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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 共创新增长
Maya Hari
@maya_hari

Twitter亚太区总裁

每年此刻，我们回顾展望，规划新年目标。今年也不例外，虽然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打乱了
全球经济和商业活动，但我也会由衷赞叹人们在面对挑战所展示出的强大韧性和决心。
及时调整方向，积极拥抱变化——是2020年所有商业社群的新命题。新型线上服务需求井喷，
消费行为转变，社交活跃度激增；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站在全球变革时代潮头的中国出海
品牌，整体表现出了应势而动的灵活性以及合作创新的开放性。
品牌出海正在加速从粗放买量向精细化品牌运作的阶段过渡，尤其疫情影响尚未褪去，消费者
心态更加谨慎敏感。一些出海品牌顺应态势，将与目标消费者进行情感共鸣，建立“信任”
调整为其首要应对策略。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意识到在出海的路上，特别是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境中，亟需借
助有效的渠道，及时把握当地消费者趋势脉搏，提升营销策略的抗风险性，并通过新颖的传播
手法、入乡随俗的内容，开展市场活动，实现业务发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公众对话平台，Twitter正在成为中国品牌连接海外受众的首选伙伴，这些企
业不仅有稳健开拓海外业务的领军品牌，更有在新兴领域中涌现出的一批新星：它们善于借助
我们的广告解决方案以及策略创意服务，因地制宜与海外用户开展对话，收获“品效合一”的
营销成果。
为助力中国品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顺利前行，我们连续第二年发布《迈向全球：2020年Twitter
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报告》，携手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旗下(E)Brand Connect，将调研范围拓宽至
六大行业，深度聚焦：科技、游戏、移动互联网、汽车、金融科技和广告代理商行业，以期透
过Twitter最新调研分析和品牌最佳实践，为出海品牌和营销人士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行动指南。
走过充满挑战的2020年，Twitter平台上展现出的积极心态和正能量让我们深受鼓舞。2021年，
随着经济活动的回暖复苏，千帆竞发的出海篇章即将开启。Twitter期待，也有信心与更多企业
携手合力冲破云雾，讲好中国品牌的出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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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迈向全球：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报告》
根据各家公司今年在Twitter上的品牌影响力和营销表
现，展开综合分析，甄选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出海品
牌。希望这份报告成为最佳实践指南，帮助中国品牌利
用Twitter在全球扩大影响并与世界各地的用户建立更优
质、更有意义、更切实的联系。
今年我们深度聚焦六大行业，对每个行业的总体情况进
行总结，并由Twitter内部专家就该行业如何在出海时充
分利用Twitter平台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我们还针对一系
列案例展开研究，分享中国品牌是如何成功利用Twitter
独特优势，与海外接受度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目标用户
建立连接和互动。这些品牌展现了它们以极为有效的
方式利用Twitter推动海外业务增长的能力。它们使用
Twitter平台的工具，获得洞察，并与Twitter共同创建

解决方案，以期在推广活动中强化品牌知名度，获取新
客户，并实现其他目标。  
今年的报告中引入了三个新的行业——金融科技、汽车和
广告代理商。我们选择这三个行业的原因，一是基于它
们惊人的增长速度，二是越来越多的此类中国企业开始
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另外两个值得注意
的领域是游戏和移动互联网，它们在今年也呈现加速增
长之势。其中，游戏和电子竞技领域年收入甚至将要超
过传统体育行业，而来自中国的巨头（例如腾讯游戏和
网易游戏等）已经成为该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与此同
时，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急剧增长推动了该行业企业的海
外拓展，而这一行业的巨头企业里也有两家来自中国：
阿里巴巴和百度。

研究方法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发布《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
报告》。我们再一次通过严格的筛选流程，评选出
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随着更多行业的中国
品牌开始借助线上平台与海外目标受众进行交流与
互动，我们将今年报告覆盖的行业扩增到六个。
我们评估的六大行业以及每个行业内所含的企业类型如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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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包括金融服务、支付服务、数字货币
与区块链领域的企业等
游戏：包括游戏开发商、游戏平台、游戏发行商等

移动互联网：包括跨境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
台、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等，以app或其他形式为
载体，提供多样化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平台
汽车：包括轿车、电动汽车以及客车等

在第一轮筛选中，我们甄选了满足以下条件的中国品牌：
1. 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业务

2. 在Twitter平台上有活跃运营的账号
在第二轮筛选中，考虑到各个行业市场资本化存在的巨
大差异及行业间不同的竞争格局，我们从超过100多家的
中国出海企业初始名单中，针对以上提到的六大领域进
行垂直比较。我们计算并分析这些企业2020年在Twitter
上的品牌影响力与营销表现，从内容质量、更新频率、
展示量与用户互动（回复、转发、点赞）等因素进行评
估打分。最终根据品牌的综合得分，我们审核并评选出
34个在Twitter上表现出众的中国出海品牌。
我们进一步评选出10家在Twitter上支持中国企业出海的
亚太区杰出广告代理商。

科技：包括电子设备、手机、机器人、个人电
脑、家电等

广告代理商：包括广告、创意、市场营销、数字
营销、内容制作等方面的代理商等
5

金融科技行业
——新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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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金融科技行业品牌榜单

（获得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新锐行业奖）

金融科技行业——新兴行业 行业概览
相比本报告中其他较为成熟的领域，金融科技

Akulaku

属于新兴行业。业内中国品牌正在逐步扩张，

Twitter秘籍

Akulaku是东南亚市场交易量最大，用户最活跃，团队最成熟和发展速度最快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早期使用者和大众市场建立联系。

提升受众认知

公司名：Akulaku Inc.

目前市场布局覆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市场，致力于提供更本地化的产品服务。主要产品
是一款提供虚拟信用卡的分期购物APP，致力于为东南亚地区未被银行信用卡服务覆盖的人群提供
虚拟信用卡消费服务，打造东南亚市场第一消费分期电商平台。同时，Akulaku已经获得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区市场监管机构颁发的多种类经营牌照，这将成为Akulaku布局东南亚特色化

业务生态的重要支撑。Akulaku坚持以科技赋能业务增长的核心理念，致力于通过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使便捷可靠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在东南亚市场变得有可能，培养东南亚

用户的信用消费理念，推动东南亚市场消费升级。Akulaku希望到2025年，给10个国家超过5,000
万用户提供金融生活服务。

Alipay

公司名：蚂蚁集团

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智能互联，2004年诞生的支付宝，持续创新，拓荒“无人区”，合力

推进着中国电子支付引领世界。随着中国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大趋势，支付宝已经从一个支付工具

成长为家喻户晓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目前，支付宝和数字钱包伙伴共同服务全球约13亿用户。
支付宝通过持续开放、帮合作伙伴升级等方式，来打造数字生活平台，助力服务业的数字化升级。

Webull

公司名：湖南福米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福米科技作为一家证券领域的金融科技公司，其自主研发、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旗舰产品是微牛

App。截至2020年6月，全球超过1,300万用户正在使用微牛App管理资产、查看行情。微牛专注
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海外证券市场行情数据和交易服务，致力于通过科技赋能金融，让客户乐享科
技、乐享投资。

并且利用核心市场内的社交媒体与有影响力的

在任何新兴业务领域，提升受众对行业的认知都很
重要。金融科技的目标受众往往是科技尝新者，他
们在自己的线上社区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Twitter
提供了一个与这些受众联系并互动的平台，让他们
成为自己品牌的传播大使。

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金融科技行业
的兴趣和投资。尽管金融科技是新兴行业，但总体上
呈现高效、灵敏、低运营成本的特点。根据咨询和研
究公司毕马威的估算，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总运营成
本 ， 可 能 比 一 家 拥 有 大 型 分 行 网 络 的 银 行 低 7 0 % 1，
因此吸引了科技巨头的注意。毕马威表示，包括阿里
巴巴、Alphabet、苹果和腾讯在内的各大品牌，将进一
步聚焦金融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发展中市场，将各种创
新融入它们已有的生态系统。2

Twitter不仅可以帮助品牌连接意见领袖，还可以
与广大受众建立联系。Twitter用户往往具有“探索
心态”，与他们保持互动可以帮助建立一个线上
社区。对于任何新兴行业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品牌，
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具有可靠声誉的稳固业务，从而
获得受众信任，为持久的长期关系奠定基础。

中国企业走在这些创新的前沿，正在各个地区逐步拓
展。这是一个庞大而充满机遇的市场，特别是在移动或
数字支付、数字财富管理、保险与电商等领域。但是，
无论是进入上述成熟领域还是进入例如直播带货等新兴
电商领域，所有金融科技企业都面临相似的挑战，即如
何建立与目标受众的信任并扩大关注者群。

线上线下联动

为了获取B2B，尤其是中小企业客户，新兴企业
经常会开展线下宣传或推广活动。原生和付费的
Twitter线上营销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与线下推
广和业务拓展活动相得益彰。一个活跃的Twitter
账号有助于建立强有力的“数字化形象”，并增强
客户对一个年轻品牌的信心。对于以技术为主的品
牌，这一点尤其重要。

Twitter上聚集了最有影响力且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用户，
他们渴望探索并了解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其中包括金融。
例如，根据Twitter内部调研，51%的用户都在Twitter
上关注了金融服务品牌，例如银行、保险公司或信用卡
公司， 55%同意Twitter是了解突发新闻的首选平台，
3
22%很渴望在Twitter上了解最新金融服务产品或服务。

展示自我

Twitter能帮助受众建立他们对于新产品和服务所需
的必要信任，让品牌在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受众中试
水。Twitter可以帮助品牌在发布新产品或服务时突围
而出——根据Twitter-Bain调研，其营销活动的知名度
可提高21%，品牌知名度可提高16%。4 品牌可以先通过
与尝鲜者沟通来建立信任，进而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最终
触达足够庞大的消费者或客户。

向您的受众展示自己能做什么，以及这个新兴领域
是什么。创业公司和新兴企业可以使用Twitter与终
端用户和其他B端的利益相关者（例如潜在投资者）
建立联系。Twitter有一整套功能和广告产品来支持
这些活动，包括投票、视频、直播等。

做好本土化

对于新兴行业的企业而言，并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
皆准的解决方案。在多个市场开展业务时，金融科
技公司应根据每个市场的不同特点和要求量身设计
推广活动。

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已经借助
Twitter在不断增长的区域市场中开展推广活动，举办
网络会议和发布公告。Twitter能根据特定区域的语言
和该区域特性，定制有针对性的内容，帮助大型企业灵
活应对当地需求，实现全球市场稳定发展。

57%的Twitter用户表示

Twitter很适合发布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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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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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游戏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获得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大奖）
C4GAMES

NetEase Games

北京有爱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中国领先的移动游戏研发运营发行企业公司。公司总
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东京设有办事处。秉承「让世界更有爱」的文化理念，在细分领域
追求极致，为全球玩家提供多元化的移动游戏作品。有爱互娱与全球顶级企业建立深度合作，致力
于挖掘移动游戏更多的无限可能。

网易2001年正式成立在线游戏事业部，与广大游戏热爱者一同成长。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

