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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主办单位

商务部、厦门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协办单位

厦门市商务局、思明区人民政府

中华街道办事处、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

具体承办机构

厦门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活动时间

2021年7月30日-8月1日

活动地点

厦门中山路步行街XM



贰活动规划



XM贰XM



XM
    主画面（一） 设计呼
应活动主题，以橙色、黄
色等鲜明色彩彰显活力，
体现厦门经贸消费的活力。
画面中有厦门“市鸟”白
鹭、“市花”三角梅、白
海豚以及厦门地标建筑等
具有显著厦门特征的元素，
以 此 配 合 “ 国 潮 当 前  魅 
i n  厦 门 ” 口 号 ， 突 出 本
活动举办地的地方特色

主画面    设计方案1



XM
     主画面（二）设
计精简了厦门“市花”
三角梅元素，字体更
改为更方正的字体

主画面    设计方案2



XM本活动展销区主要集中于大中路西侧，

与部分厦门日报社品牌活动—新媒体粉丝节的展位穿插，部分展位置于思明南路东侧。

根据展销产品类型特点，将展区划分为三个区域——科技智能、运动健康、时尚出行

场地规划



XM拟于中山路西段起点位置搭建舞台，背靠世界非遗鼓浪屿，面朝商圈厦门中山路步行街

l 舞台及观礼席区域占地面积330平方米（11米x 30米）

l 舞台尺寸长11米x宽6.1米，两侧LED屏幕可移动

l 舞台LED主屏幕规格长7m× 高 4m，双面；左右两侧长方形LED屏幕宽0.5m×高4m,共6
块

舞台效果



XM设置科技智能、运动健康、时尚出行三大主要展区

科技智能涵盖智能设备、消费电子等产品，

运动健康涵盖健身器材、按摩器材等产品，

时尚出行涵盖服装鞋帽、箱包户外、宠物用品、太阳眼镜等产品。

展区规划



XM
荧光门头

         展区入口处结合厦门城市特色、

品牌元素打造荧光门头，通过光影

的效果，打造打卡点，以吸引市民

拍照，形成二次传播。门头融入闽

南红砖古厝的飞檐翘角造型，正上

方呈现“国潮当前 魅 in 厦门口号，

两侧门柱上为“国潮当前”四个汉

字的解构组合，门柱下方制作“魅 

in  x iamen”的发光模块（门头尺

寸：13 米宽 x5.5 米高）



XM
展位效果图

l 单个展位尺寸6mx3m

l 展位四面通透，前后摆设桌子



XM
展位效果图
l 展位共计100个

l 单排摆放于道路中央

l 左右两侧各留出不少于4米的消
防通道。

l 鉴于中山路有穿堂风，帐篷需增
加配重。



XM• 为区分三大主题展区的产品类型，突出展区特色，

• 围绕三大区域“科技”“运动”“时尚”的核心要素设置创意堆头。

主题展区创意堆头



XM
科技智能区域堆头示意图

        科技智能区域堆头将厦门地

标建筑和科技智能结合，体现科

技感的同时显示厦门特色。



XM
运动健康区域堆头示意图

         运动健康区域堆头通过人物

跨过商品奔向前方的动感姿态，

展示人们出购物的热情，商品中

有足球等象征体育运动的物件，

突显运动健康的活力。



XM
时尚出行区域堆头示意图

         时尚出行区堆头主角为一年

轻女性，其身边有高跟鞋、墨镜、

购物袋等带有时尚、消费元素的

物件，紧扣本专区主题。



XM在鹭江宾馆合搭建直播间，以世界非遗为主背景，打造最厦门的直播间。

直播间于3楼客房取景(房间内空间宽敞，私密性好；露天阳台空间充裕，可满足直播需要，取景效果

较好）

直播间选址



XM为在活动区域内打造吸睛爆点，集聚人

气，拟在大中路口设置全息幻影成像。

全息幻影成像



XM贰



XM启动仪式：现场将以专业灯光、音响设备为基础，同时在启动仪式当天准备歌舞表演作为开场节目，邀请电视台主

持人进行活动主持，以此保障启动仪式活动顺利开展。

启动仪式采用虚拟触屏点亮会场的形式。领导嘉宾共同触碰主舞台大屏幕上的手掌印，舞台点亮宣告“国潮派对 魅

in厦门”活动启动，启动同时开启灯光秀，营造热闹的活动氛围（灯光秀待定）。

舞台区



XM启动仪式上播放推介厦门品牌出海门户网站视频

舞台区



XM国潮派对
为突显“国潮当前 魅in厦门”活动的本地特色，丰富现场互动形式提升人气，组织具有闽南元素的文娱演出，邀请

本土演艺团队演唱中国风曲目、闽南语歌曲，表演非遗文化项目，老艺术，新手法，让观众从中感受厦门本土文化

魅力。

拟邀请演出节目：

1.国潮戏曲：《游园赏花》（歌仔戏片段）

2.厦门非遗南音X流行乐

3.闽南语歌曲《世界第一等》《车站》《浪子回头》《志明与春娇》《大田后生仔》

舞台区



XM
新品首发推介会

         服务参展企业产品发布需求，活动期间为

企业举办新品首发推介及体验仪式。有意于活

动上进行新品发布的企业应于活动筹备期间报

备，发布时段、各企业可用时长等视企业报备

情况调整。

舞台区



XM
18：30-18：55 嘉宾、观众入场，播放暖场视频

19：00-19：02 开场视频

19：03-19：07 开场舞

19：10-19：20 主持人开场，介绍出席领导及嘉宾

19：20-19：30 领导及嘉宾致辞

19：20-19：30 发布厦门首批外贸自主品牌培育企业名单,领导授牌

19：35-19：40推介厦门品牌出海门户网站，网站正式上线

19：40-19：45嘉宾上台启动“国潮当前魅in厦门”活动，同步启动灯光秀

19：45-19：50领导及嘉宾合影

19：50-19：55领导巡展

19：55-20：00国潮派对表演

20：00-20：25当晚第一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0：25-20：30国潮派对表演

