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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房地产品牌介绍.

项目背景



活动调性

让AAA房地产品牌业主与潜在成交客户与温哥华市民一起感受一场热
情如火的盛大明星表演，随着音乐一起欢呼，歌唱，释放活力与热
情，遗忘烦恼，享受一场视听盛宴，让心灵得到彻底的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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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参加演出的明星和网红的具体信息

演出规划



明星演唱会
以明星组合拼盘演唱会形成强大阵容，凸显开发商实力，更容易在北美地区形成巨大影响。
优势：1. 通过强大的阵容，容易吸引更多明星的仰慕者，到访现场观众数量得以保证；
      2. 市场声音最为持久；
      3. 可植入项目元素，软性传达项目卖点。



网红表演
以网红拼盘表演形成强大粉丝群体，在北美地区形成巨大影响。
优势：1. 通过强大的阵容，容易吸引更多明星的仰慕者，到访现场观众数量得以保证；
      2. 超级网红，粉丝数量超过100万。这些网红每天会接到来自许多品牌的代言邀请，而品牌方也希
望推动他们，从而给品牌带来更多关注；



03 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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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营销
娱乐营销　品牌专属：利用稀缺的群星演唱会
门票资源，进行“APP抢票”或微信公众号等
娱乐营销传播活动，利用明星形象，结合门票
设计，媒体炒作宣传，最大化利用明星价值

现场布置
外围展示　品牌之旅：在活动现场，进行项目优势
产品信息等品牌宣传布置，处处体现企业品牌文化，
深入企业品牌感知



娱乐营销

宣传方式之一：提前3个月进行宣传，Vancouver电视台、Vancouver
城市电台、加拿大中文电台、Vancouver相关纸质媒体等投放广告。



娱乐营销

宣传方式之二：通过艺人微博、贴吧、官方网站等宣传方式呼吁歌
迷关注演唱会和落地活动，网红直播宣传
网络广告投放: 广告条、浮标广告、论坛广告等
主要对象媒体: Vancouver相关城市网站、Twitter、Instagram、
Facebook



赞助管理

独家冠名赞助 +合作赞助 + 指定赞助

赞助形势 赞助额度 备注

AAA房地产 XX万(CAD)/场  

特邀主办 XX万(CAD)/场

指定赞助 XXX酒店
提供指定用车、用餐、明

星入住等

 赞助合作方式（可与赞助商协商指定有针对性的方案）

                                                                                                                      



票务管理

利用本地区的ticket master为主卖点，各国网络售票网站为分卖点

设计合理的优惠措施，如对于团体购票的有弹力的优惠

充分利用合作售票公司的宣传渠道

在门票发售的同时，印制 300-500 件精美文化衫，上印“XXX地产

非凡之夜”字样和100%组合头像，对于首批购票的个人进行发放。 

（团体无此项）刺激首批购票。

购买VIP票的观众有机会上台与明星同台表演。



票务管理

门票发放计划

1、政府人员邀请函邀请

2、AAA房地产新老业主（及潜在成交客户（预交10%订金））

免费发放

3、线上营销（微信抢票、微博抢票、抽奖活动等）

4、线下活动营销（参加活动赢取门票、抽奖活动等）

5、内部员工福利门票发放

6、看房回馈（新客户看房，间断性发放门票）



票务管理

票务定价及预期销售量

票务等级 票   价 数   量 票   值

VIP 1000CAD/
张

500张

贵宾
500CAD元/
张

3000张

一等票 300CAD元/张 3100张

二等票 200CAD/张 2500张

三等票 50CAD/张 200张



赞助商回馈

在节目海报、节目单、套票上显示XXX地产商独家赞助商的商标及文

字，并冠名：AAA地产“非凡之夜”2018群星演唱会。

在演出现场场馆，出现赞助企业宣传广告

赞助企业可在演出场所附近周围区域指定范围内设立自身的产品展

示区，现场派发地产广告，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设在Rogers Arena，第二场设在离岛的房地产楼盘现场，
悬挂彩灯，专属订制音乐符号造型的灯箱。增加演唱会现场的活动
气氛，营造演唱会的热闹氛围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穿插花车巡游，色彩艳丽、灯光闪烁、由网红带领的花车
从景区门口到活动场地全天来回巡游



