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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rief

项目：春节系列传播

制片统筹：

制片工作室/动画工作室（一个工作室独立承包项目，负责统筹策划执
行）

制作团队含：

-制片统筹

-模特（1-2位）

-妆发及造型

-摄影及摄像

-插画及动画制作

-H5制作公司

地点：待定

拍摄时间：11月底12月初

提案及报价时间：11月18日

物料需求：

整个春节系列在现在花型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1、动画+人物视频（30S）

2、平面拍摄（6-10张）

3、花型（智慧鼠&锦鲤）表情包（8-10个）

4、节目互动H5

5、手绘新年海报（5张），结合产品进行制作

6、明星/生肖拜年视频（30S)

物料使用需求：

1、全Look及视频著作权使用全，手绘插画海报及表情包使用权

（线上及部分线下使用）

2、主创署名标注

（品牌有权标注作品的主创人员、如摄影、模特、插画师等）



JZ玖姿的TA

虽然身份、职业不同，

但对待生活的态度却同样自信而优雅

温柔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生活细节，

却又暗藏着可爱气息



JZ玖姿的TA

每天醒来，面朝阳光，嘴角上扬，

静悄悄地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悦纳自我，绽放光芒



第一波重点推广品类

长短袖卫衣 + 外套 + 毛衣

休闲、都市 潮流、JZ 简约 舒适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JZ玖姿的TA

智慧鼠 锦鲤

聪敏 幸运 的 女人





迎新短视频动画（30s）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萌宠来袭,锦鲤迎新

春节第一波女 智慧鼠+锦鲤/卫衣+外套+毛衣-



短片风格

围绕着“悦纳自我，绽放光芒”的核心

整体风格浪漫、愉悦、轻松

也体现春节的喜庆氛围

通过人物与智慧鼠/锦鲤的互动

灵动的展现温柔女人的可爱一面



智慧鼠形象演绎

“聪明机灵萌萌哒”

原地待命时，眼神显得呆萌和紧张

行动起来，兴奋、欢喜的神态

你去抓它，它假装受伤，利用你惊

慌瞬间迅速逃脱

聪明鼠的心情：

锦鲤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和锦鲤玩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



锦鲤形象演绎

“假装萌蠢的小机灵鬼”

摇头晃脑，问主人要吃的

吃饱喝足了有点困了打哈气

受到惊吓会猛的一下窜开

聪明鼠的好朋友

(但聪明鼠总是把锦鲤当坐骑）



短片描述

开场背景：祥云/鱼鳞底纹湖水/中式灯笼

开场动画：智慧鼠和锦鲤实体化，跳出

故事简写：

智慧鼠把锦鲤打扮一下，送给女主套近乎，

由此拉开了一系列人宠之间的快乐故事

收尾：

上下背景落幕

画中字：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出JZ玖姿LOGO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服饰过场：
长短袖上衣/锦鲤外套/外衣/黑色毛衣/红色

人宠互动：
智慧鼠跳到主人手上/肩头 向主人拜年 索要红包
骑着锦鲤绕着主人飞 向主人撒花
智慧鼠扛着点燃的鞭炮，吓跑了锦鲤
智慧鼠披着红色的披风和锦鲤一起抗着“福”字



