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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简介 Part  01 

   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是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浙江在线新闻网站、19楼为创

始单位。由企业自愿加入、共同组成。联盟将通过企业对话、名家访谈、商务研讨、投资

考察。旅游休闲等活动，介绍国家孕婴童行业的经济政策、分析热点问题、探讨管理新理

念、分享管理案例、寻找新商机，形成以“交流、分享、互助”为核心的社群文化，致力

于浙江省孕婴童行业健康成长和良性发展。 

同时，为使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社会影响力最大化、经济效益最大化，联盟将成立

集健康、教育及旅游为三大特色，针对-1~12岁人群服务型的社交平台、微信公众号以及

官网。集合浙江日报、浙江在线、浙江新闻客户端浙报集团三端融合优势和本地最大生活

交流服务平台19楼，为会员及其他企业提供“品牌宣传＋线上、线下交流＋大咖分享+公

益行动”等一站式平台服务。 

通过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搭建起企业、资本、渠道的平台，通过分享行业动态、

整合优势资源，推动我省孕婴童产业健康、蓬勃发展。 

 

开放 合作 发展 创新 



联盟简介-指导单位 Part  01 

浙江日报系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1949年5月9

日创刊。2000年6月25日，成立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目前集团拥有浙江日报、钱江晚报等传统主流媒体

38家；新兴媒体包括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浙江新

闻”客户端、浙江手机报、腾讯·大浙网、边锋浩方

网络平台及APP、媒体法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

200多个。现有6.4亿网络注册用户、4000万活跃用

户、2000万移动用户。2013—2014年，浙报集团

两次入选“世界媒体500强”，被评为全国首批

“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联盟简介-创始单位 Part  01 

浙江在线是国务院新闻办确定的地方重点

新闻网站，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官方网站，网站

以“权威媒体、大众网站”为基本定位，内容影

响力和经营实力已跃居全国地方网媒前列。浙江

在线亲子频道官方微信是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

微信端唯一输出口。通过分享行业即时新闻、播

报育儿知识及线上、线下活动的积累，浙江在线

亲子频道官方微信目前已经积累精准C端用户达

8万多。 

19楼是中国领先的城市生活社区网站，是

中国有影响力的社会化网络媒体之一，同时是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和都市快报新媒体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网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便捷的生

活交流空间和体贴的本地生活服务，成为本地

千万网友社交，消费，交流的主要聚集地。19

楼的核心用户群是18到45岁间的城市女性，她

们热衷参加19楼组织的各种线上线下活动，19

楼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联盟简介-联盟说明 Part  01 

1 

3 

2 

联盟名称：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 

联盟使命：开放、合作、发展、创新。 

联盟愿景：搭建起企业、资本、渠道的平台，通过分享行业动态、整合
优势资源，推动浙江省孕婴童产业健康、蓬勃发展。 



联盟简介-组织形式 Part  01 

秘书处 常务副会长 
单位 

副会长 
单位 会员单位 

宣传部 公益部 

在秘书长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
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 

协助会展做好分管的各项工
作。抓好联盟各项规章制度
的贯彻落实工作。 

在会长的带领下工作认真负责
完成所分管联盟的工作。带头
发展会员，壮大联盟队伍。 自觉维护联盟的团

结和统一，积极配
合参加联盟组织各
项活动，并做到资
源及信息共享。 

负责联盟各个部门各项
活动前中后期的对外宣
传工作。 

负责策划公益活动和计划，
研究和制定公益活动实践
方案，开展公益活动项目。 

会长单位 



联盟简介-加入条件 Part  01 

01 

拥护联盟
章程 

02 

有加入本联盟
的意愿 

03 

在浙江乃至全国孕婴
童行业具有一定知名

度和影响力 

04 

为浙江省及当地孕
婴童行业做出重要
贡献的企业。 



联盟简介-资产说明 Part  01 

会费 捐赠 

政府 
补贴 

其他 

本联盟按照相关服务
收取会员会费。 

联盟所获得的每一笔善款，都
作为留守儿童及弱势群体的捐
助及关心扶持资金。 

联盟规范自身建设，开展跨界
协同创新，提升对国家重大战
略、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的支
撑能力，项目将得到政府补贴
支持联盟开展各项工作。 