公司名：北京有爱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网易已跻身全球七大游戏公司之一。作为中国领先的游戏开发公司，网易一直处于网络游戏自主研
发领域的前端。目前，网易正在运营中的游戏产品有100余款。凭借一系列精品，近年来在海外市

场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年，《荒野行动》有6个月拿下了中国出海手游排行榜的第一名。同时，

《终结战场》、《第五人格》、《阴阳师》、《明日之后》等产品在海外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网
易游戏以“游戏热爱者”诠释其形象，不仅定位于游戏平台和服务提供商，而是和所有的玩家一

EYOUGAME

公司名：Eyou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

EYOUGAME 从第一款《醉仙武》抢占新马简中市场崛起。EYOUGAME至今在全球发行超过11种语
言，20个国家，200多个产品，成绩斐然；是最早的海外手游发行商之一，也是海外发行量领先的手
游发行商。在繁体，韩国，日本，东南亚小语种，俄语，阿语，葡语等市场沉淀已久，EYOUGAME
积累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领先优势，进而辐射全球市场。公司成立至今，始终秉持服务玩家为本
的宗旨，致力打造全球顶尖发行平台。

样，是有血有肉的“游戏爱好者”。未来，网易游戏将继续秉持网易公司“以匠心，致创新”的
理念，与全球众多的合作伙伴一起，为玩家打造能够共享、值得热爱的高品质游戏。

Tencent Games

公司名：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腾讯游戏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领先的游戏开发、运营和发行平台，也是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
社区，致力为玩家提供快乐优质的互动娱乐体验。目前，腾讯游戏旗下拥有超过140款自研和代理

FunPlus

公司名：北京趣加科技有限公司

FunPlus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全球性的互动娱乐公司，致力于为全球玩家打造更好的娱乐体验。
目前FunPlus目前在北京、上海、台北、旧金山、东京、斯德哥尔摩、莫斯科、巴塞罗那等均设有
办公室，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FunPlus所开发的游戏如King of Avalon，Guns of Glory 和 State
of Survival已风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1亿的玩家。

游戏，为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跨终端的互动娱乐体验。其中《王者荣耀》、

《PUBG MOBILE》、《英雄联盟》等游戏深受全球玩家欢迎。

YOOZOO GAMES

公司名：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游族控股集团是一个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泛娱乐文化产业集团。总部位于上海，在德国、新加
坡、日本，韩国、印度等十余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IGG

公司名：IGG Inc.

IGG 是全球领先的手机游戏开发商及营运商，拥有庞大的全球市场及国际客户基础。总部设在新加
坡，并在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白俄罗斯、菲律宾、阿联酋、印尼、巴西、土
耳其、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用户遍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以23种
不同语言版本向全球发行手游及工具类应用产品，广受玩家喜爱，并荣获多项国际大奖。从一开
始，IGG已积极进军全球市场，致力于成为游戏行业的全球领导者，打造世界各地玩家喜爱的游
戏。 IGG多年来持续创新地研发精品游戏，并有效执行其战略及计划，能够克服瞬息万变的行业
及不稳定的市场环境当中的挑战。截至2020年6月30日，集团全球注册用户约7.2亿，月活跃用户
逾3,000万。2020年上半年，来自亚洲、北美及欧洲市场的收入分别占集团收入的40%、30%及
24%。期内，集团连续六年荣登App Annie「全球发行商52强」榜单。

旗下游族网络成立于2009年，成功推出《少年三国志》、《盗墓笔记》、《权力的游戏 凛冬

将至》、《山海镜花》等多款知名游戏产品，发行版图遍及欧美、中东、亚洲及南美等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2014年，游族网络正式登陆中国A股主板。

此后陆续成立了游族影业、游族体育、MobTech及游族置业等公司。以创造全球娱乐经典为愿景，
游族集团全面布局顶级IP生态运营及泛娱乐产业体系，致力于打造经典文化品牌。

Yostar

公司名：悠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Yostar Games 成立于2014年，悠星以网络游戏的开发，全球发行，游戏投资和IP管理为特色，

Lilith Games

公司名：上海莉莉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莉莉丝游戏创立于2013年5月，中国中生代游戏公司代表，获得毕马威「2019中国出海品牌50强」，
同年作为唯一上榜的游戏公司入选领英「顶尖创业公司排行榜」，总部位于中国上海。

莉莉丝游戏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游戏开发商与发行方，为全球玩家带来好玩的游戏。在开放发展
的环境下， 莉莉丝游戏坚持精品战略，研发或发行的《小冰冰传奇》《剑与家园》《艾彼》《迷失
岛2》《万国觉醒》《剑与远征》《南瓜先生2》等多款作品，凭借着精良的游戏品质和真诚的
用户运营为全世界玩家提供独特的游戏体验，也将中国的游戏带向了世界。根据第三方统计机构
AppAnnie 、SensorTower在2020年4月发布的数据，莉莉丝游戏在“中国游戏公司收入榜”中
位列第三，在“中国游戏公司出海收入榜”中连续四个月名列第一。

12

由十几名热爱游戏的资深从业人员组成的团队成长至今，已成为中国顶尖的游戏发行，开发和
投资商。2017年，悠星在日本发行了《碧蓝航线》，成为国内首款登顶日本手游畅销榜的国研
游戏，紧接于第二年发行全球版，强势跻身海外最受欢迎的二次元游戏之一。2020年，悠星发行

了中国大热策略手游 – 《明日方舟》的全球版，点燃新一波海外热度。除上海总部外，悠星更在

日本东京成立分部，中国公司现有成员160名，负责游戏研发和除日本地区外的游戏发行；日本公司
现有成员100名，主要负责日本地区的游戏发行。悠星的企业理念是将最好的游戏带给全球玩家，

积极倾听玩家的需求，并为玩家创造一个轻松且活跃的社区。未来悠星将继续探索和扩张二次元
市场，目标成为最前沿的二次元游戏发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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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 案例研究

游戏行业 行业概览

《万国觉醒》成功征服日本游戏市场
@ROK_Japan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2020年被预测为游戏

行业的增长年。随着全球年轻游戏爱好者不断

Twitter秘籍

习惯的方式与其保持交流。

明智地选择和借助意见领袖

增多，中国游戏开发商更加意识到必须以用户

品牌可以在多方面借助意见领袖（KOLs）和其他社
交媒体网红推广产品或服务。例如，意见领袖可以
在自己的频道上发表点评，提及和展示一种新产品
或服务。将这个视频与Twitter推文推荐广告结合起
来，使推广更多样化，从而获取更多新客户或用户。

即使在疫情之前，全球游戏业的市场规模也已超过1,500
亿美元，其中45%（即685亿美元）都来自手游5。新冠
疫情爆发后，行业商机继续增长。市场细分意味着几乎
各个年龄段、各类潜在玩家、对游戏的着迷程度不同的
人群都能找到合适的手游。游戏主要分为动作、角色扮
演、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解谜、赛车、运动、策
略、益智游戏等。凭借在出海市场多年的摸索成长与历
练，中国的游戏开发公司已经跻身全球游戏公司的顶尖
行列，并继续在海外寻找更多机会。

国际品牌本土化

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打造品牌知名度时，本
地化一直都是最大障碍。品牌既要了解目标受众和
当地语言，也要留意当地的节日、重大社会活动以
及当地文化中的沟通模式。为了与本地品牌竞争，
中国营销人员必须了解这些重要信息，并针对不同
市场制定相应的计划。Twitter的全球对话平台为
企业提供了一个高效渠道，可以传播品牌信息、在
全球和本地目标受众中建立知名度。

中国游戏开发公司通过打造品牌形象以及加强在全球
市场上的曝光度来推进发展。游戏内容以玩家习惯的方式
呈现时，更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赢得玩家的认可，并获
得不错的市场表现。例如，莉莉丝的模拟人生游戏《万
国觉醒》，2019年10月的海外市场销售额达到6,100万美
6
元，成为当月利润最高的海外中国游戏，环比增长13% 。

推广公司比推广游戏更重要

与游戏行业的增长相伴的是网上对话数量的暴增。2019
年，电子游戏相关的推文超过12亿条——而2020年仅上
半年，这样的推文就超过了10亿条。游戏玩家大多是
1995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研究公司AppAnnie
发现，Z世代相比前几代用户可能更爱玩游戏7。品牌可在
Twitter上传递切实可信的本土化内容，覆盖这个年轻的
受众群体，并与他们保持对话。

毕马威的研究表明，各年龄层的男女玩家对中国游
戏的认知度都很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市场，但这种
认知往往仅限于某一款或某一系列知名游戏。这表
示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品牌可以把更多
新游戏展示给全球玩家9。

机遇

在筹备《万国觉醒》游戏（@ROK_Japan)在日本
圣诞季发布活动时，莉莉丝游戏公司看到了与Twitter合
作带来的新机遇，希望利用这个日本最大的手游社交平
台，来撬动策略手游难以突破的日本市场，收获新玩家。

营销策略

上海的莉莉丝游戏决定携手Twitter在日本发布《万国觉
醒》，目的是利用游戏玩家在平台的对话和讨论，提升
知名度、吸引注意力，并尽可能多地转化高质量用户。
在发布筹备阶段，莉莉丝游戏使用Twitter的广告内
容赞助包XmasBox，为现有和潜在玩家提供赢取圣诞
礼品的机会，只需关注《万国觉醒》并转推XmasBox
的推广推文即可参加。此举迅速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
掀起平台上的广泛讨论，并为这款新游戏累积了扎实的
粉丝基础。
接下来，莉莉丝游戏使用Twitter GameWith内容赞助
包，通过定制品牌化视频内容，将日本当地重要意见领
袖的影响力转化为实际效果。凭借引人入胜的游戏演示

人民币

（449亿美元）
2019年中国企业在国内外游戏市场
的总收入，同比增长10.6%8

卓越成果

在Twitter的帮助下，莉莉丝游戏在日本这个充满挑战
的市场成功完成《万国觉醒》的发布，获得了可喜的成
绩。发布后数月即达到可观的安装量，这也使得日本成
为《万国觉醒》游戏在2020年的第三大收入市场。
总体而言，广告活动为《万国觉醒》带来了47,000名新
关注者。此外，每次安装成本比目标降低了25%，投资
回报率相应增加了20%。

Amy Liu，莉莉丝游戏日韩市场负责人

47K
新增关注者

10亿

在正式发布当天，莉莉丝游戏选择首屏广告（First
View）来扩大《万国觉醒》在整个Twitter平台上的知
名度，在游戏发布后的24小时内进行大量展示。随后，
莉莉丝又投放了推广趋势（Promoted Trend），引发
用户对《万国觉醒》全新女性代言人神秘身份的讨论。
用户只需转推即可参与幸运抽奖，进一步推高了互动与
品牌知名度。

“我们非常感谢Twitter的大力支持，在Twitter上
的推广活动对《万国觉醒》在日本发布时获得足
够多的展示量至关重要。我们会继续与Twitter上
的社区保持联系，尽心尽力提供最优质的内容，
并与玩家积极互动。”

