费者受制于政策补贴、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传播等原因，在

纯电动车领域意识淡薄，需要至少在3-

5内完成初级市场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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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进入市场 已有市场份额

100w

全球主流豪华车品牌基本在中国完成了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布局，都已经或者即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新能源车型

在汽车未来的能源消费演化路径上，
在油电混合、纯电动车及燃料电池
汽车的投入及市场营销上，各大车
企各持己见。但不约而同在中国
市场保持了对量产新能源汽车
谨慎乐观的态度。

结论
特斯拉

奥迪R8

e-tron

宝马i8

保时捷
MissionE

阿斯顿·马
丁DBX



特斯拉将豪华车这一产品概念附加于电动车，率先占据了消费者mind share，成为这一品类代名词。

但是领见品牌往往存在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在领见品牌进入某区域市场后品牌新鲜动能逐渐减弱的同

时，领见消费者心智资源不断被新进品牌所填充，特斯拉需要在该品类提出更具有区隔性的品牌传播概

念以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资源。



领见消费者的注意力总是容易被迅速分散

除非你不停创造他们心中的那些引以为傲



最被低估的奢侈品牌

LV305.mpg
LV305.mpg


竞品界定

V.S.

德系豪华车品牌

以ABB为代表

…
… 

个性豪华车品牌

… … 

豪华电动车

奥迪 e-
tron

宝马 i 系列

…
… 

我们通过媒体、车主及潜在车主的访谈结果，将特斯拉的
主要竞品界定在80万——110万区间的进口豪华车品牌：

1、以ABB为代表传统德系豪华车品牌
2、以路虎、大切诺基、保时捷为代表的个性豪华车品牌
3、以宝马i系列、奥迪e-tron为代表的增程豪华电动车品牌



汽车实用性

后期保养

• 百里加速4.3秒
• 没有震动和噪音，驾

驶环境安静
• 过减速带悬挂干净利

索
• 反应速度和舒适感无

可比拟

• 储物空间简约
• 座椅设计过于平直
• 塑料质感明显
• 缝线不够笔直

• 国内30个城市建立了
200多个超级充电桩

• 即将在70多个城市建
设近1000个目的地充
电桩

• 一次充电可行驶400
公里左右

• 截止2013年2，我国
96313座加油站，覆
盖城镇及乡村

• 一次加油可行驶700+
公里左右

• 保养项目减少
• 特斯拉MODEL S的整

车质保是4年或8万公
里，电池组质保期为8
年或16万公里。

• 为用户提供OTA在线
升级服务

• 保养项目琳琅满目
• 4S店售后服务全面完

整
• 后期保养制度成熟完

善

• 储物空间充足
• 座椅设计精良
• 缝线细致精良
• 材质做工上佳

• 百里加速5.8s—6.2s
• 驾驶环境皆有噪音
• 可以感受到震动

特
斯
拉

燃
油
车

特斯拉的设计与操控为用户创造了全新的驾驶体验，但其舒适度、充电不便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实用性，其他类竞品则在传统的汽车感官驾驭体验上，更满足一般消费者常规惯性需求

驾驶感受 内饰做工 加油充电

宝马
i3

• 百里加速7.9s
• 车内噪音控制良好，

行驶过程中只有胎噪
传入车内

• 宝马i3保养价格要比宝
马普通车型保养价格
更低，相当于普通车
型保养价格的70%

• 6小时可充满 充电桩还
未普及

• 方向盘操作手感好
• 换挡设计精良
• 后排腿部设计过硬



乐趣实现家：我就喜欢！生而不凡

徐宽,80’s
富二代，“简餐”品牌创始人

相比上一辆车（玛莎拉蒂），特斯拉价格不贵，而且不
限行这一点还不错。

也不是日常使用，而是偶然使用，在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上会用，也会用在自己创业品牌的传播上。

