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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情融于归
德昌香米    全渠道整合发展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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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01

1.宏观环境分析

2.竞争分析

 3.消费者分析



P E S T
2022年中央一号文
件稳住农业基本盘、
做好“三农”工作，
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确保农业稳产增
产、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

在疫情反复出现的
情况下，电商直播
迅速升起，人们更
加追求于便利时效
性。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
高，对于追求健康
食品安全，营养方
便也更加注重

随着通讯设施和物
流服务等的逐步完
善，地域限制被打
破，技术的可达性
为消费者带来更充
分的选择权及更多
样的品质商品。

四川省内，德昌县
投资环境综合排名
为74/179 ，在四
川省内处于第二梯
队； 德昌县所在的
凉山彝族自治州投
资环境综合排名在
省内为第21名，处
于第三梯队。

宏观环境分析



宏观分析小结

凭借产地直销、对品质和材料的经验和
把控，德昌香米在消费市场大有可为。



市场分析01

1.宏观环境分析

2.竞争分析

 3.消费者分析



产品卖点：现磨现发＋四川一年一熟＋低脂低
糖营养米
产品劣势：品牌视觉系统不统一。

竞品分析举例——研稷（渠县） 

品牌定位：软糯香甜 真空锁鲜



核心诉求：

软糯香甜 传统农耕 

米粒纤长＋产品品种多样化

主打卖点：生活回归绿色本源

产品结构：安州绿源品牌系列

产品结构较丰富。

竞品分析举例——安州绿源



精选生态基地

科学选址，大凉山生态

养殖基地，远离工业及

生活污染，土地有机质

含量高，水源充足，地

表水灌溉。

实现生态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浪

费和污染，确保长期绿色

生态，让优质德昌大米可

以长期得到生态保护。

确保大米健康、

美味与安全。

订单农业，精准选稻，

严密监控，确保大米健

康、美味与安全。

 确保新鲜美味，

 确保品质不变。

低温储运，低温烘干、低

温储藏、多级分碾、充气

保鲜等加工、储运 一体化

技术，确保新鲜美味，确

保品质不变。

生态基地 循环产业链 订单农业 低温储运

德昌香米优势



SO

WO

1.德昌香米，历史上为贡品，又名“德昌贡米”，
是我国六大香米之一，有米中“味精”之称。
2.优越的产地，营养价值高，绿色健康无公害。
3.后疫情时代，消费群体更加关注绿色健康食品。

1.品牌宣传力度较小，市场占有率较小。
2.线上其他同类型产品市场营销竞争力度较小。
3.农产品的海量市场和应用场景让德昌香米大有可
为。

ST
1.在激烈竞争中，加大推广产品力度，突出品牌独
特优势。
2.确定品牌市场定位和品牌内涵文化。

德昌香米竞争态势及发展战略



竞品分析小结

竞品围绕健康营养软糯香甜诉求产品
价值，市场产品同质化竞争较严重

构建德昌香米品牌形象的
差异化传播策略



市场分析01

1.宏观环境分析

2.竞争分析

 3.消费者分析



在疫情反复出现的消费行为与个人态度

防护用品消费行为显著增加，对个人健康更加重视 非必需品的消费明显减少，奢侈品、服饰美妆减少幅度最明显。

疫情常态化，持续增加人们对“安心”的需求，带来了安全性用品的消费显著增加，
同时抑制了“开心”的需求，与开心相关的消费，如购买奢侈品、服饰美妆明显减少，
重安心、安全的倾向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品牌需要关注消费群体这种情感的变
化，增加对消费者的理解和情感的沟通。