选定目标市场之后，关键在于如何在每个市场高效
运用合适的营销渠道和平台，更有效地推广产品。
借助Twitter的覆盖范围、灵活性和各类广告营销
工具， 品牌可以在几乎所有市场实现目标。

3,100亿

视频，这些广告活动提升了对话量，加强了主要目标受
众对游戏品牌的印象，同时帮助人们了解如何玩《万国
觉醒》游戏。

-25%

安装成本（CPI）较目标低

+20%

投资回报（ROI）较目标高

条推文
2020年上半年电子游戏相关
推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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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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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移动互联网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获得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大奖）
AjMall

DiDi

AjMall是中国针对海外新兴市场新崛起的移动电商平台，为用户提供以快时尚为主，涵盖男女服装、

滴滴出行是领先的一站式移动出行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在亚太、拉美和俄罗斯为超过5.5亿用户

公司名：蓝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箱包配饰、护肤彩妆、电子数码等全品类，支持多种语言、货币以及支付方式的电商平台。AjMall
致力于为海外用户提供更优质的购物体验，力争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出海品牌。

公司名：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出租车、快车、专车、豪华车、公交、代驾、企业级、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汽车服务、

外卖、支付等多元化的服务。滴滴平台上，有数千万车主、司机及骑手获得灵活的工作和收入
机会，年运送乘客超过100亿人次。

Alibaba.com

公司名：阿里巴巴国际站

NSMG

阿里巴巴国际站（www.alibaba.com）是阿里巴巴集团最先创立的业务，根据易观按2019年收

公司名：新湃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商提供与海外批发买家之间的询盘、线上交易、数字化营销、数字化供应链履约和金融等服务。

经纪、音乐发行、衍生商品及游戏制作。2019年爆款网剧《陈情令》即为首部影视作品，创下最高

入计算，是中国最大的综合型外贸线上批发交易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为来自中国和全球的供应
海外批发买家一般是贸易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制造商和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中小企业。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的12个月期间，来自于约190个国家的超过2,000万买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寻求
商机或完成交易。

新湃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具备全IP产业链操盘能力的管理体系，包含影视制作、艺人

热度指数；音乐《陈情令》国风专辑更创OST专辑销量历史新高及肖战个人单曲《光点》创2020年

年榜、总榜第一。新湃传媒始终致力于打造 IP 生态系统，同时以丰富的 IP 储备持续朝向全球化时代
的娱乐生态系统。

AUKEY

公司名：傲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UKEY 是全球充电类产品业界知名品牌，为满足用户全方面的充电需求打造一站式的充电产品。

深耕消费电子行业 15 年且专注于充电类产品领域，AUKEY 不仅在 USB-C，Power Delivery和

GaN 技术的运用上遥遥领于市场趋势，而且在技术研发上不断创新，研制出 AUKEY OmniaChipTM

全效芯片，OmniStack Tech 全效堆叠技术，Dynamic Detect 能动智探技术等，同时还是率先

推出世界级超小充电器的品牌之一。AUKEY品牌不仅获得了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还是赋能“中国
制造”、引领中国科技消费品品牌出海的典型代表。

Tantan

公司名：探探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探探科技成立于2014年，主打产品探探是一款解决当代青年群体社交圈局限，满足当代青年人对
美好爱情向往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移动应用。

探探尊重并推崇“工程师文化”、拥有一支11年创业核心经历的技术团队，吸引中国、硅谷的
顶级技术人才。

探探旨在给年轻人群打造一个有品质的社交兼交友平台，成就人与人之间浪漫、有趣的相遇。经

过6年的发展，探探的注册用户超过3.6亿，覆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的三十

Baidu

公司名：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百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是中国最大的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的互联网综合服务公司，

多个国家。超过150亿人次用户在探探成功配对，是探探成为中国开放社交领域的领导者，全球
最大的社交交友平台之一。

更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型公司，于2000年1月1日创立于中关村。公司创始人李彦宏拥有

“超链分析”技术专利，也使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和韩国之外，全球仅有的4个拥有搜索引擎
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

百度每天响应来自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亿次搜索请求，是网民获取中文信息的最主要入口。

百度以“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为使命，不断坚持技术创新，致力于“成为最懂用户，并能
帮助人们成长的全球顶级高科技公司”。

18

19

移动互联网行业 行业概览

移动互联网行业 案例研究

新道路，持续成长和创新，但在海外市场仍然

机遇

中国的B2B和B2C移动互联网企业不断开辟

Twitter秘籍

潜力巨大。

因地制宜

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令人兴奋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之一，
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在国内外庞大的市场份额深刻影响着
全球，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滴滴出行在内的全球领军
企业，都在积极寻找机会，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复 制 成 功 ” 可 能 是 移 动 互 联 网 公 司 最 大 的 误 区
之一。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首先在本土市
场取得成功，才能在海外市场“再次成功”。事实
上，成功的品牌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关注海外市场，
并且对每个市场都有足够的了解，有足够的资源去
实施正确的策略。

在海外经营良好的不仅仅是大企业，中国的初创企业，
尤其是电子商务企业，也纷纷进军国际市场。这些新的
跨境商家正谋求在更多品类中多元化发展，并推出新的
社交和移动功能来改善用户的购物和浏览体验。中国的
互联网品牌，可以利用Twitter的原生内容和付费功能来
提升品牌形象，并通过对话方式、用当地的语言与用户
群体建立联系。

在本国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如果想成功扩展到其
他海外市场，可能需要重新规划方向，甚至在某些
情况下还需要设计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试图复制以
前行之有效的东西，品牌更应该戒骄戒躁，倾听当
地客户和市场的反馈，并采取相应行动。

Twitter将品牌与适合的目标受众联系起来，发挥市场
试金石的作用，使品牌能够在受众最乐于接受的时候与
之互动。Twitter的开放性有助于就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乐
于倾听、且具有影响力的受众开展健康对话。这种互动
可以塑造品牌，实现更强的客户忠诚度，并获得当地市
场的实时反馈。

不仅推广产品，还要推广企业

随着人们消费的数字内容越来越多，企业和产品的
数字化形象变得愈加重要。顶尖的公关和投资者
关系团队都在使用Twitter与受众沟通。例如，在
Twitter上发布新闻稿，或者利用Twitter发布关于
财务和管理层变动的重要公告。Twitter实时运作
的特点，可以让公司更加敏捷把握机遇，从容应对
危机。

不仅要讲述，更要倾听

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对话，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
加强认同感和忠诚度。新的和现有的产品和服务，
可以通过Twitter的平台，在品牌的各个发展阶段
发起、扩大并延续有关的对话。随着企业版图和规
模的发展，一个强大的品牌和与客户群体的联系将
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忠诚度。至关重要的是，在不断
变化的时代，移动应用品牌必须不断倾听受众的
声音，并根据受众和客户的需求调整业务。选择
Twitter这样一个实时对话平台，与适合的受众连
接，并发挥市场试金石的作用，在受众最容易接受
的时候与之互动。

58%

跨境销售占比
中国电商市场跨境销售总份额10

毕马威调查显示，

77.2%

阿里巴巴国际站：用视频连通业务决策者
@AlibabaB2B

B2B贸易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需要在
有采购需求的中小型企业当中获取优质的销售线索，
为其供应商会员引流，尤其是在每年3月和9月全年最主
要的采购季期间。今年9月的采购季为阿里巴巴国际站
和Twitter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

营销策略

Twitter是一个面向移动设备的平台，88%的用户通过移
动设备登入Twitter。由于企业高管或较年轻的高管等业
务决策人（BDM）是Twitter的固定用户，因此通过该平
台针对这一群体推动应用安装和获取潜在客户，对阿里
巴巴国际站是有效的引流方式。通过Twitter，阿里巴巴
国际站可以及时了解业务决策人参与的对话。
Twitter还帮助阿里巴巴国际站与适合的B2B受众建立了
联系。市场研究公司Global Web Index的数据显示，在
Twitter上有120万名45岁及以上的高管，其中25%的人
12
研究公司Merit
负责IT、电信或科技产品或服务的采购。
的另一项研究显示，73%的20岁至35岁人群（即主要使
用社交媒体研究产品和服务的人群）有份参与他们公司
的采购决策。13

阿里巴巴国际站最初使用图片广告来吸引BDM目标受
众，但意识到视频广告的效果会更好。在使用Twitter
上帮助广告商通过视频推动安装应用的Video App Card
工具时，阿里巴巴国际站发现这是能从功能和促销等多
个方面展示应用的最佳广告形式。
因此，阿里巴巴制作了独特的#superseptember2020
视频来启动其“9月采购节”推广活动。这段15秒的短
视频介绍了阿里巴巴国际站上的热门产品及价位，并鼓
励用户安装应用。由于Twitter通过其广告后台（Ads
Manager）对活动进行实时跟踪，阿里巴巴国际站可以
追踪应用的下载和购买情况。
视频是Twitter过去两年增长的催化剂之一。观看视频的
Twitter用户在增多、观看时间在变长，平台上的视频总
观看时间同比增长了84%。

卓越成果

因此，尽管阿里巴巴国际站初期使用静态图像开展广告
和促销活动，但后来通过Twitter的Video App Card
功能在推广活动中转用短视频，结果提升了业绩，实现
投资回报率翻倍。

“我们希望能为阿里巴巴国际站上的全球
供应平台找到高质量的客户，Twitter帮助我
们有效率地找到了核心用户。
”
阿里巴巴国际站海外市场部

翻倍

投资回报率

阿里巴巴国际站从静态图片转向视频广告，

使用Twitter的Video App Card，实现投资回报率翻倍

的受访者
至少知晓一个中国电商品牌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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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_Inc

@didifoodjp

机遇

机遇

2020百度世界大会赢得全球瞩目

Twitter互动帮助滴滴外卖进军日本
此外，滴滴重视 Twitter 推动对话的能力，因此推出了
中国网约车领军企业滴滴出行在日本拥有较为成熟的出 一系列对话型推广活动，鼓励 Twitter 用户为自己喜欢
租车叫车业务，已扩展到日本东京、京都、北海道等 20 的食物投票。滴滴外卖日本通过 Twitter 独特的对话卡
多个地区。2020 年 4 月，滴滴首先在大阪推出了食品配 （Conversational Card），以推广推文、推广视频的
送服务——滴滴外卖，以进一步扩大在日本市场的发展。 形式（其中包括带有可定制标签的行动引导按钮），引
导用户根据调查选项或偏好发布推文，鼓励用户采取行
日本为滴滴外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增长机会。根据日 动，从而扩大有关品牌或产品的对话。
经亚洲的数据，尽管日本国内的餐饮业规模高达1,330
亿美元，但其中只有 5% 的门店拥有自营配送队伍 15， 卓越成果
而且暂未有日本本土的外卖配送企业，这为滴滴外卖提
在为期30天的对话型推广活动中，Twitter带来了近
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增长机会。
1,000万次展示，将提及滴滴品牌的次数增加到4,000
多次，使品牌的正面讨论提升了40%。推广活动以
营销策略
短视频和行动引导按钮为特色，不仅推动了围绕滴滴
作为日本最主要的社交网络，Twitter 在日本拥有超过 外卖的自发性对话和正面反馈，同时促进了应用安装和
4,500万活跃用户，在该地区拥有强大影响力。当滴滴 用户获取。
外卖在大阪上线时，首先利用 Twitter 的应用安装（App
install）推广活动来获取新用户。这一举措带来了数以
万计的新用户，平均 CPI 比日本市场基准低 62%。

