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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节日热点盘点



三月节日盘点

惊蛰
3.05
惊蛰

3.05

宜：节气营销

1、各类行业：以节气宣传为主题，利用微
传单H5，结合节气进行新品促销；或结合
节气习俗，利用除虫、去病毒等游戏玩法，
进行品牌传播

1、各类行业：以节日祝福或节日宣传为主
题，利用微传单H5，结合品牌进行传播；

2、电商行业：主打女神节促销优惠，利用
抽奖/砍价/拼团/秒杀等玩法吸引用户参与活
动；

3、美妆行业：发起女神颜值大比拼活动，
结合投票/抽奖玩法，以美妆产品设奖来活
跃粉丝；

4、新媒体行业：推出#女神装扮大PK#话题，
结合益智类游戏玩法，引导粉丝参与讨论

宜：爱美营销

女神节
3.08

1、各类行业：以节日科普、环保、绿色出
行等为主题，利用微传单H5，结合品牌进
行传播；或结合种树活动/助力活动，以诱
人福利来促进粉丝活跃和拉新涨粉

2、新媒体行业：创建#云植树#话题活动，
结合互动小游戏，以诱人奖品吸引用户参与
活动；

3、政府组织：主打植树环保主题，结合答
题玩法，达到品牌传播和活动宣传的目的

宜：绿色营销

植树节
3.12



三月节日盘点

白色情
人节

3.14

宜：甜蜜营销

1、各类行业：利用微传单H5，推出浪漫
告白、晒情人节相册等活动，结合品牌进
行宣传；

2、珠宝行业：主推情人节挚爱专属礼盒，
结合秒杀玩法，吸引用户购买；

3、餐饮行业：主推情人节专属套餐，结合
秒杀玩法，以低价优惠吸引用户购买套餐；

4、鲜花礼品、美妆行业：以甜蜜情人节为
主题，结合游戏/抽奖玩法，以优惠券和实
物礼品的方式吸引用户参与

1、各类行业：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主题，
结合微传单H5，进行诚信促销活动宣传，
或开展消费者问卷调查活动；

2、政府组织：主打315打假主题，结合答
题玩法，达到品牌传播和活动宣传的目的

宜：诚信营销

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

3.15

1、各类行业：以节气宣传为主题，利用微
传单H5，结合节气进行品牌传播或新品促
销；

2、旅游行业：借助节气特色，主打春季组
团踏青活动，结合拼团玩法，吸引用户参与
活动；

3、美妆行业：借助节气特色，主打春季补
水套装，结合抽奖玩法，以优惠券设奖吸引
用户购买商品

宜：节气营销

春分
3.20



三月热点盘点

春招
热潮

宜：招兵买马

1、对于招聘方，可以选择H5邀请函，宣
传公司及岗位信息，通过表单功能，收集
潜在应聘者信息；

2、对于求职者，可以选择各种样式的简历
模板；或者制作带有酷炫特效的动态H5简
历

1、文创、书店行业：推出开学组合礼包，
结合集物品助力游戏，派发优惠券并实现传
播裂变；

2、餐饮、咖啡行业：推出学生怀旧套餐，
结合拼团、砍价等H5促销活动，促进消费，
实现门店引流

3、教培机构：推出课程礼包，结合抽奖玩
法，以派发优惠券形式吸引用户购买课程

宜：青春营销

春季
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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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热点模板推荐



惊蛰

节气营销 1、各类行业：以节气宣传为主题，利用微传单H5，结合节气进行新品促销；或结合节气习俗，利用除虫、去病毒等游
戏玩法，结合品牌进行传播

除虫游戏 去病毒游戏新品促销

扫 码 体 验▲ ▲



女神节

爱美营销 1、各类行业：以节日祝福或节日宣传为主题，利用微传单H5，进行女神节促销活动宣传；
2、电商行业：主打女神节促销优惠，利用抽奖/砍价/拼团/秒杀等玩法吸引用户参与活动；