大众对生活“安心”的需求日渐强烈和重视



质量、价格，服务态度及品牌等，据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以质量为关心度最高。

总结——目标消费者以家人的健康为关注的重点，因此对大米的
品质最为关注，说明“吃的安全，吃的健康，吃的有营养”的消费
观深入人心。

消费者购买大米时最关心的几大因素有



据统计，在四川，女性是大米的主要购买人群，大米核心消费群
体画像主要集中在：25-49岁女性消费群体。

2018年-2022年大
米类型消费人数

2018年-2022年大米类不
同性别消费趋势

2018年-2020年大米
类各代际消费趋势

2018年-2020年大米类
各城市线消费趋势



德昌香米核心消费群体：25-49岁女性消费者为主

需求升级：从饱暖到健康 从关怀到价值实现



20-27岁 27岁-44岁   45岁以上

四川省女性消费心理调查

她们掌控着家庭消费大权，在食品方面特别在意健康和品质



四川省女性消费心理调查

在家里，她们是亲密爱人和超级妈妈，照顾家庭生活起居。



在职场，压力之下，她们选择充满韧性的自我消化。资料来源：2017中国女性消费调查报告

四川省女性消费心理调查



信息搜集与传播渠道调研

    场景一：主动搜索         场景二：朋友分享       场景三：被动获取         

主动查找微信公众号文章 普通
网络搜索去医院问医生、专业
健康论坛/ 网站/APP检索

在分享和转发更加方便的年代，公众更
愿意分享自己获得的信息；有89%的公
众表示：自己会将健康信转发给他人。
分享对象包括：父
母、朋友、伴侣

被动获取健康信息前位：微
信公众号文章、微信/朋友圈
分享、微博、健康类APP/网
站

四川省女性消费心理调查



每位中国女性都闪耀着平凡的伟大，

她们用强大的力量、知识和情感推动着家庭生活的每一步前进

她们对家庭的重要犹如每一缕阳光、一口空气、一滴水和一粒大米，

连她们自己都对于她们为家庭爱的付出习以为常，甚至被觉得理所当然。



品牌定义02

1.品牌定位

2.品牌价值

3.品牌个性



l 德昌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地处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

谷腹地，古称“香城”“凤凰城”和“燕子城”，总面积2284平方千米。

l 德昌县有着千年的“德昌香米”稻作文化历史。德昌香米，历史上为贡品，

又名“德昌贡米”，是我国六大香米之一，有米中“味精”之称。德昌种

植水稻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德昌境内的大石墓里曾发现碳化的谷粒，据民

国《西昌县志》产业志记载：“县属介于横断山脉之间，山岭纵横，山脉

多而平原少，平原之较大者，仅附郭东西两镇，过此则尽属山沟，就有水

源处开垦耕种，此等稻田，面积虽小，米质颇佳，且无作堰之劳，旱干之

虑，故县属产米最多区域，不在直辖区礼州区，而在普格德昌两区也。”

l 德昌香米是我国六大香米之一，最大特点在于“香”不仅米香，而且植株

整个生育期都有香味。

市场上对于德昌香米的品牌无论
是线上还是线下没有太多的扩展

品牌定位分析



从产品出发-挖掘产品生态及文化故事

从现代需求出发-挖掘现代对位需求

产
地
文
化

高
端
品
质

凉山立体气候特征明显，昼夜温差
大，所产水稻，米质优良，营养物
质积累多，且单产高。
贡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由盛
产稻米的地方经过对本地优质稻米
精心挑选而敬奉给当时给皇帝享用
的大米，也称作御米。

好吃：柴火饭原汁原味
营养：富含一定的蛋白质，维生素
B……
自然：天时、地利、人和
高贵：皇家贡品

品牌定位分析

围绕消费者需求满足进行的品牌内涵挖掘与塑造
是支撑德昌香米营销推广的核心



品牌定位分析

德昌香米相信，

每一位女性对于家庭的爱和付出构成了这个世界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幸福。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功绩彪炳，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这样的爱和付出，就如德昌香米为每一个家庭准备的每一粒大米，

从最好的产地、空气、土壤、水和阳光，从播种到包装，专注每一个环节，

这一切都是责任感、爱心和专注的结晶。只为成就每一个家庭的点滴幸福。

这样的平凡，配得上任何赞美。

这样的平凡，配的上一句真诚的，谢谢！

这样的平凡，造就了家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致敬每一位追求美好生活的自己。



品牌定义02

1.品牌定位

2.品牌价值

3.品牌个性



一家有一味，有家才有味，

别离也罢，相聚也好，

唯有与家人在一起，这些味道才有意义

 现今，中国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和疫情的影响的现状造成了国人对

家的敏感，

而我们将用它来成就品牌的感动。

这就是品牌传播的主张。

一家有一味，有家才有烟火，

别离也罢，相聚也好，

唯有与家人在一起，这些味道才有意义。 

人间烟火·情融于归

现今，中国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和疫情影响现状造成了国人对家的敏感，

而我们将用它来成就品牌的感动。

这就是品牌传播的主张。



品牌定义02

1.品牌定位

2.品牌价值

3.品牌个性



品牌个性

人间烟火·情融于归

生活尽管有很多不如意，放
慢脚步观看周围的风景，会

发现不一样的景色宜人。

                        德昌香米

新的一天从爱自己爱家人开始，
因为有了“家”才有了“家人”
家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与“爱”