1、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
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2、其他合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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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市场推广 Part  02 

05 04 03 02 01 

浙江省亲子博览会 

浙江省亲子博览会已经连续举

办两年，在行业内不断获得好

评，并创造3天达8万人次的展

会记录。通过沉淀的大量C端

资源将为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

盟会员单位服务。 

中国孕婴童产业高峰论坛 

每年通过4次产业高峰论坛，

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寻找

新商机，分享新理念。 

 

浙江省少儿才艺大赛 
浙江省少儿才艺大赛已经举办四个年头，
始终秉承着“零门槛、零收费”的公益
形式，报名参加人数逐年递增，覆盖地
区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儿童参
与其中，已有累计超过6万名选手报名参
加。 
 

品牌新品推介会 

为了建立联盟、品牌商与渠道商、零售商

的互动沟通，会诊渠道盲点，挖掘潜力，

拓宽通路，加强对经销商的控制力度，培

养分销商的忠诚度，提高区域市场的影响

力，联盟与品牌商和渠道商共同联合，将

新品快速、有效地推送至C端客户。 

浙江省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奖典礼 
浙江省教育培训行业点评榜活动已经
连续成功举办两年，共有80多家培训
机构参与其中。今年开始将以培训行
业为基础，发展孕婴行业。让更多企
业加入点评榜，让消费者选择放心、
安心的孕婴童品牌产品。 



Part  02 

织里童
装 

云和木玩 平湖童车 

整合块状经济产业群 
助推产业升级 

整合亲子服务行业，推动儿童健康成长 

整合多方平台 
打造智慧博览 

产业 平台 

童乐 

往届回顾：浙江省亲子博览会 



Part  02 

多媒体平台联合报道 

钱江晚报、今日早报等报纸媒体落稿 

 浙江卫视、浙江经视、钱江频道少儿频道进行采访报道 

私家车107、时尚育儿杂志联合投放 
新闻搜索 4,770,000 

百度新闻搜索结果 

130,500 
新媒体互动总计 

新闻APP、微信、微博互推 
亲博会获得腾讯新闻APP、网易新闻、今日头条、钱江

晚报、浙江在线、九点半等多个新闻APP/微信公众号实

时发布信息 

往届回顾：浙江省亲子博览会 



Part  02 

多彩亲博 
首届亲博会仅仅4天时间吸引了近10万

人次到达现场，感受浙江省童车、童装、

童玩三大产业集群及贝因美、巧虎等

100多家全国知名品牌企业或机构带来

的全方位互动式体验。 

亲博会启动仪式   关爱困境儿童圆梦计划  浙江孕婴童电商论坛    
浙江省少儿才艺大赛总决赛   小小车模秀   3D魔幻展    宝宝爬行大赛    
熊猫逛亲博    整点抽奖活动    手机照片免费打印 

往届回顾：浙江省亲子博览会 



往届回顾：浙江省亲子博览会 Part  02 

宝宝爬行大赛 

宝
宝
车
模
大
赛 

      宝宝爬行大赛、宝宝车模大赛、浙江少儿才艺大赛总决赛覆盖了8个月-15岁少年儿童参与到亲博会中，近千组家庭（报名

参赛）参与到我们的主题活动，从游览到深度参与亲博会，体验亲博会分享、快乐、成长感受。 



往届回顾：亲子嘉年华 Part  02 

《亲子嘉年华-甜蜜派对》--413户家庭报名 

《亲子嘉年华-麋鹿之旅》--508户家庭报名 

《亲子嘉年华-手工游园会》--2000户家庭报名 

《亲子嘉年华-让母爱流动起来》--326户家庭报名 

 
 

每
一
期
都
是
不
可
错
过
的
精
彩
  
 