2020年9月，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举办了年度
旗舰技术大会——百度世界2020。会议在北京以线上形
式举办，展示了百度最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其尖
端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作用。此次活动成功的关键，是
能够将这些振奋人心的研发进展，以准确恰当的方式从
北京会场传递给全球相关受众。
Twitter拥有一个行业专家和技术爱好者的活跃社群，是
百度世界2020触达目标受众的理想渠道。使用Twitter
的科技行业领军人物都非常有影响力，最新的一项调
研显示，使用Twitter的商业决策者中，84%都表示其
同事会经常询问他们的意见或建议 14，而2017年的一项
Twitter调研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通过
Twitter平台第一次了解到一个新品牌或新产品。因此，
凭借Twitter精准的覆盖范围和再创造现场体验的卓越能
力，百度能够锁定那些期待获取最新行业消息的用户，
有效和实时传达会议亮点。

营销策略

在大会开始前的几个星期，百度公司在其官方Twitter账
户上发布了一系列预热视频广告和活动海报，并链接到
大会的官网，方便感兴趣的Twitter受众提前获取大会资
讯，提高了大会的网络热度。

740万

活动当天，随着大会现场最新进展的不断亮相，百度团
队实时发布相应推文，让Twitter用户及时获取大会亮
点。为充分利用这些内容，百度团队还推出了一系列根
据不同受众群体优化的Twitter产品广告，用有针对性的
信息吸引更多用户。

次展示

为充分发挥活动造势的效果，百度团队随后在Twitter上
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回顾活动亮点和成果，为整个活动
画上圆满句点。

主页访问量
是前一个月的

卓越成果

上述在Twitter帮助下实现的定向推广活动非常成功。
通过使用Twitter提供的各种工具，百度实现了Twitter
账号关注者数增长12%。在会前通过海报和视频来推
动互动，在会议后发布会议亮点信息并回顾成果，百度
的主页访问量是前一个月的3倍，推广活动共产生了740
万次展示。

30天的推广活动期间，
Twitter实现了近

1,000万

3倍

次展示

12%

关注者数目增长

22

推广活动互动率超过
2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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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汽车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获得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大奖）
FAW

SAIC MOTOR

公司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建。现有员工13万人，资产总额4,578.3亿元，注册资本金354亿元。已构建了从东北到华北、华

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加快创新转型，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向为消费者提供移动出行服务与

生态业务等七大业务板块。2019年，中国一汽实现整车销售345.9万辆，实现营业收入6177.3亿

和销售，正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汽车的商业化，并开展智能驾驶等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前身为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动工兴

东，再到西南、华南的产业布局，业务覆盖红旗、解放、奔腾、合资合作、新兴业务、海外业务和
元，利润440.5亿元，位居《财富》世界500强第87位。截至2019年底，汽车整车出口累计逾32万

辆，进出口额累计超过690亿美元。中国一汽已与全球78个国家建立业务联系，整车出口产品涵盖

红旗高端乘用车、奔腾乘用车、解放商用车等全系列产品，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非洲
等5大区域市场，并实现了对迪拜、挪威等高端市场的产品突破。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汽集团”） 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汽车上市公司，努力

产品的综合供应商发展。目前，上汽集团主要业务包括整车（含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生产
探索；零部件（含动力驱动系统、底盘系统、内外饰系统，以及电池、电驱、电力电子等新能源
汽车核心零部件和智能产品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汽车电商、出行服务、节能和充
电服务等移动出行服务业务；汽车相关金融、保险和投资业务；海外经营和国际商贸业务；并在
产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

上汽集团所属主要整车企业包括上汽乘用车分公司、上汽大通、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通用五
菱、南京依维柯、上汽依维柯红岩、上海申沃等。

GAC MOTOR

公司名：广乘国际公司

为推进广汽集团自主品牌全球化战略，广乘国际应运而生，且近年在全球市场快速发展，目前，广

Xpeng Motors

在全球疫情之下，广乘国际仍实现了在海外市场的逆势增长，展现出稳健发展的强大实力。在

小鹏汽车是中国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企业，面向庞大并且不断增长的热爱科技的中国中产消费者设

乘国际已完成全球5大板块、26个国家及地区的落子布局，初步构建起全球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

中东、俄罗斯等重要市场，广乘国际深耕布局，逐步完善经销及服务网络，收获了良好的品牌口
碑。2020年2月，广汽新能源车型GE3成功出口发达国家以色列，开启电动车型出口的新时代。11

月，为了进一步加深南美洲的市场布局，广乘国际正式进驻智利。随着广乘国际在世界市场的开
拓，越来越多全球消费者认可其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广乘国际也将不断为全球消费者创造愉悦
的移动生活。

GWM

公司名：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计、开发、制造和销售智能电动汽车。小鹏汽车致力于通过数据驱动智能电动汽车的变革，引领未
来出行方式。为优化用户出行体验，小鹏汽车自主研发全栈式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语音车载操作系
统，以及包括动力系统和电子电气架构在内的核心车辆系统。小鹏汽车研发总部位于广州，并在北
京、上海、以及美国硅谷和圣地亚哥设有办公室，汽车生产制造由位于肇庆和郑州的工厂进行。

GWM

公司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制造商，于2003年、2011年分别在香港H股和中国A股
上市，截止2019年底资产总计达1131亿元。旗下拥有哈弗、WEY、欧拉和长城皮卡四个品牌，
产品涵盖SUV、轿车、皮卡三大品类，下属控股子公司100余家，员工近6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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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行业概览

一汽：中国传统汽车品牌的内化与外化之路
红旗 (@HongqiGlobal) 奔腾 (@BestuneGlobal)

中国汽车市场正在从新冠疫情的挑战中复苏，
这为国产车企的国际化拓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Twitter秘籍

对全球汽车行业而言，202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根据
IHS Markit调研，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预计会下滑22%
至7030万辆 16。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也未能
幸免。虽然市场需求在下半年逐渐复苏，汽车销量迎来
双位数增幅，但预计今年国内汽车市场总体销量仍将下
滑10%到20%17。

从#Explore（浏览选项卡）中收获更多

浏览选项卡（Explore Tab）是Twitter用户获知
实时事件的入口，这使得它成为广告主与最具接受
度的Twitter用户和最具影响力的对话建立连接的
“黄金展示位”。
同时整合热门话题、头条新闻和每日重要活动于一
身，浏览选项卡成为汇聚用户注意力的重要入口 ，
同时也是众多Twitter用户登录后的首选浏览页面。
两款Twitter广告产品，推广趋势聚焦（Promoted
Trend Spotlight）和首屏广告（First View），可以
将优质广告内容与这一最佳资源位相结合，为广告
主提供全天候的最佳展示。

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国汽车制造商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
场。中国车企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市场部署多
元化发展策略，以推动销量提升并改善总体商业运营。
此外，海外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也在增长，据
瑞银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 18，未来五年电动汽车产
业链条上的中国企业将大举进入海外市场。
Twitter平台聚集了全球最具价值和接受度的受众，并提
供丰富的广告解决方案，例如基于用户兴趣、相似人群扩
展（lookalikes）和关键词定位等，以帮助中国车企触达
国际市场的目标受众。

组合多元工具，提升营销效果

一次成功的营销推广往往源自创造性地利用多种元
素和工具。Twitter提供了丰富的解决方案，协助广
告主制定和规划推广活动策略。其中包括：

此外，Twitter可以为中国车企合作伙伴提供数据驱动的
洞察、特定市场上的目标受众分析，以及从推广活动的
营销策略制定、前期规划到创意执行的支持。

●

尽管许多中国车企才刚刚来到Twitter平台，但它们都计
划在Twitter开展长期的出海营销工作。Twitter大中华区
副总经理窦剑表示：“在Twitter进行广告投入时，中国
车企应该更有耐心，目光也应更加长远，这一点在与年
轻受众建立联系方面尤其重要。因此，中国车企需要做
好投资规划并制定总体战略。”

●

●

●

当前是中国车企保持发展势头，并持续在海外受众中建
立信任的时期。这意味着国产车企可能需要在订购流
程、工厂设备、销售体验等方面都做出改变。由于新冠
疫情的影响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这些改变必须落实，
并清晰传达给消费者。

开展市场调研，提供针对特定市场和行业的目
标受众特征的分析
连接内容创造者，帮助广告主定制契合当地文
化特色、适合Twitter平台的品牌原创内容
提供当地媒体传播推广方面的洞察，对接当地
意见领袖（KOL），实现与目标用户的共鸣

品牌战略指导、品牌故事包装、特色话题标签
（Hashtags）定制、本地文化洞察

借势营销，连接消费者

Twitter是能够帮助中国汽车制造商达成与目标受众
建立联系的领先平台之一。通过将品牌信息植入到
和当地节日（比如斋月）或者热门活动（体育、娱
乐等）等相关的用户讨论中，完成品牌与当地市场
热点的“连接”（Connect），从而与本地消费者
建立文化的关联。Twitter提供的相关营销日历，可
以帮助品牌提前进行运营规划，抢占先机，从而推
动借势营销的成功落地。

分析师估计，到2040年，电动汽车的
销量将超过全球乘用车销量的一半19

大部分电动汽车都将使用中国电
池——仅两家中国企业就占据全球动
力电池市场的三分之一份额 20
28

机遇

过去几年间，中国车企在立足本国的同时，也更加放眼
国际。作为其中的先行者，一汽集团目前正处于“出口”
向“出海”的转型中。面对正在成为中国车企竞相开发
的潜力目的地——中东市场（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和沙特
阿拉伯），一汽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营销手段提升红旗
（@HongqiGlobal）和奔腾（@BestuneGlobal）在当
地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潜在消费者。

挑战

在进入市场初期，消费者对品牌认知度低、经销商对品牌的
信心不足都会是不小的挑战。
事实上，这种挑战不仅针对于
一汽，而是所有中国汽车品牌共同面对的情况。
因为消费者
对这些新品牌倍感陌生，心理上的接受度和信任度不高。
解
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其中的本质原因——那就是海外市场
与国内市场存在着文化和语境等诸多差异。只有了解并采
用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他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中国车
企才有机会突破品牌沟通的困境。
因此，一汽集团决定携手
Twitter制定并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本土化营销策略。

营销策略

从“内化”到“外化”并非一蹴而就。
“内化”是指提炼品牌的
历史故事与底蕴文化，找到品牌在全球均被认可的独特价
值和DNA；而“外化”则要求营销者能将品牌的底蕴和精神
用当地人理解的语言和表达传递给本地受众，获得他们的
认可以及共鸣。例如，在这次中东地区红旗的营销活动当
中，基于红旗的
“新东方奢华主义”
与对中东消费者追求高品
质生活的深入洞察，一汽推出“More Than Choice”的品牌
主张，在Twitter上开展的品牌推广中围绕#TheDriveToBe
这一话题标签与目标受众对话互动。奔腾打造契合年轻化
品牌形象的专属话题标签#TurnBestune，并获得了中东消
费者对中国汽车品牌的新印象，迅速把握本土化传播模式。
两个品牌都讲述了自己的品牌故事。