                    德昌香米

捧着一碗热乎乎的米饭，爱人
流露出温馨的笑容。米饭的温
度温暖着你的味，听听家常，
爱就在身边。
                 德昌香米

给辛苦的自己 给亲爱的朋友 给晚归得你



全渠道营销策略03

   1.总体策略

2.市场计划

3.活动策划



总体策略

围绕品牌定位和价值构建以消费者为核心

的产品营销与传播方案



全渠道营销策略03

1.总体策略

2.市场计划

3.活动策划



事项 1 2 3 5 6 9 10 11 12

节庆元素 元旦节 春节 妇女节 劳动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国庆节
 双11

社群营销
大米的味道，

是思归的讯

号 

愿一切美
好接“粽”

而至

人间有味是清欢

好米千里共婵娟

事件营销
烟火向星
辰，所许
皆成真

深耕细微
处，微末
见真章

情感营销
感谢每一
刻坚守幸
福的你

IP营销

病毒营销
捧上一碗烟火，坐享

冬日暖阳

 建立关系  发展信任 增进情感

人间烟火·情融于归 德昌香米市场营销计划                                



全渠道营销策略03

1.总体策略

2.市场计划

3.活动策划



活动一：大米的味道，是思归的讯号

活动主题：大米的味道，是思归的讯号

活动节日：元旦节

活动时间：1月1日——1月3日

活动目的：打造企业文化品牌，增
加品牌知名度，使消费者体验大米
味道，构建品牌社群

活动形式：线上和线下
  
活动地点：线下精品超市



人间烟火，情融于归。时代越嘈杂，
生活节奏越快，食物对人类的治愈
力就越珍贵。精心熬煮出的一碗汤、
香喷喷冒着热气儿的一碗白米饭、
刚出锅的一盘西红柿鸡蛋......让
生活慢了下来，也让日子满了起来。

活动一：大米的味道，是思归的讯号

1.设置矩阵账号由官方发布活动主题
与活动方式

2.文案与配图以祝福语加中国风



以你的新年计划为话
题由官方发布，让人
有更多的参与感。

与线下精品店合作线
下开展德昌特产专区，
主推德昌香米。

设置专门的饭菜单，开设
饭团品尝专区。

活动现场由顾客进行
饭团制作比赛。

活动一：大米的味道，是思归的讯号



2.创建微信群，
收集德昌香米
消费者的反馈，
利用反馈把产
品做得更好

1.线上投票饭
团谁做的色香
味俱全，评选
出饭团十佳。

活动一：大米的味道，是思归的讯号



活动二：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活动主题：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活动节日：春节

活动时间：1月21日——1月28日  

活动目的：以传统节日切入消费者情感，增加
品牌亲和力

活动形式：线上和线下

活动地点：线下精品超市



发布TVC视频：视频内容：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本该是热热闹闹的。

本该是互诉衷肠、嘘寒问暖的宝贵机会。没想到却被手机给破坏

了，身在饭桌上，心却早已沉沦在手机里了，不少年轻人已经依

赖于手机，把父母晾在一旁，对待父母的嘘寒问暖，你只有一句

“哦”“嗯”。而在一家人聚餐的时候，本该与父母好好交流，

你却在埋头刷手机。你是不知道他们的心有多凉，你是不知道他

们等你回家过年有多辛苦，趁青春还在，趁微风不噪，趁父母未

老，多爱他们!