我比较喜欢科幻电影以及未来感的游戏，这个车有一种
天生为我们这个群体而生的感觉，很对位。

消费者访问



潘飞70’s 
蓝标移动互联首席执行官

事业生活者：与众不同，就够了

是自己的第四辆车，希望尝试一点儿新的，之前都是传统
豪华车品牌。

坦白讲有点后悔，与同价位豪华车相比，无论在操控性还
是舒适度上都没有办法比较

人是为了车服务的，而不是车为了人服务的，大大冲淡原
有的利益点。



自由追梦人：被互联网的气质所吸引

于刚60’s 
壹药网创始人

在美国教书的经历、对美国车的熟悉，以及我自己的
互联网背景让我选择了“高龄”购车。

一定是大势所趋，但是会谨慎向朋友推荐，最好等几
年再说。如果不解决充电这个挑战，会很麻烦。

不是一个汽车品牌，而是一种极客精神，代表了对于创新和
探索的理解；对比其他豪华车品牌，底蕴为零，而整体汽车
行业都对底蕴非常依赖。其实这对于豪华的理解发生变化，
过去是财富和身份的综合，现在是为了一个伟大梦想所进行
的努力。



中国消费者选购特斯拉，主要是看重特斯拉品牌价值与创新体验，

在购买理由上，很少有基于性价比而购买的车主。

消费者购买心理总结



发家致富总是伴随着神话般
的“创新”与“时机”

Make fortune is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mythical 
“creativity” and “opportunity”

A great deal of romance 
around  the notion of 
the grand risk…
新富人群，
充满创新的传奇历程

体现品味的新富阶层



渴望另辟蹊径，追随个人兴趣自我
实现

创意是新时代
Entrepreneurship (企业
家精神)的重要组成

因为现在的话，中国的文化产
业是一个大的方向，因为整个
物质爆炸时代，中国生产那些
必须的生活资料已经没有问题

了，这时候，他们精神文明
需求，作为一个最大的需
求，而且是新的一个方向。

2

“

”
表现自我的新知阶层



喜欢特斯拉的人，看待特斯拉和看待其他汽车的标准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在他们心中，汽车是这样划分的：