活动现场

演唱会穿插冷烟花配合舞台节目表演，增强节目效果，拉动现场观
众气氛，把现场推向高潮



活动现场

内场包装：采用荧光棒、涂鸦区、内场闪光灯进行包装，营造热情
的氛围



执行方式

演唱会采取现场凭票进场以及网络直播的方式共同进行，同时实现
线上线下在全球各大直播平台同步播出。



流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大屏幕 彩幕 音响 灯光 备注

18:00-19:30 持票观众入场 广告 广告音 场灯 检票入场

19:30-19:35 XXX明星组合开场 直播 橙色 舞蹈音乐 节目光

19:35-19:38 主持人开场 主视觉 橙色 主持麦 主持光 品牌信息、推广

19:38-19:46 XX网红演唱2首 直播 彩幕1 CD还音 艺人
麦

节目光

19:46-19:49 XX明星组合访谈 直播 艺人主持麦 舞台光

19:49-19:57 XX明星演唱3首 直播 彩幕2 CD还音 艺人
麦

节目光

19:57-19:59 主持人介绍互动1 主视觉 主持麦 主持光 品牌信息植入、推广

19:59-20:14 互动1 直播 节奏音 舞台光

20:14-20:16 主持人引出XX网
红

主视觉 主持麦 主持光 品牌信息植入、推广

20:16-20:24 XX明星组合演唱2
首

直播 彩幕3 CD还音 艺人
麦

节目光

20:24-20:26 XX明星组合访谈 直播 艺人主持麦 舞台光

20:26-20:35 XX明星组合演唱3
首

直播 彩幕4 CD还音 艺人
麦

节目光



现场互动

演唱会前

现场报到：所有VIP观众，
均可在入场的时候凭票领取
“定制明星帽”或“定制T
恤”，加入自己的明星阵营。

3D明星合影：现场设有明
星模拟3D合影墙，想和那个
明星合影都可以，让观众自
己定制自己的演唱会海报。

演唱会中

歌曲大作战：现场随机抽取十位
粉丝，网红播放当天演出明星的
多首歌曲，如粉丝能准确猜中歌
名将会得到礼品奖励。

“网红明星同唱”：现场将活
动前期评选的网红与明星同台献
唱。

微信竞拍：现场观众通过微信公
众号参与明星签名CD、签名海报
竞拍，最终结果在现场公布，拍
到者可上台领取。



04
项目执行方介绍及具体执行方式

项目执行



金线集团

电影 诊所 文化 设计

金线集团下属电影公司，中西医医学美容团队，连锁诊所团队、中西文化学院，电影制作团
队，动画制作，电影后期特效，商业广告，建筑动画，室内、景观设计与一体的综合公司。
公司团队具有二十年以上北美影视，动画工作经验的，之前完成大量迪斯尼，BBC和好莱坞
的电影，动画电影、电视剧，建筑动画和设计、商业庆典活动以及慈善活动等项目。目前有
多个大型项目正在进行中。

执行方简介



执行方简介

金线集团近年参与策划组织了：
• 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

• 小小演说家加拿大赛区评委

• 李玉刚北美巡演温哥华演唱会 

• 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温哥华新年音乐会

• 世界萨克斯风之父kennyG温哥华演奏会

• 中国好声音加拿大总决赛

• 亚洲小姐加拿大总决赛

• 中国"四海同春"海外慰问演出

• 河南卫视"华豫之门"鉴宝温哥华专场

• "桃李杯"北美舞蹈大赛

• 加美国际武术锦标赛  等等



执行方简介
金线网红经纪团队是一家专业的多元化文化传，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公关
服务。公司以“创意独特、精益求精、非凡品质”为发展理念。现已形成了重视文化内涵，满足文化市场
需求的多元化文化传播公司。

经过多年的专业实践,在媒体资源、社会资源、专业资源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不仅在活动管理实施、
舆论引导落实等执行层面经验丰富，而且在市场行销顾问、公关策略咨询等领域可为您提供完备的解决方
案。

精准的方案、独特的创意、完美的执行、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奋斗使中国，北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依托市
场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本身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完善的一站式服务。将以市场需求为平台，创新企
业梦想，诠释精彩文化，为缔造文化精品而不懈努力，与中国文化产业同步发展，共创辉煌



合作方简介
金线网红经纪团队是一家专业的多元化文化传，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公关
服务。公司以“创意独特、精益求精、非凡品质”为发展理念。现已形成了重视文化内涵，满足文化市场
需求的多元化文化传播公司。公司具备影视娱乐资源，公司总部在北京首都，在韩国、美国、香港均设有
办事机构，整合境内外资源，全力进军娱乐行业。立志成为新一代娱乐产业的领导者。

公司以新娱乐全产业链的综合创新开发为主营业务，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包含新型演艺形式 的线上和
线下运营、新媒体影视的的策划制作营销发行，互联网造星三大业务板块。公司基于互联网的娱乐新形态、
告别传统娱乐方式。娱乐方式创新：塑造新的娱乐模式、挖掘新的娱乐价值；造星模式变革：基于互联网
挖掘明星、网红及个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IP价。

经过多年的专业实践,在媒体资源、社会资源、专业资源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不仅在活动管理实施、
舆论引导落实等执行层面经验丰富，而且在市场行销顾问、公关策略咨询等领域可为您提供完备的解决方
案。

精准的方案、独特的创意、完美的执行、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奋斗使中国，北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依托市
场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本身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完善的一站式服务。将以市场需求为平台，创新企
业梦想，诠释精彩文化，为缔造文化精品而不懈努力，与中国文化产业同步发展，共创辉煌。



演唱会后，进行邮轮晚宴活动，由网红和韩国明星组合在邮轮上同庆本次演唱会活动举办成

功。举办方、赞助方和新老业主（成交客户）共同登上邮轮参加晚宴，进行庆祝活动。

客户回馈—庆功宴



预案及细节保障
1、根据演出所在地签署场地租赁协议，并向当地部门进行审批。

2、需向保安公司借调安保人员，成立专门负责安保负责小组，包含甲方工作人员2名、我方工作人员2名；
安排消防监督员与安保人员负责电箱、电路节点、舞台后部等重要防火位置；演唱会全程监督是否有无关
人员进入，或无邀请函入场情况

3、因为此活动邀请明星到场，需要向海关部门进行审批
     （我方会提供所需详尽相关证明材料）。

4、需到当地消防部门备案审批，并要求消防部门协助，预防意外火情。

5、使用一米线、秩序铁马围挡、喷绘围挡等，进行场地环围并专人清场。观众坐席与舞台边缘，也有专
门安保人员和一米线进行分割，保障现场秩序和领导、明星、贵宾的安全。

6、成立专门负责嘉宾对接小组，包含甲方工作人员2名、我方工作人员4名；安排商务车接送领导嘉宾参
与演唱会；制作印有XXX房地产品牌LOGO的车牌、停车证用于明星、领导、贵宾的接待。

7、为了保证活动成功举办，本公司负责活动的相关培训。有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内容涉及：活动内容、活
动流程、现场配合；其他人员的培训内容包括：礼仪小姐、服务生、保安、摄影摄像师等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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