活动二：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在微博发布一个话题＃不一样的年味儿分享

自己准备的过年方式 ，写出自己儿时过年

的方式，我小时候的新年，是整个人生中最

美好的回忆，无忧无虑，满大街的乱跑，一

种炮仗可以玩出十八种花样儿，可长大以后，

很难再有那种感觉了，就像少了某种灵魂，

再也感受感受不到那种年味儿了

活动二：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1.消费者在购买了德昌香米后可

以在新年红包墙摘取红包（红包

内容：一等奖：精美礼盒装一份，

二等奖香米周边；三等奖现金券

（下次购买可以减少10元），如

果加入了德昌香米的会员，可获

得香米福袋一份（里面是小包装

香米）

2.参与我们微博话题分享
会获得一份香米福袋一份，
如有疫情情况，可以快递
包邮送到家

活动二：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红包内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活动二：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1.加入了德昌香米会员的用户，会有一个微
信群同时还会关注公众号。

2.会员群里面每周二会有一个满减的活动
（满100减20）

3.会员群里面的消费者可以享受送货到家服
务。

活动二：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活动三：感谢每一刻坚守幸福的你

活动主题:感谢每一刻坚守幸福的你

活动节日:妇女节

活动时间：3月6日——3月8日

活动目的：促进客流提升，提升品牌知名度，
美誉度，为后续品牌积蓄储能

活动形式：线上和线下

活动地址：线下精品超市

心里装着美好，眼里的世界也充满美好，做自己的女神，活出
理想的模样。

                                                                  
致—妇女节快乐



线上拍摄4组视频，分别是：

《青春少女》 《新婚女士》

少女是青春的奋进，不
断的超越，展现了青春
与美好，充满了希望和
力量

刚结婚的女人是女生蜕
变成一个女人的成熟过
程，她会展现出不一样
的独特魅力。

妈妈他不是超人，却为我
变成了万能，妈妈为家庭
为自己的工作操劳了半辈
子换我为您添一份饭

以女性自己的角度，从镜子
看到现在的自己，与自己对
话，回到20年前当时热情的
你。那时候的你和现在一样，
热情、青春洋溢......

《三十而已》 《永远二十岁》

活动三：感谢每一刻坚守幸福的你



号召男性给她的母亲、妻子打电话并表达关切的话语，会得到我们7.5折优惠，大多数男性
都不懂的怎么去表达爱，可以借此来诉说自己的情感

如果购买的是女性，就可以获得香米
福袋一份。

活动三：感谢每一刻坚守幸福的你



视频的左下角会有一个链接，

会有妇女节优惠

线上视频发布后，创建一个话题，让每

一个女性抒发自己的成长的蜕变，参与

了话题者，官方会在话题评论区随机抽

奖里面评论区送香米福袋。

活动三：感谢每一刻坚守幸福的你



活动主题：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活动目的：促进客流提升，提升品牌知名度，
美誉度，为后续品牌积蓄储能

活动节日：劳动节

活动形式：线上以及线下

活动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

活动时间：2023年5月1日-5月5日

活动四: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1.线上抖音开直播宣传“生态基地”体验活动

德昌香米宣传直播间
推荐真东方甄选

东方甄选直播间面对消费者不是传统

的定位价格、优惠券，以及各种直播

话术，而是让这些农产品配上甄选的

价格，还需要另一个元素“知识”我

们的品牌德昌香米和东方甄选直播间

进行合作。有利于传播德昌香米的品

牌文化以及德昌香米知名度。

活动四: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观光生态基地

季节更替，当微风习习，

丝丝 凉意沁入心脾，路

过田间，抚摸硕果稻穗总

能沉浸其中。

亲子农耕体验

在稻田里学习农耕知识和了

解大米的由来， 感受粮食

的来之不易，培养劳动的精

神和节约的意识。

近亲自然，体验生态闲

暇时光，观察、撑起家

庭田园生活的亲子时光

农耕生活露营体验

德昌香米生态基地观 .礼活动四: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德昌香米生态基地观 .礼

1.稻田美食，体验德昌自然的时令食材，夕阳下的美景与美食，悠闲自在的

惬意心情，被激发的创作欲望与分享欲望，触动社群分享及新媒体传播

活动四: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德昌香米生态基地观 .礼

1.活动当天游客拍摄视频照片上传到官方公众号参与评选奖章

活动四: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活动五：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活动主题：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活动节日：端午节

活动时间：2023年6月22日-6月25日

活动目的：以传统文化切入消费者情感提高品牌文化、提高品牌
知名度。

活动形式：线上

活动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



抖音短视频宣传《寻找记忆中的端午节》根据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改编

一个女孩刚毕业，独自在外打拼，她的妈妈给她打视频电话询问端午节
放假回家吗？
女孩看着视频里面的妈妈抱怨着疫情回不了家，只能上班过节日。
妈妈诉说着从前过节的时，女儿都会陪着妈妈一起包粽子，自从疫情爆
发以后，就没有好好过节。
母亲惦记着女儿想念家，第2天把包好的粽子寄到女儿的住所
虽然相隔两地，但亲情和家是永远是无形的牵挂。