TESLA及其它



当人们还在惊诧于未来的电能世界的神奇时，特斯拉已经让人们开始享受它的美妙。

当所有人还在探讨电能汽车的可行性时，我们已经让它奔驰在人们视野中。

当更多人还在托词环境的成熟时间时，我们已经在改变充电环境。

当其他人不得不小心尝试时，我们已经开始下一个发明。

而每一位特斯拉车主

也在积极用自己的行为让世界注视自己

外界可以诋毁、可以盛赞

但却无法忽视

因为我们总会习惯



传播概念探测性方向一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特斯拉，

尼古拉 ▪ 特斯拉，
那个不断改变世界的人。

所以我们深知 最大的成就在未来 而不是现在
我们不断让

传统汽车和汽油时代成为过去
也让人们对电动汽车的质疑与怀疑成为过去

当然，我们也不会迟疑地选择
让自己过去的辉煌以及成绩 全部过去

传播概念方向2



传播概念探测性方向二



特斯拉的秘密（本来特斯拉）
The Secret of Tesla

2016传播主题建议

每个人的兴趣隐藏着他生命最深的秘密，
而特斯拉车主则是一群能够尊重并且执着于让自己的兴趣挥洒自如的人们。



探索秘密

销售篇

特斯拉的秘密

让世界为你预言/一切正在过去

不能说的秘密 揭示秘密 再造秘密

结合节日热
点探索特斯
拉车体性能，
展现其科技
智能性

趣味玩笑竟
品，展现特
斯拉精神以
及价值观

亲密

整合车主资
源，建立于
车主“亲密”
关系

基于车体性
能，介绍特
斯拉的独特
之处

发现秘密

对话特斯拉，
最终“揭秘”
特斯拉，巩
固品牌形象

跨品牌合作，
再造特斯拉
品牌神秘感，
体现特立独
行品牌精髓

特斯拉合作蓝标，众筹创意，促进销售



第一章：探索秘密
——来自特斯拉的圣诞问候



HOW TO DO

结合圣诞节拍摄，以特斯拉鸣笛奏响圣诞歌，并配合感应式车门把手，全景式天窗闭

合，个性传递特斯拉的圣诞祝福。同时展示特斯拉车体性能，体现特斯拉的趣玩精神。

创意
阐释



HOW TO DO

圣诞夜悄然降临，浩荡的特斯拉车队
汇聚在一个广场，整齐地一字排开；

一位身穿燕尾服、手持指挥杖的乐队
指挥走到了车队的正前方；

音乐前奏响起，特斯拉鸣笛配合感应
式把手开关，全景式天窗闭合演奏圣
诞歌……

音乐示意

脚本示意



HOW TO DO 创意延展

每辆车对应一个音符，演奏时对应的按键上
会出现指引的光点，按指引的按键和韵律弹
奏就会演奏出圣诞歌；

当用户触碰到正确的按键时，对应的车会
发出不同颜色的光晕作为反馈。

特斯拉邀请您共谱
一曲圣诞歌~~

汽车喇叭也能演奏？有意思！

分享到朋友圈

视频曝光传播之后，发布同主题H5配合视频进行进一步传播，引发朋友圈转发。增加视频曝光，进而增加特斯拉在全网声量。

圣诞歌H5创意



第二章：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来自特斯拉的罚单



WHAT TO DO

创意
阐释

扫街寻找停泊宝马奔驰等品牌车辆，在车窗前贴上神似 “罚单”。“惩罚”奥迪车主“太严肃”，要常常微笑；

“惩罚”mini车主“被小三”，要会选择……

车主虚惊一场之余，并可以通过扫描“罚单”上的二维码获得特斯拉试驾预约资格。

目的：以幽默方式引发车主在自己圈子内的传播，并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热点话题引发泛大众群体关注。“罚”