双微 明星生肖拜年短视频（30s）

2020 遇见锦鲤

春节第一波明星拜年-

画中画布局

开场片头（2s）

锦鲤围绕中间文字游动同时向外圈移动
聪明鼠在画面下方背着点燃的鞭炮烟花左右移动

中间放置明星拜年视频（25s）
锦鲤围绕明星拜年画中画游动
聪明鼠在画面下方背着点燃的鞭炮烟花左右移动
聪明鼠向屏幕外抛出红包/礼品

片尾（3s）
中间拜年画面收束成圆
聪明鼠跳入圆中，模仿迪士尼的收尾镜头



双微日常推送 产品海报露出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萌宠来袭,锦鲤迎新

春节第一波女 智慧鼠/卫衣-

拍摄：
和智慧鼠互动的场景
智慧鼠在手上跳起的场景
生肖飘带特写
生肖飘带扎头发的场景

服装：
白色有领衬衣
蓝色牛仔裤
小方格外套



双微日常推送 产品海报露出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萌宠来袭,锦鲤迎新

春节第一波女 智慧鼠/外套-

拍摄：
和锦鲤互动的场景
风中飘散的蒲公英
荷叶 湖水 元宝
锦鲤游走跳出水面

服装：
无其他服饰搭配



双微日常推送 产品海报露出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萌宠来袭,锦鲤迎新

春节第一波女 智慧鼠/毛衣-

拍摄：
窗花式剪纸背景
风中慢慢摇曳的中国式灯笼
枝头红叶飘散
锦鲤在背后穿梭

服装：
短裙 包包 绒毛



智慧鼠&锦鲤表情包开放下载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萌宠来袭,锦鲤迎新

春节第一波智慧鼠&锦鲤表情包-



啥？抽中新年锦鲤可以获得2020年任意新服饰？

BE READY FOR SMART lUCK

新年好运,锦鲤护体

春节第一波SMARTlUCK小测试（互动H5）-

点击锦鲤护体
看是否抽中锦鲤护体装
未抽中可领取优惠券
进入电商参与优惠购买

大年初五
SMARTLUCK

测测
你的2020
由谁护体

锦鲤护体

傲娇红
优雅的你
心里住了一个少女，
也住着一个女王

4
五轮测试结束
显示测试结果
用一种颜色如“傲娇红”
作为其性格阐述
同时呈现用户由谁护体，如“锦鲤”护体

3提出简单问题，
由用户随机选择生活场景
里手边常用的物品2中式过年风格欢迎界面

点击进入测试环节1



第二波重点推广品类

中长大衣 + 衬衣 + 连衣裙 + 女包

温柔、舒适 雅致、经典 都市、风尚 自信、百搭





悦纳自我，绽放光芒

JUZUI  x 悦活派

春节第二波女 悦活派/大衣+衬衣+连衣裙+女包-



# 造型搭配 # 店铺促销公关活动 抖音在线直播

JUZUI  x 悦活派
店铺现场 造型师讲解 Juzui 搭配心得；

春节第二波线上线下联动活动-

营造整体造型效果，刺激受众购买欲望；



# 色彩主义 # 店铺促销公关活动

JUZUI  x 悦活派
店铺现场 帅气外模派发 JZ包包装饰图案， 吸引目标受众；

春节第二波线下推广活动-

定制不同颜色图案的 JZ 手提包



双微日常 + 互动 + 产品海报露出

JUZUI  x 悦活派
# JZ玖姿 悦活色彩 # 都市色彩生活课堂

整天穿梭于高楼林立的都市,埋头工作在格子间,

是否感到生活无趣? 

JZ玖姿,给你的生活多一点色彩! 

通过双微发布JZ发现的都市不一样的生活色彩，

并融入插画式产品海报，及MIX产品百搭

与粉丝互动，由她们畅想喜欢的多彩事物，

每天抽取一名幸运粉丝，获取JZ玖姿生活周边

春节第二波线上推广活动-



双微日常推送 产品海报露出

JUZUI  x 悦活派
# LZ玖姿 悦活色彩 # 都市色彩生活课堂

每张海报一款服饰，包包或其他搭配作为点缀

春节第二波线上推广活动-

OPTION 1



双微日常推送 产品海报露出

JUZUI  x 悦活派
# JZ玖姿 悦活色彩 # 都市色彩生活课堂       

泡芙小姐风格  取景都市生活  六款服饰

春节第二波线上推广活动-

OPTION 2



2020JZ春节档传播计划时间轴

情
人
节

春
节
前

春
节
后

春节前预热 & 春节活动报道 & 贺岁传播 1月底预热 & 2月活动报道 & 线上线下联动

官方
微博微信

线下门店

H5

迎新短视频动画（30s） SMARTlUCK产品海报4条

明星拜年短视频（30s）

SMARTlUCK小测试 - 电商引流

智慧鼠&锦鲤表情包下载

“ 到 店 礼 ”  1 2 生 肖 飘 带  +  高 阶 礼 羊 毛 围 巾 手 套

“ 到 店 礼 ” 活 动 推 送

#造型搭配# 店铺促销公关活动

JUZUI  x 悦活派BE READY FOR SMARTlUCK

#色彩主义# 定制周边

# JZ玖姿  悦活色彩 #  都市色彩生活课堂

微信杂志化推送

互动 双微每日抽取幸运奖

 微博每日推送





CLIENTS



时尚大片

摄影师



时尚大片

摄影师



时尚大片

近期作品





































时尚大片

合作模特



时尚大片

合作模特



















其他案例

发布会/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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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on shang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