关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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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五：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1.KOL引用“寻找记忆中的端午节”引发话题扩散内容二次创作。

活动五：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2.德昌香米和抖音头部KOL合作直播带货

达
人
推
荐

疯狂小杨哥 东方甄选 张檬小五夫妇

1066.8W粉丝1亿粉丝 2776.5W粉丝

活动五：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1.德昌香米品牌时刻关注直播售后的反馈内容

活动五：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活动主题：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活动节日：中秋节、国庆节

活动时间：2023年9月29日-10月31日

活动目的：提高消费者认可度，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品牌口碑信誉度

活动形式：线上以及线下

活动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



1.当地电视台宣传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德昌香米基地将开展

“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活动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头部KOL＋活动宣传＋品牌文化＝产品贡米输出 

多平台宣传   输出品牌文化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用传统的收割方式收割稻谷感受农
耕文化，左手抓稻，右手挥镰，一

划一握，稻谷尽在手中。

收割剩下的稻草也不能浪费，艺
术来源于生活，打开脑洞，扎一
个千姿百态的稻草人，来创造一

场秋日的童话世界吧！

创意稻草人割稻谷 创意稻草花束

创意稻草花束，从稻草的稻香
和花的花香结合创造出不一样

的芬香。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食品的安全检测知识，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

感受知识的力量，也进行农业知识的科普，

让消费者在无形中感知到德昌香米的健康与

品质优良，传播了产品特点和品牌效应。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3.稻田里的集市

喜欢秋天、喜欢丰收、喜欢风景！ 山伴随着阳光变化而变化， 不变的是
稻草原里热情的摊主们。



篝火晚会
点起篝火 放松疲惫的身体 跟三五好友围坐
在篝火旁 听着火焰燃烧着树枝 发出噼里啪
啦的声响

稻田音乐会

这是一场奔赴稻田的秋天音乐盛会，在这里
可以感受 自然、土地与艺术融合的震撼！

露营电影

把小房子搭在稻田边吃着烧烤，喝着小酒，看着电
影，仿佛住进了漫画里的秋天



1.活动当天游客拍摄照片或

短视频扫描宣传海报活动二

维码参与评选全民投票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2.认养水稻的活动

9.9元认养一平米的土地，保证每平米不低于半斤 的收成，收成后会封装寄到你填写的地址上，关键是可
以随时关注到水稻生长情况，关键节点都会通过消息的形式通知到我们，还有直播观查，关注小程序“德
昌香米云养殖”参加活动

活动六：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活动七: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活动主题：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活动节日：双11

活动时间：2023年11月1日-11月11日

活动目的： 建立品牌信任，扩大影响力，持续拉新。

活动形式：线上以及线下

活动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



1.在双十一活动期间，特定时间内，发放限时抢购优惠券

活动七: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2.在双十一活动前一个月，福袋礼

包发放隐藏物品，等到双十一凭借

此物品，线下精品超市兑换享受折

扣的基础上再享优惠

活动七: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3.直播预告

室内搭建直播间节约成本与时间

每天晚上8点，准时发布

一条抖音直播预告。

为直播间引流并精准的

选定目标人群。

在德昌香米生产工厂搭

建直播间，主播可以随

时给观众观看德昌香米

的生产过程

活动七: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在平台会员群，抖音、淘

宝等APP收集用户对产品

的建议，吸取失败的教训

与电视台合作，制作和拍

摄广告，把人间烟火，情

融于归具体表现出来，使

品牌深入老百姓的内心

活动七: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预算04

1.分项预算

2.合计



分项预算



分项预算



预算04

1.分项预算

2.合计



人间烟火·情融于归  全渠道整合营销       

活动一 大米的味道，是思归的讯号 72000

活动二 烟火向星辰，所许皆成真 37000

活动三 感谢每一刻坚守幸福的你 30000

活动四 深耕细微处，微末见真章 97000

活动五 愿一切美好接“粽”而至 15000

活动六 人间有味是清欢，好米千里共婵娟 34000

活动七 捧上一碗烟火，坐享冬日暖阳 47000

总计 332000

总预算



“

”

感 谢 观 看
T H A N K  Y O U  F O R  W A T C H I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