依靠品牌定位赢得受众需要分步走。首先，要在国际上展
现出一汽品牌鲜明的国际化形象；其次，针对不同地区定
制相应的品牌沟通策略。在中东，Twitter是当地受众和消
费者了解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一汽选择了Twitter作为
“红旗奔腾启动”的合作平台来吸引与积累中东地区第一
批“红旗粉”和“奔腾粉”。同时，红旗与奔腾是具有不
同个性人设的产品——创新、科技、有态度是红旗的精神；
年轻、时尚、实用是奔腾的态度。因此，定制的Twitter营
销活动会根据产品的差异，精准对应目标人群，推出不同
的广告系列，把“草”种到消费者的“心尖”上。
与Twitter合作持续创新。将信息传达至当地消费者、经销
商，再到获得市场反馈，整个闭环都非常重要，而Twitter
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一汽在最初进入中东市场的阶段，与
Twitter的合作更大程度上拉近了当地消费者和经销商的
距离。
例如在本次推广中，第一阶段注重推广红旗和奔腾的
Twitter账号，由此提升知名度并吸引新的关注。
接着，红旗
使用了推广趋势（Promoted Trend）
，以便占据趋势榜最佳
位置，包括一系列热门话题和标签，与受众持续对话和互动；
而奔腾则利用Twitter的多种广告形式，包括首屏广告（First
View）和推广趋势聚焦（Promoted Trend Spotlight）
，来实
现覆盖范围的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还借助当地的时
尚生活方式媒体Arrajol，制作符合本地人文风格的定制内
容，产生了良好效果，收获了积极的用户反馈。

卓越成果

红旗这一推广活动的数据表现出色——总体展示量超过
620万、视频观看量突破220万。活动期间，视频观看量
位居阿联酋和科威特汽车行业的前三位。 奔腾的营销活
动则实现了总计1.3亿次展示量和2,000万次视频观看。

奔腾：

1.3亿次展示
2,000万次视频浏览

红旗：

620万次展示
220万次视频浏览

“携手像Twitter这样的数字合作伙伴，可以通过不同的呈现方式具象化展
示一汽品牌的形象，并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有趣的展现方式走进消费者的心
中，回应消费者的热情与期望，从而建立品牌与关注者良好的关系。此次红
旗与奔腾的中东亮相，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好奇、期望
与热情，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品牌海外营销的新视角与新方向。”
一汽集团海外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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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科技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获得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大奖）
Haier

公司名：海尔集团

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是全球领先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服务商。海尔始终以用户体验为中心，连
续2年作为全球唯一物联网生态品牌蝉联BrandZ全球百强，连续11年稳居欧睿国际世界家电第一品
牌，旗下子公司海尔智家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海尔集团拥有4家上市公司，拥有海尔Haier、
卡萨帝Casarte、Leader、GE Appliances、Fisher & Paykel、AQUA、Candy七大全球化品牌，
成功孵化5家独角兽企业和23家瞪羚企业，在全球设立了10+N开放式创新体系、25个工业园、122
个制造中心和14万个销售网络，深入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10亿+用户家庭。
海尔集团致力于携手全球一流生态合作方持续建设高端品牌、场景品牌与生态品牌，构建衣食住行
康养医教等物联网生态圈，为全球用户定制个性化的智慧生活。

Hisense

公司名：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成立于1969年，总部位于中国青岛，海信始终坚持“诚实正直、务实创新、用户至上、永
续经营”的核心价值观和“技术立企、稳健经营”的发展战略，业务涵盖多媒体、家电、IT智能信
息系统和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以彩电为核心的B2C产业，海信始终处在全球行业前列。经过二
十余年出海的积累，海信产品现已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信坚持自主品牌建设，连续赞助了
2016年欧洲杯、2018年世界杯和2020年欧洲杯等世界顶级体育赛事，并成为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
全球官方赞助商，保持了品牌力的持续提升。

OnePlus

公司名：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

一加科技（OnePlus），由创始人刘作虎带领一群热爱科技和产品的年轻人于2013年12月17日创
立，致力于为用户打造最好的安卓旗舰手机。七年来，一加市场版图覆盖亚太、北美、欧洲的38
个国家和地区。

根据权威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2020年的报告，一季度一加在全球多个高端机市场排进前五，
其中在北美位居第四、在西欧位居第三。2020年第二季度，一加再次成为印度高端手机市场冠军。

OPPO

公司名：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OPPO于2008年推出第一款“笑脸手机”，由此开启探索和引领至美科技之旅。今天，OPPO凭借以
Find X和Reno系列手机为核心的多智能终端产品，ColorOS操作系统，以及OPPO Cloud、OPPO+
等互联网服务，让全球消费者尽享至美科技。OPPO 业务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大研
究所和4大研发中心，并在伦敦设有全球设计中心。超过4万名OPPO员工共同致力于为人们创造美
好生活。

realme

公司名：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realme于2018年8月28日正式成立，是⼀家专注于提供优质智能手机和AIoT产品的科技品牌。秉
承创新基因，realme在产品性能、设计、品质和服务⽅⾯不断超越自我，致力让全球年轻人以合
理的价格购买到兼具越级性能和潮流设计的智能产品。

通过对智能手机和AIoT前沿技术的越级应用，realme为消费者带来在所处价位段内领先应⽤的新
技术、新功能、新体验，凭借“越级产品”和“敢越级”的品牌态度，realme愿为全球年轻人构
建万物互联的智能潮玩生活。
⽬前，realme已经覆盖中国、印度、俄罗斯、东南亚、欧洲、大洋洲、中东非等全球61个市场。

HONOR

公司名：荣耀

荣耀定位于全球标志性的科技品牌，以智能手机为核心，提供全场景智慧生活解决方案，致力于创造
属于每个人的智慧新世界。荣耀拥抱5G和AI新时代，在智能终端领域围绕客户需求坚定不移地创新，
与生态伙伴开放合作，持续为消费者提供可信赖的产品和服务，引领智慧体验，为美好生活赋能。

Huawei

公司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创立于1987年，是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华为致力于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让无处不在的联接，
成为人人平等的权利；为世界提供最强算力，让云无处不在，让智能无所不及；所有的行业和组
织，因强大的数字平台而变得敏捷、高效、生机勃勃；通过AI重新定义体验，让消费者在家居、
办公、出行等全场景获得极致的个性化体验。目前华为约有19.4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
和地区，服务30多亿人口。

Lenovo

公司名：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是一家成立于中国、业务遍及180个市场的全球化科技公司。联想聚焦全球化发展，树立
了行业领先的多元企业文化和运营模式典范，服务全球超过10亿用户。作为值得信赖的全球科技企
业领导者，秉承“智能，为每一个可能”的理念，为用户与全行业提供整合了应用、服务和最佳体
验的智能终端，以及强大的云基础设施与行业智能解决方案。

作为全球智能设备的领导厂商，联想每年为全球用户提供数以亿计的智能终端设备，包括电脑、平
板、智能手机等。2019年联想PC销售量全球第一。作为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全球顶级供
应商，联想积极推动全行业“设备+云”和“基础设施+云”的发展，以及智能化解决方案的落地。

面向新一轮的智能化变革的产业升级契机，联想提出智能变革战略，围绕智能物联网（Smart IoT），
智能基础架构（Smart Infrastructure），行业智能（Smart Verticals）三个方向成为行业智能化
变革的赋能者与引领者。联想将进一步扩展和提升服务业务，以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导向推动转型的

vivo

公司名：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vivo是一家以极致产品驱动，以智能终端和智慧服务为核心的科技公司。vivo以独特的创造力，融
合科技与时尚，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个人移动数字化生活。
vivo充分利用本地的人才资源，布局了全球化研发网络，覆盖深圳、东莞、南京、北京、杭州、上
海、台北、日本东京以及美国圣地亚哥9个城市，范围包括5G通信、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影像技
术等众多个人消费电子产品和服务的前沿领域。得益于分布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孟加拉
国的5个全球智能制造中心（含品牌授权制造中心），截至目前，vivo年生产能力近2亿台，向全球
30+个国家和地区的3.7亿+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秉承“本分、创新、消费者导向”等企业核心价值观，vivo在整个价值链中遵循并贯彻可持续发展
策略，致力于成为一家更健康、更长久的世界一流企业。

Xiaomi

公司名：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小米集团成立于2010年4月，2018年7月9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1810.HK），是一家以
手机、智能硬体和物联网（IoT）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

小米集团坚持创新与品质并重，不断追求极致的产品体验和公司运营效率，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
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目前，小米集团是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品牌，同时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消费级IoT物联网平台，IoT
平台连接设备数达到2.71亿台（不含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小米集团的业务已进入全球逾90
个国家和市场。

深入，把服务和解决方案打造成联想新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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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提升国际市场声量
@oppo

中国科技品牌在满足国际消费者“挑剔”需求

上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建立品牌形象、声誉

Twitter秘籍

通过文化上的关联来吸引消费者。

与受众互动

和信任，这些品牌需要巧妙地将营销本地化，

通过视频讲述动人的科技故事，不仅能吸引您的
目标受众并与他们互动，还能帮助转化潜在客
户。Twitter的数据表明，视频广告投放形式的多
样化能将受众搜索意向提升到原来的6倍，购买意
向也能翻一番。

全球电子设备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制造商
正在根据功能、设计和价位来细分市场。现阶段，设备制
造商已经塑造起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并与目标受众形成了
情感连接。Twitter可帮助它们在平台上触达客户、加强
对话并最终实现品牌形象的提升。近年来，众多科技企业
对品牌定位和市场营销策略的有效部署，成功提升了其在
国际消费者中的品牌亲和力和吸引力，也因此，这些品牌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逐渐成长为领导者。

此外，视频广告的效果也优于纯图片广告。研究也
表明，Twitter视频的投资回报率（ROI）比其他平
台高40%。

Twitter是 中 国 品 牌 与 国 际 消 费 者 之 间 的 沟 通 桥 梁 。
Twitter的目标受众积极参与科技对话，其中，2019年
Twitter平台上的相关对话同比增长了20%，达到27亿
条。因此，品牌能够利用Twitter平台触达受众，并参
与到对话中。比如，当Twitter用户表达他们对产品的
喜恶，就为品牌产品的发布、升级和新功能开发等提供
了实时反馈，并且还为竞品分析提供了客户洞察。品牌
可利用这些洞察来调整营销策略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在吸引到客户注意之后，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他们
的关注。Twitter的视频网页卡（Video Website
Card）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让品牌在播放广告
的同时直接引导用户进入产品或销售页面。

线上直播活动提升社群凝聚力

现场活动是十分有力的沟通工具，但在2020年，
众多线下活动都转移到线上举行。为提升线上直播
活动的体验，品牌应当将内容和对话相结合，与受
众迅速形成互动联系并不断强化。在Twitter上，
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在同一时间聚集到一
起，在同一个平台上开展对话。Twitter还为线上
直播活动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通过Twitter Media
Studio中的高级发布者工具使用权，辅助并提升线
上直播体验。