需要设计出demo



WHAT TO DO

惊
现

视
频

传
播

视
频

录
制

罚
单 31 2

开一个跟车主的“玩笑”，送出预约试驾，记录车主反映创造趣味视频用于网络传播，并制造

Social话题使被贴者主动分享朋友圈。

车主被贴上虚假罚
单，“愚人节”玩
笑引发事件

捕捉车主反应，

录制病毒视频；

社会化媒体全平台视

频传播与话题扩散。



HOW TO DO

非

在北京主要商圈寻找停泊的奔驰宝马品牌汽车，在其前车窗贴“罚单” 。

Step1：罚单惊现



HOW TO DO

现场记录车主们第一眼看到“罚

单”的最真实反应，或惊讶，或

愤怒，抑或还会有一两句“国

骂”。

情绪平复流露出会心微笑，并用手

机拍摄“罚单”照片传至微信等社

交自媒体。

抓拍到车主们在仔细看过“罚单”
内容后脸上表情变化的瞬间。

旁边的车被贴了“罚单”，但

其它品牌的车主疑惑：为啥就

我没罚单？

在停车场现场录制车主们真实反映，后期制作成视频。
Step2：视频录制及制作



HOW TO DO

艾玛司机要疯了！
哈哈哈好戏开始

你们这些坏淫~~

前方高能！
大哥表情亮了~
我的小宝马……

高能预警

搬个板凳看好戏

这哥们儿太神
能别这样吗……

好戏开始！

我不就没开特斯拉，怎么惹
到你了？

这一堆神表情，城会玩~

微
博

视
频
网
站

微
信

弹
幕
网
站

在微博上通过段子手、红人、草

根大号等进行资源转发。

在微信上通过等优质公众号进行

推送，同时请一些微信红人在朋

友圈分享推荐。

在a站b站上传视频，请网友自

行发挥恶搞。

在搜狐、优酷、爱奇艺等各大视

频网站疯传该视频。

Step3

【视频发布及传播】

通过优酷、搜狐等各大视

频网站，及微博、微信朋友圈

等途径广泛传播该视频，制造

话题。



第三章：亲秘无间
——特斯拉永不断电



WHAT TO DO

创意
阐释

合作百度地图，开发“特斯拉充电”应用，分享特斯拉个人充电桩，实现充电共享，满足更多车主行车充电需求。
组建特斯拉车主社交圈，增加用户粘性

与百度地图合作开发充电桩共享功能可满足更多车主充电需求，同时建造社交圈增加用户黏性



HOW TO DO

共享充电桩功能介绍

点击“附近”进入百度应用页
面

百度接入“特斯拉”专属端口，
进入查找附近的个人充电桩

充电提供时间、车主个人信息
介绍

特斯拉车主介绍页面



HOW TO DO 创意延展

在微信平台车主不仅可以分享自己的充电桩位置，还可以
进行个性账号设置，比如拥有个人的签名档，体现车主信
仰；

加入升级玩法，车主充电桩分享次数越多，等级就越高，
响应可以享受到特斯拉更多专属服务；

加入社交属性，可以车主留言，评价和分享

核心车主养成计划

第一代车主，分享5次

14:00—18:00充电桩
分享

类似滴滴打车引入车主评价升级机制，培养特斯拉车主的平台粘性，并且发挥特斯拉微信平台的
社交属性。



第四章：发现秘密
——今天我是“备”壳党



WHAT TO DO

邀请名人创意改造特斯拉前备箱，通过名人们的创意改造，体现特斯拉独有的车体性能，展现特斯

拉的个性，以及其品牌性格。

再次与领见用户合作，让他们通过前备箱创作自己的故事！！！

创意
阐释



心爱之物，目光所到之处，如影随形



心爱之物，目光所到之处，如影随形







HOW TO DO 创意人参考

陈丹青 著名画家

以画家的角度创意特斯拉前
备箱，赋予其独特的艺术气
息。



HOW TO DO 创意人参考

孟京辉
亚洲剧坛最具影响力的
著名实验戏剧导演

以导演的角度创意特斯拉前备箱，
赋予其独特的情意。



HOW TO DO 创意人参考

陈漫
著名摄影师

以摄影师的角度创意特斯拉前备箱，
赋予其独特的新视角。



HOW TO DO 创意人参考

冯唐
诗人、作家、医生、商人

以跨界的角度创意特斯拉前备箱，
赋予其独特的跨界意蕴。



WHAT TO DO

官方微信

微信大号

官方微博

微博KOL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展示名人的创意，吸引公众关注。



第五章：揭开秘密
——TEDXTesla



WHAT TO DO

特斯拉作为一个颠覆时代的产品，注定有很多启发公众的精神，也注定有话可说。

在三里屯Sir.Teen Club举行特斯拉TEDx演讲活动，邀请知名特斯拉车主、汽车主编、商界CEO，讲述

他们对于特斯拉的理解，展现特斯拉的独特魅力。当晚活动将被拍成记录短片，用于后期的线上传播。

创意
阐释



HOW TO DO

于刚
原1号店董事长、联合创始人
壹药网创始人、董事长
中国第一批特斯拉车主

演讲主题：重返初心

车主代表



HOW TO DO

许群 资深汽车媒体人

演讲主题：领见未来

媒体代表



HOW TO DO

多渠道发行TEDx视频：TED独有平台+社会化视频平台，引爆大众讨论。

传播平台

原1号店董事长于刚的重返初心



第六章：保守秘密
——特斯拉特使驾到



WHAT TO DO

创意
阐释

特斯拉合作滴滴试驾业务，作为试驾选择，让更多潜在消费者体验特斯拉。

入驻滴滴试驾平台包装成一个独立的事件，打通销售渠道，让特斯拉车主成为特斯拉“Top sales”

为潜在消费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意向客户体验式营销服务。

与滴滴合作，制造一起co-branding的事件传播，为潜在消费者提供更加精准的意向客户体验式营销服务。



WHAT TO DO

与滴滴试驾合作

成为Top sales

预约试驾

与真实车主交流

试驾结束

滴滴试驾页面示意

鼓励现有的特斯拉车主成为滴滴试驾车主，并奖励车主成
为特斯拉Top sales。

让潜在消费者体验真实的驾乘感受，与真实的特斯拉车主
进行沟通，进而促成售卖。

邀请车主加入



WHAT TO DO 特斯拉车主养成计划

车主
计划

1. 滴滴试驾业务将在11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6个城市

2. 通过滴滴出行的试驾入口，乘客可以预约经过平台认证的特斯拉车主，通过与认证车主互动交

流，了解车辆真实使用情况

3. 通过创造一个特斯拉车主、品牌和意向购买者的体验式互交场景，为垂直领域的销售渠道提供

了一种新的模式

经滴滴试驾平台促成购买的试驾车主，将有机会获邀前往美国，与特斯拉创始人Musk

共进午餐，探索商业奇才脑海中关于特斯拉的灵感火花。



HOW TO DO 亮点设计

在试驾的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一个会让你惊呼“原来你也是特斯拉车主！”，特斯拉所吸引的是具有相同气质的人，现车

主与准车主之间可以建立更加深厚的情感关联。用现车主的个人魅力，为特斯拉代言，让车主成为特斯拉的TOP SALE。

众所周知，特斯拉上海新天地店开业第一天迎来的第一单就是王思聪。作为中国首富之子，王思聪平日里展现出了特立独行的一面，以

极高的呼声摘得“国民老公”的头衔。走出公众的视线，国民老公或许不是我们往日看到的纨绔少年。不刻意走出光环，也不按照常理

出牌，尊重内心的选择，做最独特的自己！

滴滴试驾约到王校长，校长太太们在哪里？有什么想要我帮忙问你们老公的吗？~~



HOW TO DO 亮点设计

如果古人有车开，那么和梅长苏最般配的当属特斯拉了吧？睿智、潇洒、让众人望尘莫及，从过去穿越而来的苏兄，开着从未来穿越而

来的特斯拉，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紧跟国剧热点，与胡歌合作打造梅长苏+特斯拉的双穿越事件，在推广全民娱乐的同时，为特斯拉车主打上“睿智”的标签。