往届回顾：孕妈探访团 Part  02 

《孕妈探访团》 
积累精准的孕妈5000+，每期参与的
孕妈人数不少于200位，精选30组探
房。活动每期植入的品牌主要为婴童
商家，月子会所。 



往届回顾：亲子节-欢乐Go Part  02 

《亲子节-欢乐Go》 
首届亲子节，线上帖子浏览80W+，
报名5000户家庭，1天时间吸引了近1
万人次到达现场，活动现场由婴童食
品、儿童服饰、儿童摄影，及早教机
构提供活动赞助，设置舞台文艺汇演，
游园，砸金蛋等系列活动，为亲子宝
宝提前过六一。 



往年回顾：中国孕婴童产业高峰论坛 
 

Part  02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曹 磊 

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林晓红 

2014浙江省首届亲子博览会 
浙江孕婴童行业电商发展论坛 

宝贝去哪儿市场总监 
顾丽娟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网络渠道总监 
刘 炜 

合生元妈妈100总监 
Robin 

贝贝网联合创始人兼COO  
柯尊尧 



往年回顾：中国孕婴童产业高峰论坛 Part  02 

《婴童行业的跨界探索》 

《从母婴电商到妈妈电商——贝贝网
的模式创新之路》 

《传统企业如何在电商潮流中转型—
贝因美在电商领域中的探索》 

《传统企业电子商战略布局与实施》 

《“参与感”玩转微信母婴渠道O2O》 

《移动互联网时代母婴企业如何打造
O2O智慧购物体验》 

6位 
业界重量级嘉宾 

发布孕婴童电商行业 
最新数据报告 



往届回顾：浙江省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奖典礼 Part  02 

点击输入你的亮出内容 
或复制文本内容 
图片随意更改 

2016浙江省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
奖典礼获奖机构领奖 

围绕“有趣 有用 有温度”的分享主
题，网红校长对话培训机构掌门人 

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校长 张敏参加
颁奖典礼 

现场80多家培训机构共同签
订自律公约，净化教培行业 

浙江小记者站的小记者们现场助阵 
采访网红校长、获奖机构及金牌老师 



Part  02 

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联合浙江在线质量频

道，对婴幼儿奶粉、纺织童装、儿童家具等

多领域进行监督与报道，为净化行业规范起

到积极作用。 

针对会员单位需求，为企业量身打造培训计

划，定期开展不同主题的培训活动。例如新

媒体运营、危机公关及数据信息共享。 

协会定期性组织会员开展各类活动：主题培训、专项研讨、国内

外参观考察、聚会沙龙、运动郊游等。 

会员服务-行业规范、行业培训、其他服务 

http://www.rapidesig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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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细则-副会长单位 会费：26800元/年 Part  03 

类别 项目 内容 

市场推广服务 

浙江日报 1、浙江日报将刊登年度浙江孕婴童点评榜榜单参选资格 

浙江在线、19楼、浙江新闻

客户端、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

盟官网、浙江在线亲子频道官

方微信 

1、企业每年的重要活动获得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服务支持1-2次，重要活动宣传

将推荐至浙江在线首页、19楼亲子首页、19楼客户端、联盟官网、浙江新闻客户端

及浙江在线亲子频道官方微信 

2、企业负责人获得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人物专访1次，稿件将在浙江在线首页、19楼

早知道栏目、浙江在线亲子频道首页、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官网及浙江新闻客户端

及浙江在线亲子频道官方微信上呈现 

3、企业名称及LOGO免费在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官网展示1年，并可外链至品牌官