OPPO、一加和小米等品牌都已通过Twitter直播发布最
新款手机，让全球Twitter用户都能观看直播，并加入到
与品牌的实时对话中，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
Twitter大中华区科技行业总经理薛博文表示：“我们
的使命是帮助品牌突出它们的差异优势并与关注者在
Twitter上互动。我们很高兴合作伙伴能信任我们，
让我们在这趟旅程上与它们共同成长。”

借力意见领袖获取关注者、提升信誉
和互动

随着中国品牌继续在科技理念和创新发展方面引领全
球，它们将有大量机会与国际消费者建立联系、进行交
流。薛博文说：“中国品牌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它们
需要在品牌建设和定制化传播上持续投资，与不同市场
消费者在Twitter上保持沟通，并同时满足多样化的消费
者需求。”

选择合适的意见领袖参与宣传，尤其是线上直播
活动，能扩大品牌或产品的覆盖范围、提高声誉。
Twitter Arthouse汇聚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创作者，
他们与顶尖的科技网红合作创作相关内容，比如产
品开箱和功能测评等。由意见领袖参与或者制作的
视频能促进互动，尤其是在活动结束后。这些视频
内容能让关注者先睹为快，了解最新发布的产品。

58.2%

2020年中国智能手机制造业
出口收入占比 21
34

机遇

中国品牌，特别是科技品牌的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正在不
断扩大。2020年高德纳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OPPO已
是全球五大智能手机品牌之一 。22
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线下现场活动取消，即便是
全球最大的品牌也难以与消费者维持联系。这种情况
下，OPPO在实现消费者触达、建立品牌知名度和提升
声量份额（SOV）等方面都面临多重挑战。
在2019年，OPPO与Twitter已成功合作，共同发布了
Reno系列手机。目前，随着行业内大型活动取消，
OPPO相信Twitter能帮助其实现2020年智能手机SOV超
过15%的宏伟目标。OPPO深知Twitter平台聚集了大量
对科技感兴趣的用户，并且还是科技社群的热门交流平
台。2019年，Twitter平台上的科技相关对话同比增长
了20%，达到27亿条。

新款的OPPO Find X2时，就采用了“点赞提醒（Like to
Remind）”策略来营造产品发布前的期待感 。
借助品牌标签辅助视频推广是为发布活动吸引关注并推动
互动的绝佳方式。比如，在视频广告中包含某个品牌或产
品标签后，无提示下的品牌回忆率能提高17%。在本次活
动中，所有对话都指向#UncoverTheUltimate话题标签。
在发布当天，OPPO在Twitter直播中揭晓了最新款
OPPO Find X2。OPPO关注者可以通过Twitter上的多
个OPPO账号观看直播，并同步参与活动和对话。此次线
上直播活动视频总浏览量达到1,250万次。为进一步推动

互动，五名重量级意见领袖分享了OPPO Find X2智能手机
的拆箱视频。这些视频突出了手机的独特卖点，并让关注
者进一步参与到关于OPPO Find X2的对话中。

发布会结束后，需要强化信息扩散以提升品牌偏好并维
持话题热度，保持品牌持续占领人们心智。为此，OPPO
借助视频网页卡（Video Website Card）和对话卡
营销策略
（Conversational Card）等工具推动人们进入OPPO
OPPO Find X2智能手机发布时，其主要目标受众是科技 网站或立即采取行动。
产品的男性早期使用者，第二大目标受众是没有OPPO智
能手机的女性消费者。
这两类受众在Twitter上都很活跃。为了与他们建立更好
的联系，Twitter利用数据驱动的洞察，实施了双管齐下
的产品发布活动。在Find X2 发布期间OPPO更邀请到奥
斯卡影帝Eddie Redmayne代言。

卓越成果

通过此次推广活动，OPPO不仅达成了在智能手机品牌
中SOV超过15%的目标，提升了品牌和产品知名度，还
让更多的消费者考虑购买。

任何产品发布预热活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引发受众期
待产品的最终揭晓。为此，OPPO在通过Twitter发布最

“我们发现，Twitter是最有影响力的渠道之一，它可
以快速有效地扩大产品发布的全球影响力。在这里，
观众可以迅速加入到科技相关话题的讨论中。”

1,250万

Gregor Almássy, 海外CMO, OPPO

每周环比SOV提高

次视频浏览

对比上一次旗舰手机发布，
视频浏览量和浏览人数增加

60%

200%

15%

在所有智能手机品牌讨论话题中SOV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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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代理商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获得2020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大奖）

Madhouse

公司名：亿动广告传媒

亿动广告传媒于2006年成立，一直专注于移动端广告的程序化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优化移动营销的

投入和扩大全球市场。亿动广告传媒不仅帮助品牌广告主在中国市场与目标受众深度沟通，建立品

ADWAYS

公司名：株式会社ADWAYS

Adways成立于2001年2月，总部位于东京，为东证上市企业。Adways擅长整合营销，立足于不断
提高客户ROI。Adways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推广一体化贯通的营销解决方案。以多媒介为手段，
依托敏锐的市场洞察，为客户提供品效结合的专业化服务。

牌知名度和增强消费者购买意向，也为移动应用、中国品牌和电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移动营销解决
方案，为其产品招募更多高质量的用户。亿动广告传媒在中国设立三处办公室，拥有员工200余人。

Meetsocial Group
公司名：飞书深诺集团

飞书深诺是专注海外数字营销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集团。凭借九大国际媒体渠道和全球资源，飞书
深诺致力于为电商、游戏、应用、品牌四大中国企业出海场景提供全链路数字营销产品化服务，包

BlueVision

公司名：蓝瀚互动

蓝瀚互动打造一站式出海营销平台，为广告主提供高价值出海营销整合服务。蓝瀚互动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品牌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包括本地化媒体策略，精准广告投放，创意广告设计，全球
公关活动，海外KOL营销和社交媒体营销服务——充当中国出海企业的前哨兵和智囊团，帮助中国

出海品牌真正建立世界范围的品牌力认知，在全球展示中国品牌的竞争力与号召力。未来，蓝瀚
互动将持续加大在出海营销领域的产品和人才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意和服务能

力，通过高价值的服务获得可持续的发展，链接广告和科技、链接中国和全球、链接客户和用户、
是蓝瀚互动的使命和目标。

括顾问咨询服务、综合创意服务、优化运营服务、技术数据应用服务及平台、企业培训服务五大基
础服务模块，以及多个满足垂直场景具体营销需求的子品牌服务。客户可根据不同出海商业阶段面
临的需求与挑战自由组合，定制专属解决方案。截至目前，累计服务上万家客户，年度管理营销预
算近250亿人民币，日广告触达人次32亿，每年为客户带来下载量25亿。飞书深诺秉持“用数字有

效联结中国企业与全球消费者”的愿景，帮助企业打破出海营销认知壁垒，拉动海外业务增长，提
升全球品牌影响力。

PALMAX

公司名：北京棕榈创想科技有限公司

ClicksMobi

公司名：点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5年，点摩立足全球市场，客户覆盖游戏、电商、工具应用等行业，拥有覆盖全球多个

地区的丰富渠道资源，以及多年Twitter、InMobi、Line、TikTok、今日头条、UC Ads等海内外
主流媒体实际投放经验，能帮助广告主提供以效果为导向的广告优化及策略制定服务，大幅降低
广告主出海成本，提高出海成功率。

点摩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都设有办事处，并拥有植根行业多年的优化、媒介、销售、AM、
设计和创意短视频团队为广告主提供专业广告服务。

PALMAX是移动互联网领域内领先的移动营销技术公司，通过营销管理平台，整合来自全球移动终

端的流量资源，助力客户进行专业有效的移动营销。PALMAX的服务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应用开发
者、品牌类、电商类客户。PALMAX成立于2015年，创始团队成员具有业内领先的专业技能，涵
盖研发、商务、运营等各个方面，公司成员均为移动互联网营销领域的专业精英，并分别有5-15

年相关领域工作经验。PALMAX目前已具备成为营销管理，海外应用分发，媒介采购，电商推广和
数据管理领域专家的资质。PALMAX的策略是与全球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顶尖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为
海内外客户进行移动营销。

Septeni

公司名：七域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CyberAgent

公司名：CyberAgent, Inc.

CyberAgent是一家综合性的网络服务公司。旗下业务包括电子广告，媒体代理，手游事业等多方
面综合服务。目前已经在美国、日本、中国、越南、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办公地
点。目前旗下拥有超过5000名员工。

Septeni总部位于东京，是日本最大的互联网广告公司之一，在包括中美韩在内的8个国家设有11
个分部，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营销支持。凭借Septeni在广告优化和创意制作等方面的专业

积累，Septeni在数字营销领域不仅拥有完整的服务体系，并在多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而在
以Twitter为轴心的线上品牌推广方面，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各类的成功案例。近年来，通过

与日本最大的综合广告公司电通的强强战略合作，Septeni进一步拓宽了传统的线下营销业务线，
从户外广告到电视广告，致力于以更高更全的标准为客户提供超一流的服务。

CyberZ

Wavemaker

CyberZ是一家专门提供智能手机广告的代理公司。业务内容广泛，包含智能手机广告的投放、效

Wavemaker相信，任何时候，总存在一种更好的增长方式。 Wavemaker致力于通过媒体、内容

公司名：CyberZ, Inc.