HOW TO DO 传播途径

特斯拉及滴滴官微与
KOL积极互动，巩固传
播。

试驾当事人及名人车主发
布消息，引爆话题。

滴滴试驾约到王校长，校长太太们在哪里？有什么想要我帮忙问你们老公的吗？~~

特斯拉车主及试驾用户自
行转发，形成品牌与消费
者的深度互动。

通过特斯拉名人车主引爆话题，官微巩固传播，让事件发展成全民讨论。



HOW TO DO 传播途径

特斯拉及滴滴官微放出
特斯拉试驾视频，引爆
话题。

视频网站及KOL线上传播，
扩大影响范围。

特斯拉车主及试驾用户
自行转发，形成品牌与
消费者的深度互动。

主流视频网站

新锐视频网站

吸引主流人群关注，引发公众传
播。

树立差异化形象，提升调性。

特斯拉车主本身就自带传播性，通过车主进行传播，将极大提升本次事件的传播效果。



又想做传播，又想要好玩

为什么不来亚洲TOP 1 AGENCY试试水？

最精妙绝伦的IDEA，留给懂欣赏的你！

最新锐的车，留给任性的我！

特斯拉合作蓝标，众筹创意，促进销售



WHY BLUEFOCUS

经典
案例

• 蓝色光标曾多次与甲方合作，以征集方案和开展内购的方式，面对内部员工展开传播，增加品牌好感度，

完成由PR圈内引导的小众定向传播。



WHAT TO DO 活动策划1：狭路相逢智者胜

创意
阐释

• 特斯拉在蓝标内部征集创意传播idea，已特斯拉使用权奖励最开创性传播idea，实现idea众筹。

创意结合品牌，增加曝光度，传递特斯拉开创性精神。



案例：超级提案王第一季



HOW TO DO

面对蓝标内部员工，使用蓝标官方传播平台，包括微博、微信、BF MIX官网、内部通发邮件等；结合线下的展台设置，为蓝标员工提

供试驾及预订服务。



WHAT TO DO 活动策划2：让现实与理想并驾齐驱

Step 1：车型展示

Step 2：开放式试驾

Step 3：开放内购渠道

在恒通国际创新园
内设置展台，静态
展示特斯拉各种高
科技属性。（为期
一周）

提供线下提供预约试驾服务，当
天试驾，渠道高效畅通。

为有购买意向的蓝标员工提供专
属预约服务，享受便捷的提车体
验。

众筹创意idea同步在蓝标内部发起内购活动，通过开放式试驾，车型展示等方式让蓝标潜在消费者了解体验特

斯拉，并开放专属内购渠道，促进销售。

创意
阐释



WHAT TO DO 活动策划2：让现实与理想并驾齐驱

1辆特斯拉常驻恒通国际创新园1年，在蓝标内部开展开放式试驾，让蓝标内部的潜在消费者有机会享受1天试驾。

试驾条件：提前通过蓝标渠道预约；试驾后在自个的自媒体平台发布试驾感受。

传播渠道：在试驾者的自媒体平台发布驾乘体验，更为真实；1年的传播周期，比热点事件更加细水长流；蓝标服务多元化的

客户群，在乙方的自媒体平台传播，有助于打动一部分甲方的潜在消费者。

开放
试驾

作为一款中大型四门轿跑车，
TESLA MODEL S有着与竞争对
手相似的车身比例，整体线条非
常流畅，车身宽度也足够宽。中
控台设计非常简约，一块超大触
屏囊括了全部的常规按键。无论
是导航、音响、空调。车辆调节
等功能，都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
调节。



活动Roadmap

特斯拉TED Talks

15.12 春节 16.05 16.07 16.10 16.1216.4

“特斯拉圣诞圣歌”活动

“特使驾到”活动 “风驰电掣”活动

结合愚人节活动 晒前备箱活动 特斯拉永不断电 永不停歇的信念

销
售
导
向

事
件
营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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