拼团活动 秒杀活动女神节促销

扫 码 体 验▲ ▲



女神节

爱美营销 3、美妆行业：发起女神颜值大比拼活动，结合投票/抽奖玩法，以美妆产品设奖来活跃粉丝；
4、新媒体行业：推出#女神装扮大PK#话题，结合益智类游戏玩法，引导粉丝参与讨论

女神节抽奖 女神定制游戏投票活动

扫 码 体 验▲ ▲



植树节

绿色营销 1、各类行业：以节日科普、环保、绿色出行等为主题，利用微传单H5，结合品牌进行传播；或结合种树活动/助力活动，
以诱人福利来促进粉丝活跃和拉新涨粉

种树活动 助力活动植树节宣传

扫 码 体 验▲ ▲



植树节

绿色营销 2、新媒体行业：创建#云植树#话题活动，结合互动小游戏，以诱人奖品吸引用户参与活动；
3、政府组织：主打植树环保主题，结合答题玩法，达到品牌传播和活动宣传的目的

接物品游戏 植树节科普答题活动反应类游戏

扫 码 体 验▲ ▲



白色情人节

甜蜜营销 1、各类行业：利用微传单H5，推出浪漫告白、晒情人节相册等活动，结合品牌进行宣传；
2、珠宝行业：主推情人节挚爱专属礼盒，结合秒杀玩法，吸引用户购买；

扫 码 体 验▲ ▲

情人节秒杀情侣纪念相册表白相册



白色情人节

甜蜜营销 3、餐饮行业：主推情人节专属套餐，结合秒杀玩法，以低价优惠吸引用户购买套餐；
4、鲜花礼品、美妆行业：以甜蜜情人节为主题，结合游戏/抽奖玩法，以优惠券和实物礼品的方式吸引用户参与

扫 码 体 验▲ ▲

情人节游戏美食秒杀 礼盒抽奖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诚信营销 1、各类行业：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主题，结合微传单H5，进行诚信促销活动宣传，或开展消费者问卷调查活动；
2、政府组织：主打315打假主题，结合答题玩法，达到品牌传播和活动宣传的目的

消费者调查问卷 315打假小课堂315电商促销

扫 码 体 验▲ ▲



春分

节气营销
1、各类行业：以节气宣传为主题，利用微传单H5，结合节气进行品牌传播或新品促销；
2、旅游行业：借助节气特色，主打春季组团踏青活动，结合拼团玩法，吸引用户参与活动；
3、美妆行业：借助节气特色，主打春季补水套装，结合抽奖玩法，以优惠券设奖吸引用户购买商品

拼团出游 春分刮大奖春分节气宣传

扫 码 体 验▲ ▲



春招热潮

招兵买马 1、对于招聘方，可以选择H5邀请函，宣传公司及岗位信息，通过表单功能，收集潜在应聘者信息；
2、对于求职者，可以选择各种样式的简历模板；或者制作带有酷炫特效的动态H5简历

卡通招聘宣传 个人简历模板春季校园招聘

扫 码 体 验▲ ▲



春季开学

青春营销
1、文创、书店行业：推出开学组合礼包，结合集物品助力游戏，派发优惠券并实现传播裂变；
2、餐饮、咖啡行业：推出学生怀旧套餐，结合拼团、砍价等H5促销活动，促进消费，实现门店引流；
3、教培机构：推出课程礼包，结合抽奖玩法，以派发优惠券形式吸引用户购买课程

美食拼团 课程礼包大放送集物品助力游戏

扫 码 体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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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热点案例分享



节气案例·春分

春分竖蛋赢好礼[金融行业]

活动时间

2020.03.17-2020.03.23

活动亮点

1、 3秒首屏广告露出，展示品牌信息；
2、 领取奖品需要中奖者填写联系信息
才能领取奖品，有利于实现用户信息留存；
3、 领取积分奖励需要中奖者注册会员，
有利于商家拉新涨粉