果验证、户外广告与线上广告制作，TVCM，明星代言，IP联动，电竞大赛，周边制作等。除了日

本，在旧金山、韩国、台湾也设立了分公司。在协助日本国内广告主向海外发展的同时，也协助
CyberZ在海外广告主进入日本市场发展。

此外，CyberZ也有专业游戏视频直播平台「OPENREC.tv」，日本最大规模电竞品牌「RAGE」，
电竞大赛运营「株式会社CyberE」，以及周边产品制作「株式会社eStream」。

38

公司名：Wavemaker

和技术的结合。重塑消费者决策和体验，激发增长。Wavemaker由全球网络统一协同运作，在强

大的消费者数据推动下，了解营销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为品牌赢得更多销售。Wavemaker在
90个市场的7,200名员工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他们充满信心和勇气，为世界领先品牌和企业解
锁增长的奥秘。

Wavemaker是WPP旗下全球媒介投资管理集团群邑的一部分，可以通过wavemakerglobal.com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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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代理商行业 案例研究    

敏锐，与目标受众在文化上产生关联，才能帮

机遇

中国数字广告代理商必须保持对潮流和趋势的

Twitter秘籍

助客户触达国际消费者。

差异化定制预热及持续策略

目前中国广告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从2015年到2019
年，中国广告代理行业收入平均年增速为4.4%23。去年中
国广告代理行业创造了1,249亿美元的收入，并且还将保
持增长态势24。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期待提高国际市
场份额，许多企业主都对广告代理商在提供洞察、发挥
专业能力和创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帮助企业
触达目标受众。

在活动开始之前的预注册阶段，重点通过网页点击
（Website Click）、应用安装（App Install）、
关注者和推文推荐（Promoted Tweet）产品广告
来提升客户的品牌能见度和产品知名度，让更多受
众参与其中。
活动开始后，使用应用安装（App Install）和推
文互动（Tweet Engagement）广告来瞄准最有
价值的受众，透过优化推广活动来提高安装量，
推动品牌和产品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并吸引他们持
续关注。

在中国出海营销代理商的各项专业能力中，最强有力的
一项是深谙Twitter平台的营销玩法，并向客户提供由数
据驱动的、切实可行的洞察。Twitter大中华区渠道业务
总经理邓恺筠：“与大多数单向传达信息的传统媒体不
同，Twitter能够提供消费者洞察，广告代理商可以依
此向企业提供本土化的营销方案。”邓恺筠表示：“目
前，在所有广告代理商媒体规划中，社交媒体都不可或
缺。”帮助中国广告代理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方式之
一，就是发展专业知识、能力，深入了解特定海外市场
的媒体生态。

采用多种形式放大广告影响力

组合使用两到三种广告形式，增强Twitter广告的
影响力。
研究表明，当观众通过不同形式的视频接触到同
一个广告时，他们的认知就会得到加强。我们
发现，在同等的展示频率下，三种视频广告形式的组
合比只有一种或两种更能显著加强认知。例如，在一
则广告展示次数相同的前提下，相较于单一形式的
投放，多种形式的广告受关注程度可以提升10%。

广告代理商还必须投入资源，为品牌合作伙伴提供出海
指导。数字广告代理商兼Twitter合作伙伴飞书深诺 CEO
沈晨岗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相对较短。虽然大部
分中国品牌在国内市场拥有丰富的营销经验，但由于国内
市场在文化特征、消费者心理、品牌定位及知名度等方面
存在差异，这些经验可能不适用于国际市场。所以我们要
帮助企业认识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关注营收增
长。建立品牌是一项投资，而非支出。”

飞书深诺集团助力国产手游走红日本
@meetsocialgroup

《境・界-魂之觉醒:死神》（@Bleach_SR）是一款手
机游戏根据热门动画片《死神》制作的大型多人在线角
色扮演游戏（MMORPG）。

与时俱进是广告代理商的重要课题。Twitter Flight
School Live为合作代理商提供培训。通过定期举行
的网络研讨会，合作代理商可以了解Twitter产品及
广告解决方案的更新，以此更好利用Twitter平台为
客户提供服务。

的受访者表示在社交平台
互动后购买了原先不打算购买的产品25
根据奥美2019年的一项调查报告，

75%

《死神》是一部描述了一个超能力少年的冒险之旅的日
本漫画。作为一部超高人气漫画，它在全球已经售出了
超过1.2亿册，并且已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动画电影、电
子游戏和摇滚音乐剧等多种形式的作品。这次营销的核
心是紧扣原作的角色和故事线。
在发布《境・界-魂之觉醒：死神》游戏时，飞书深诺
利用其专业能力和丰富的营销经验帮助昆仑游戏通过
Twitter平台与日本游戏社区建立联系。Twitter是游戏发
布阶段打造热度和知名度的最佳平台。每年，Twitter上
与游戏相关的推文超过10亿条，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玩家会在Twitter上了解所钟爱游戏的新闻，以及新游
戏的公告。

3. 维持势头
通过比赛抽奖等形式，向关注者提供赢取游戏特
别装备的机会，鼓励进一步互动和对话。

卓越成果

1. 定期安排比赛，帮助推高用户参与度、对话与品
牌忠诚度 。
2. 综 合 运 用 两 到 三 种 广 告 模 式 ， 加 强 广 告 的 影 响
力。新老关注者之间的即时互动，会在Twitter上
形成更多对话，并吸引更多关注者。

在预注册阶段，展示量总计达到4.5亿次，预注册量50
万次。在游戏发布阶段又新增了1亿次展示量，游戏安
装量超过4万次。

“游戏玩家和Twitter受众之间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对游戏相关信息
都十分开放，并且Twitter用户的接受度较高。游戏发布之前，我们已经吸
引到了数万名注册用户。我们能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快速触达目标受众，并
与他们交流。”
沈晨岗，飞书深诺集团创始人兼CEO

预注册阶段

发布阶段

4.5亿
50万
总计

的受访者称在选择广告
代理商时，本地执行力是他们最重要
的考量因素26

2. 隆重发布
发布《境・界-魂之觉醒:死神》游戏品牌视频，
激励玩家安装游戏。

营销策略

使用Twitter工具支持代理商及其客户

40%

1. 酝酿期待
在发布筹备阶段，利用各类广告（推广账号、
推广视频、app卡）吸引新的关注者，制造对
游戏的期待。

为了在日本发布《境・界-魂之觉醒：死神》，中国游戏
开发公司昆仑游戏与综合数字营销代理商、Twitter长期
合作伙伴飞书深诺合作，启动了以Twitter为主要推广
平台的营销活动。目标很简单：让《境・界-魂之觉醒：
死神》在日本成为下载量前三位的MMORPG手游。

多种广告形式也有助于改善其他营销指标，特别是
在考虑和购买阶段。在同样的展示频率下，视频广
告投放形式的多样化能将受众搜索意向提升到原来
的6倍，购买意向也能翻一番。

根据麦肯锡2019年的一项调查报告，

此次推广活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包括展示量、预注
册量和app安装量。飞书深诺提出了以下Twitter广告
解决方案：

次展示

次预注册

40

1亿

4万

总计

次展示

次游戏安装

41

Twitter
全球重要时刻

42

43

娱乐

K-pop是Twitter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过去10年，双方共同成长、并肩努
力，成为了一支梦幻团队。Twitter的即时对话特性让它成为K-pop艺术家
和公司与世界各地粉丝交流并宣传作品的首选平台。K-pop已实现了真正的
全球化，在与K-pop相关的对话数量方面，美国和日本目前已经超过韩国。
2020年，Twitter庆祝了#KpopTwitter话题标签诞生十周年，目前它是
Twitter平台上全球对话数量最多的标签之一。#KpopTwitter之所以取得
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遍布全球的年轻粉丝——他们在Twitter上观
看K-pop内容并发布推文时，能感受到互相之间的即时联系。这些粉丝因
为K-pop来到Twitter，也会继续在拥有共同兴趣的社群内聊天，并交流娱
乐之外的各类话题。
过去几年，韩流文化席卷全球。除了K-pop，《寄生虫》在2020年成为历史
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韩国电影，并且在奥斯卡之夜成为Twitter上
讨论推文最多的电影。导演奉俊昊也成为Twitter上讨论最多的名人之一，在
奥斯卡之夜收获了52万条相关推文。

160多万

61亿

自2020年1月13日《寄生虫》
获得奥斯卡提名之后，这部奥斯卡
获奖电影在全球收获的推文数27

十周年

#KpopTwitter话题标签

过去12个月，与K-pop
相关的推文数 28

#KpopTwitter已成为
全球对话数量最多的标签之一

#KpopTwitter对话成长曲线（2010-2020）

去年全球 K-Pop 推文数

61亿

EXO
GOT7
NCT 127

则推文

EXO
GOT7
WANNA ONE

2019.07.01 ~ 2020.06.30
数据源: Twitter

EXO
GOT7

Super Junior

BIGBANG

PSY

EXO

GOT7

GOT7

GOT7

Girls’ Generation

Super Junior

BIGBANG

Girls’ Generation

EXO

SEVENTEEN

SEVENTEEN5

BIGBANG

Girls’ Generation

Super Junior

GOT7

2010.07

2011.07

2012.07

2013.07

2014.07

2015.07

2016.07

2017.07

2018.07

2019.07

2020.06

统计依据：K-Pop明星 # 主题标签 及@账号提及数 |  统计期间：2019.07.01 ~ 2020.06.30 |  数据源：Twitter

#KpopTwitter 2020
全球前二十大市场
1

3

2
美国

11

日本

12
印度

4
韩国

13
土耳其

5
印尼

14
西班牙

6
菲律宾

15
英国

7
泰国

16
加拿大

巴西

17
法国

统计依据：Twitter上K-Pop相关独立用户作者数量   |  统计期间：2019.07.01 ~ 2020.06.30 |  数据源：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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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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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9
马来西亚

18

10
墨西哥

19
智利

阿根廷

20
越南

俄罗斯

游戏与电竞

中国游戏开发公司

中国游戏发行商身居全球最成功的游戏开发公司之列，它们推出的游戏拥有
数百万Twitter关注者。网易游戏、趣加游戏、莉莉丝游戏、百度和IGG等中
国游戏公司都在Twitter上拥有忠实支持者。

过去几年，游戏和电竞日渐流行，并在2020年疫情隔离措施的催化下，
迎来了行业的井喷式发展，Twitter上的相关对话也因此呈现爆发式增
长。作为数十亿美元规模的产业，电竞在2020年已经从媒体版权和赞
助收入中赚取8.224亿美元29，其中，全球最大的电竞游戏之一《英雄联
盟》预计在2020年将收获1.15亿全球玩家30。

对于这些游戏开发公司来说，海外市场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机会。根据Statista
报道，2019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出口额总计为44亿美元 31 。中国游戏最大
的三个海外市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其收入占海外总收入的三分之
二 32。同时，在App Annie发布的“年度全球游戏发行商52强”榜单中，
有11家中国发行商上榜33。

在谈论游戏和电竞时，Twitter毫无疑问是游戏发行商、游戏媒体、游
戏主播、电竞联赛、电竞战队、玩家、评论员等与关注者交流的首选线
上社区。Twitter NEXT大中华区负责人郑婷之说：“想要在Twitter上
最大程度发挥与电竞相关的营销推广，品牌除了在顶级游戏或电竞活动
上露出自己的品牌标识外，还应该更多通过对话的方式，与关注者建立
更深入的连接。”

2020年推文最多的电竞战队

当下，电竞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
与玩家。以热门的《守望先锋》联赛为例，它拥有来自加拿大、中国大
陆、法国、韩国、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的20支队伍。此外，今年
发布游戏相关推文最多的三个国家是日本、美国和韩国，其他位列前十
名的国家还包括巴西、泰国、法国、英国、印度、西班牙和菲律宾。
2019年11月，Twitter正式推出“话题”（Topics）功能，让用户可以关
注游戏、发行商或电竞战队的热门推文。在2020年十大热门话题中，我
们看到了包括Among Us、动物之森、使命召唤、PlayStation、任天堂
和堡垒之夜在内的许多游戏相关内容。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戏新手和休闲玩家走入游戏世界并观看直播，他们想
要和志同道合的粉丝分享热情。预计在2021年，电竞相关的对话还将迎
来大幅增长，特别关于热门联赛，比如动视暴雪的《使命召唤》联赛和
《守望先锋》联赛，还有腾讯旗下拳头游戏的《英雄联盟》电竞联赛。

10亿

游戏推文达

条

2020年上半年，游戏相关的对话数量创下新高
46

Esports and K-pop
电竞与K-pop在
collide on Twitter
Twitter相遇

The massively popular K/DA, a
风靡网络的K/DA是由《英雄联
virtual
K-pop girl group comprising
盟》中的角色组成的一支虚拟
League
of Legends characters,
performed
live at the League of
K-pop女团。2020年在上海举
Legends
Worlds 2020 in Shanghai
办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on
an
augmented
reality stage.
中，K/DA通过AR增强现实技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术在舞台上进行了现场表演。
and the enormous fanbase of
考虑到新冠疫情以及《英雄联
League of Legends in China, Riot
盟》在中国庞大的粉丝群体，
Games
kept the tournament to the
拳头游戏取消原先在多城举办
single
city of Shanghai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multi-city format) to
总决赛的计划，改为集中在上
reduce
travel.
as出
testament
海举办
， 以And
减少
行。K/DA
to the mainstream and crossover
与LV和杜卡迪等全球品牌的合
appeal of esports, K/DA partnered
作，也充分证明了电竞对主流
with global brands such as Louis
游戏关注者和跨界关注者的吸
Vuitton
and Ducati and netted over
引力，其万众期待的回归单曲
2.2
million views on Twitter for its
much-anticipated
comeback song
推出仅一周，就在Twitter上收
in获了超过220万的展示量。
just its first week.