网 

专属服务 
1、高端定制服务，品牌方案策划文案服务1次 

1、企业“互联网+”辅导服务 

1、同龄树产品的品牌优先植入资格 

浙江省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

奖典礼 

1、优先参加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奖典礼 

2、邀请2位相关领导出席颁奖典礼 

浙江省亲子博览会和高峰论坛 
1、优先参加浙江省亲子博览会，展位可享受7折优惠 

2、免费参加浙江省孕婴童联盟4场品牌大型高峰论坛，并优先成为论坛协办方 

品牌新品推介会 1、共享会员单位资源，优先主办及参加品牌新品推介会 



服务细则-副会长单位 会费：26800元/年 
 

Part  03 

类别 项目 内容 

行业规范标准 浙江在线质量频道 1、浙江在线质量频道将对副会长单位品牌进行监督和正面报道，不少于2次 

管理培训服务 培训服务 

1、免费参加联盟行业培训5-6次，企业领导成为联盟核心成员，并担任峰会、论
坛、沙龙演讲嘉宾 

2、联盟微信服务号作为主要载体，定期的数据信息分享和联合运营培训活动 

其他活动 会员活动 

1、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为其相关产品或活动独家包装定制信息服务1-2次 

2、免费参加主题培训、专项研讨、国内外参观考察、聚会沙龙、运动郊游等 

副会长义务 义务明细 

1、遵守联盟章程，执行会员大会决议 

2、按期缴纳会费，会员单位如果1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协会活动的，视为自

动退会 

3、积极配合、支持联盟组织活动，共享行业资源 

4、时刻维护本联盟合法权益 



服务细则-会员单位 会费：16800元/年 Part  03 

类别 项目 内容 

市场推广服务 

浙江日报 1、浙江日报将刊登年度浙江孕婴童点评榜榜单参选资格 

19楼 1、19楼商家圈入驻 

浙江在线、19楼、浙江新闻

客户端、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

盟官网、浙江在线亲子频道官

方微信 

1、企业每年的重要活动获得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服务支持1-2次，重要活动宣传

将推荐至浙江在线首页、联盟官网、浙江新闻客户端及浙江在线亲子频道官方微信 

2、企业名称及LOGO免费在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官网展示1年，并可外链至品牌官

网 

浙江省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

奖典礼 

1、优先参加孕婴童行业点评榜及颁奖典礼 

2、邀请1位相关领导出席颁奖典礼 

浙江省亲子博览会和高峰论坛 
1、优先参加浙江省亲子博览会，展位可享受8折优惠 

2、优先参加浙江省孕婴童联盟4场品牌大型高峰论坛 

19楼 1、线上大型专题活动优先参与 



服务细则-会员单位 会费：16800元/年 Part  03 

类别 项目 内容 

行业规范标准 浙江在线质量频道 浙江在线质量频道将对会员单位品牌进行监督 

管理培训服务 培训服务 免费参加联盟行业培训5-6次 

其他活动 会员活动 1、免费参加主题培训、专项研讨、国内外参观考察、聚会沙龙、运动郊游等 

会员义务 义务明细 

1、遵守联盟章程，执行会员大会决议 

2、按期缴纳会费，会员单位如果1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协会活动的，视为自动

退会 

3、在门店或机构内开辟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专区，配合联盟执行相关形象、产品

宣传 

4、时刻维护联盟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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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进驻校园推广 

定制套餐：联系相关的学校，帮助客户进入宣传 

                 5家学校 -- 费用：10万 

                 10家学校--费用：15万 

                 20家学校--费用：20万 

 

线上资源：19楼同城活动-10000元/条  

                    19楼亲子首页次头条-15000元/条 

                  浙江少儿网首页焦点图 

 

线下资源：杭州六大主城区150家 幼儿园+小学 任选 

                 ( 活动主题根据商家做定制 ) 



Part  04 

 

大 型 线 下 活 动-- 招 商 方 案 

人次（人） 冠名（万元） 赞助（万元） 展位/摊位（万元） 

100 3 0.5-1 0.3 

500 6 1-2 0.5 

1000 20 2-5 1 

10万以上 100 5-10 1 

线下大型活动 



Part  04 

定制活动：时间、地点、主题以商家为准，联盟配合相应的线上资源， 

                    将网友，消费者带到线下参与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人-- 费用：5万 

                 100人--费用：8万 

                 200人--费用：15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线上资源：19楼、浙江在线、浙江少儿网等媒体资源 

商家活动推广 



Part  04 

全案策划： 

通过对商家需求的了解，以产品为基础，以品牌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以战略为

目标，以互动营销为重点，深入地策划方案， 将思路与内容客观地、清晰地、生动

地呈现出来，合理选择网络营销方法并加以整合，为商家提供最佳的网络营销解决

方案 ，并高效地指导实践行动。 

 

费用：50万 （主要为线上宣传费用） 

品牌营销推广 



谢谢观赏 
浙江省孕婴童产业联盟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