主办单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吉安市分公司

采用活动

春分到，蛋
儿俏

浏览人数：13056  参与人数：11360  分享次数：708

体验活动

品 牌 传 播   拉 新 涨 粉



女神节案例

掷”爱特护 膜法女王节[美妆行业]

活动时间

2020.02.18-2020.02.20

活动亮点

1、 展示实物奖品图片，对用户吸引力增强；
2、 实物礼品需要中奖者填写联系信息
才能领取奖品，有利于实现用户信息留存

主办单位

薇诺娜专柜
采用活动

抖音同款口
红机

浏览人数：88341  参与人数：81587  分享次数：2012

体验活动

活 跃 粉 丝   信 息 留 存



植树节案例

云上植树，点亮美好[房地产行业]

活动时间

2020.03.11-2020.03.22

活动亮点

1、 以微信红包设奖，吸引用户参与游戏；
2、 引导用户关注公众号后领取红包奖品，
有利于公众号涨粉

主办单位

成都招商会
采用活动

植树大挑战

浏览人数：11519  参与人数：10777  分享次数：183

体验活动

活跃粉丝  公众号涨粉



白色情人节案例

白色情人节口红挑战[商超便利]

活动时间

2020.03.12-2020.03.13

活动亮点

1、 5秒首屏广告露出，展示品牌信息；
2、 开启组队参与功能，引导玩家邀请好友
参与游戏从而获得额外参与机会，有利于获客拉新；
3、 中奖者需要到店向店员出示兑奖券才能
领取奖品，有利于实现线下门店引流

主办单位

津南吾悦广场
采用活动

抖音同款口
红机

浏览人数：11853  参与人数：10119  分享次数：180

体验活动

获 客 拉 新   线 下 引 流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案例

21财经·315维权小课堂[传媒行业]

活动时间

2020.03.10-2020.03.15

活动亮点

1、 以微信红包设奖，吸引用户参与游戏；
2、 引导用户关注公众号后领取红包奖品，
有利于公众号涨粉；
3、 收集中奖者联系信息，有利于实现
用户信息留存，同时便于专题报道收集消费者保护线索

主办单位

21世纪经济报道
采用活动

315打假小
课堂

浏览人数：28968  参与人数：26104  分享次数：505

体验活动

活 动 宣 传   线 索 收 集



开学案例

开学遇上周年庆[教培行业]

活动时间

2020.03.03-2020.04.25

活动亮点

1、 开启组队参与功能，引导玩家邀请好友
参与游戏从而获得额外抽奖机会，有利于活动裂变传播；
2、 引导用户前往公众号兑奖，有利于公
众号涨粉

主办单位

金程教育培训
采用活动

好礼谢师恩

浏览人数：13943  参与人数：11212  分享次数：566

体验活动

裂变传播  公众号涨粉



快速搭建爆款线上商城

小程序/H5/网页端，三位一体

快速搭建展示型网站

小程序/H5/网页端，三位一体

一键创建H5小程序活动

抽奖/投票/拼团/签到

朋友圈疯传的H5传单

邀请函/招聘/宣传

3分钟制作专属小程序

多行业模板/一键发布

微信服务号管理必备

突破每月4条的群发限制
极简平面设计利器

一键抠图/快速排版

打造服务业智慧门店

预约服务/会员管理

专注解决获客与转化难题

企微私域/智能名片



5000-50000

一次性使用，每次付费只能定制
一款活动

需不断与技术人员沟通，耗时2-3个月

每次修改需联系乙方，处理周期长

价格实惠

任意创建活动，持续享受VIP服务

10分钟创建活动，一键发布使用

活动期间随意修改活动设置

新三板上市公司保障，7*24小
时安全监控

皮包公司多，安全风险大，维护要收费



如分享案例内容，属于企业隐私内容，请及时联系我司删除

关注凡科互动公众号，
获取功能通知、营销
玩法

https://hd.fk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