@flaesports

@mibr

@T1

@G2esports

@paiNGamingBR

@Cloud9

PS5游戏未来展望发布会
Niconico Net Chokaigi 2020
Xbox游戏发布会
PAX East 2020发布会
Ubisoft Forward 2020发布会

腾讯：关注者最多的中国
游戏公司35

堡垒之夜
（@FortniteGame）

英雄联盟
（@LeagueOfLegends）

@FNATIC

@100Thieves

1.
2.
3.
4.
5.

Tencent Games (@TencentGames)
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制作了多款
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游戏。

1 234 5
6 7 8 9 10
@FaZeClan

2020年推文最多的
电子游戏大会34

绝地求生（@PUBG）

无畏契约
（@PlayVALORANT）

@furiagg

“Twitter上有关电竞的对话不仅限于游戏中的精彩操作、致命一击和决胜反
杀。知名玩家和战队会讨论当下战局和情势，并将它作为与粉丝交流的机会。
同样的，核心玩家的社交需求也在逐步增加。他们彼此的价值观与爱好相似，
也更容易点燃彼此的热情。游戏开发商可将游戏中的‘队友’聚集到一块，与
这些目标用户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培育稳定的玩家社区。”
郑婷之，Twitter NEXT大中华区负责人

2020年推文
最多的游戏
2020年游戏对话的增长，
很 大 部 分 来 自 《 动 物 之 森 》，
这是新冠疫情期间推文最多的
新游戏，目前已风靡全球。

1 23 4 5
6 7 8 9 10

@animalcrossing

@fgoproject

@FinalFantasy

@ensemble_stars

@FortniteGame

@monst_mixi

@granbluefantasy

@IdentityVJP

@GAME_KNIVES_OUT

@Min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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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商

热衷移动应用的千禧一代消费者正在推动手机购物风潮——尤其是在亚
洲。2020年Twitter的调查显示，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大陆）约有45%
的Twitter用户每周都会在手机上购物，而非Twitter用户只有21%。
新冠疫情加速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习惯。今年，Twitter平台对购物的点评和
讨论不断增加。当Twitter用户尝试新的产品、服务或品牌时，他们会在线
上讨论：71%的Twitter用户会发表对购物的看法，81%会在Twitter上寻
求对品牌的评价。

10亿

要与对手竞争，品牌必须在社交网络上开展积极的交流。目前，那些具备购
物、移动电商属性和直播功能的社交平台正开始在效率方面赶上传统电商平
台，而品牌也发现了直播活动的吸引力。在中国和东南亚，直播带动了“购
物娱乐化”的发展，将购物和社交体验融合，例如在app上由名人来直播、
进行游戏化互动并鼓励“边看边买”。
由于消费者在家时间变多，亟需更多便利，因此他们希望品牌能让生活更方
便、美好、愉悦。这包括一些围绕娱乐订阅、体验式购物和按需购物的创
新。品牌可以借助Twitter与这些受众建立联系。根据市场研究公司Kantar
的分析，三分之一的Twitter用户被认定为“重度”手机购物者36。截至2020
年9月，Twitter用户的直播观看时长同比增长超过75%。

2020年阿里巴巴双十一销售额超过5,600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如今，全世
界的企业都在喜迎购物节。比如，新加坡电商公司Shopee将双十一促销扩大
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同时，今年东南亚地区的双十一销售额大幅增
长，根据Criteo的数据，马来西亚增长了600%，泰国增长了300% 37。受中
国品牌的推动，全世界双十一销售额同比增长显著，尤其是在欧洲、澳大利
亚和拉美，而Criteo称美国双十一的销售额也小幅增长13%38。

将内容与移动电商结合，品牌可
与消费者就相关话题和喜欢的产品
互动交流。

同比增长超过75%
截至2020年9月Twitter上的全球直播观看时长（分钟）41

有效推动Twitter用户完成购买行为的卖家特征

57%

44%

包邮政策

“Twitter平台上每天有超过5亿条推文被发布。用户在Twitter上讨论最新
潮流，此类内容的数量和实时性成为挖掘用户洞察的‘宝库’。”

郑婷之，Twitter NEXT大中华区负责人

48

Twitter用户每日关注品牌的更新40

3,700万独立用户作者发布的购物
相关推文总数（2020年1月至8月）39

依靠社交传播保持领先

全球化的双十一

41%

39%

优惠折扣

36%

买家好评

35%

无忧退换政策

便捷的在线支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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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回归

+254%

全球职业体育赛事因新冠疫情被迫中断后，在2020年6月开始重新出现在大
屏和智能手机上。我们也看到Twitter上粉丝的互动量也随之激增。

纳斯卡赛车（NASCAR）：推文增加
终极格斗冠军赛（UFC）：推文增加+272%
一些体育赛事的对话量大幅增长

很明显，粉丝们十分想念这些体育赛事。回归潮带来一波新的标签，比如
#NASCARisBack、#MLSisBack 和 #PremierLeagueisBack。Twitter一直
都是观看体育比赛的必上平台，但是由于粉丝无法去到现场在体育场馆和酒
吧观看，Twitter现在成了体育迷们的线上观看渠道。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每年从大学挑选球员的选秀活动，也改为完全
在线上举办和直播 。

590万

视频日浏览量
#TheLastDance 的纪录片发布
视频在Twitter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新冠疫情模糊了传统体育和电竞的界限，”Twitter NEXT大中华区负责人
郑婷之说，“它推动了传统体育虚拟化，就像F1大赛中20名车手在线进行赛
车比赛。由于体育赛事被取消，曾经不愿意转播游戏赛事的广播公司也改变
了策略，以便确保这段期间的内容更新和收入的维持。”

视频浏览量

由于赛事直播的数量依旧有限，网络上对过去体育赛事的怀旧性对话讨论猛
增。ESPN和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The Last Dance》回顾了迈克尔·乔丹的
职业生涯和芝加哥公牛队的故事，成为了Twitter上的热门话题。

LI
VE

Twitter的实时性有利于体育赛事的在线观看。人们也可以关注退役和现役的
运动员，与他们交流互动。在电视上观看现场直播时，如果同时也在Twitter
上参与讨论，观众们将收获更有参与感、更难忘的观看体验，因为这种分享
性的体验会在用户心中留下更深的印记。

2020年5月到6月“体育赛事直播讨论”
的推文猛增

+32%

42

2020年9月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相关推文
展示量同比增加

+33%

1.06亿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开赛日期间，
Twitter成为该赛事浏览量第一的平台

Sports, beyond
borders
体育超越国界

中Chinese
国 品 牌brands
已经将
体 embraced
育作为与
have
国内外观众交流的有效方式之
sports
as an effective way to
engage
both their domestic and
一。中国品牌通过赞助世界大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Chinese
型体育赛事，提高品牌知名度
brands
sponsor
the world’s
并推动销量。由于T
w imajor
tter用
sporting events, giving them the
户对体育的热情，它已经成为
opportunity to drive sales and
中国品牌与粉丝共同庆祝他们
increase brand awareness. Due to
支持的球队和明星获胜的首选
Twitter’s
primacy as a community
渠道。
for
the online global sports
conversation, the platform has
become a preferred channel for
Chinese brands to celebrate with
fans the victories of the teams and
stars they support.

1.71亿

月浏览量
Twitter成为观看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选秀
视频最热门的平台

5月到6月的推文猛增

43

PGA

1.06亿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开赛日视频浏览量
44

NFL

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MLB

美职棒大联盟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70% +62% +59% +17%

统计依据：2020年6月美国数据   |  统计期间：2020.05 ~ 2020.06 |  数据源：Twitter国际数据

50

NBA

51

NHL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3%

词汇表
Twitter利用众多广告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与目标受众互动。以下是部
分最常用产品列表。

对话卡（Conversational Card）

含引人注目的图片的推广推文，包括具有可定制标签以及行动号召按钮。用户点击这些行动号
召按钮后，会生成一个已经预先填好内容的推文，用户可以修改或直接推出。它们提醒用户将
信息传播给关注者，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对话卡广告获证明是与客户交流的有效方式，促使
他们分享信息。

#Explore浏览选项卡

#Explore选项卡为用户提供了列表形式显示的本地热门话题，可看到不同分类中的热门讨论。

首屏广告（First View）

首屏广告帮助品牌在24小时内独享Twitter最宝贵的广告位，实现大范围受众触达，是Twitter
记忆度最高的广告形式。当用户在广告投放当天第一次访问Twitter app或者登陆Twitter网站
时，品牌的推广视频会出现在首页最上方的广告位。

点赞提醒（Like for Reminder）

用户如订阅点赞提醒，会通过标签、转发或点赞，获提醒进入每周的关注点。如果Twitter上有现
场活动，Twitter可直接让用户进入观看。

推广趋势聚焦（Promoted Trend Spotlight）

广趋势聚焦是一种置顶广告产品，将视频与探索标签页的优质资源相结合。该广告位置是在探索
标签页的顶部焦点图位置展示图片或视频。探索标签页是Twitter趋势话题和话题标签的集合，
人们在此页面上查看最新发生的事件。推广趋势聚焦能让品牌话题在24小时内上榜Twitter热门
趋势，提升品牌话题声量。

推广视频（Promoted Videos）

品牌可以发布视频贴，用户点击一下，即可在有效时间内播放。推广视频伴随着可靠的定向客户
选择以及单次浏览成本定价。 视频出现在用户的时间线上时会自动播放。推广视频是Twitter最
成熟的视频广告解决方案，能够提升品牌指标并推动销售。

视频应用卡片（Video App Card）

一种推广移动应用的广告形式。视频上传时间最长可达1:40，用于展现应用内容或功能。点击
视频后，将加载目标 URL，视频随后移到屏幕顶部并继续播放。

视频网站卡片（Video Website Card）

视频网站卡片使营销人员可通过视频素材来推广他们的网站，为用户打造丰富的体验。点击视
频后，将加载目标 URL，视频随后移到屏幕顶部并继续播放。页面滚动时视频也随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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