20：30-20：55当晚第二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0：55-21：00国潮派对表演

21：00-21：25当晚第三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1：25-21：30结束灯光秀

7月30日（含开幕仪式）

19:00——21:00

舞台流程



XM
19：00-19：05灯光秀开场，国潮派对表演

19：05-19：30当晚第一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19：30-19：35国潮派对表演

19：35-20：00当晚第二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0：00-20：05国潮派对表演

20：05-20：30当晚第三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0：30-20：35国潮派对表演

20：35-21：00当晚第四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1：00-21：05国潮派对表演

21：05-21：30当晚第五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1：30-21：35结束灯光秀

7月31日   19:00——21:00

舞台流程



XM
19：00-19：05灯光秀开场，国潮派对表演

19：05-19：30当晚第一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19：30-19：35国潮派对表演

19：35-20：00当晚第二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0：00-20：05国潮派对表演

20：05-20：30当晚第三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0：30-20：35国潮派对表演

20：35-21：00当晚第四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1：00-21：05国潮派对表演

21：05-21：30当晚第五家企业新品首发推介

21：30-21：35结束灯光秀

8月1日  19:00——21:00

舞台流程



XM方案一：拟邀请头部直播红

人李佳琦，李佳琦是当下炙

手可热的带货主播，在淘宝

直播拥有4800万+粉丝，每天

晚上至少有超过1000万人次

通过手机屏幕看他的直播，

2020年双十一观看人次更是

超过1.6亿。

方案二：主持人陈伟鸿，曾担任厦

门电视台主持人，2000年加入中央

电视台，2004年开始担任谈话类栏

目《对话》的主持人 。2008年，开

始担任对话栏目《今日观察》的主

持人。他身上有着闽南人特有的

“爱拼才会赢”的闯劲，本次“国

潮派对、魅in厦门”拟邀陈伟鸿回

家乡为厦门的企业代言。

方案三：由商务局筛选并邀请厦

门本地知名MCN公司组织网红达

人于活动期间为参展企业开展直

播带货，搭建起MCN公司和企业

对接平台，促进本地资源融合，

建立线上线下消费互动渠道。直

播带货所需费用由企业承担，相

关细节由企业与MCN公司对接。

直
播
方
案



01

02

国内领先内容IP公司，创立于2017年，总部设立于厦门，同时在南京、

乌鲁木齐、沈阳、成都等城市设立分部，致力于达人签约孵化、内容

整合营销、短剧打造、IP打造、直播等业务领域。截至2020年12月，

奇迹山旗下签约创作者超200位，全网粉丝量超4亿，月度视频播放量

超70亿次，涵盖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微博等各大平台，拥有从

前期策划、创意、拍摄、制作、运营、推广的丰富经验。

奇迹山

自娱自乐是一个短视频红人孵化运营平台。公司根据具体产

品和网红风格私人定制短视频内容，帮助其成为短视频达人，

并根据短视频达人的情况，接各类广告，帮助转化粉丝变现。

厦门自娱自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MCN推荐



叁宣传方案



XM预热期（7月15日-7月28日）

l 新媒体传播

l 召开媒体吹风会

l 企业同步自宣

核心期（7月30日-8月1日）

l 本地主流媒体集中报道

l 朋友圈推文触达精准人群

总结期（8月2日-8月8日）

l 图片、视频传播

l 全国性媒体转载报道，
进行总结宣传

 宣传计划



XM
l 央级媒体：新华网、人民网、

央广网、中新社、国际商报

l 全国媒体：东南网、小鱼网、
新浪、腾讯、网易、搜狐

l 本地政府相关平台

l 厦门报业传媒集团旗下资源

l 本地媒体：海峡导报、台海网、
厦门电视台、厦门移动电视

l 各企业自媒体

 媒体矩阵



XM 肆互动方案



XM
 动感单车激情发电

l 通过动感单车进行“动感单车激情
发电”比赛，营造运动氛围，给予
市民沉浸式体验。

l 激发现场市民消费体育用品的冲动

l 胜出者可获得奖励用于现场购物抵现



XM
 VR游戏体验

l 在科技智能区域设置开放式的VR
游戏体验区

l 准备两款VR游戏，活跃现场气氛

l 参与游戏者可获得抵用券奖励



XM
听音识曲品国潮

l 引入国潮文化元素烘托品质国货，激发民众
的本土文化情愫

l 鼓励市民消费国货，提升国货认可度，从而
推动国货消费

l 挑战成功者可获得奖励用于现场购物抵现

互动活动为建议项目，由企业自行组织



XMHK感谢聆听
厦门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