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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洞察及常用产品能力1
旅游行业有哪些营销需求？



子行业业态分布

行业洞察 业态分布

OTA 旅游景点 旅游局 酒店住宿 旅行社



行业洞察 营销节点

2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投放旺季

 暑期

 “十一“黄金周

投放淡季

 圣诞节

 元旦小长假

投放稳定期

 清明小长假

 五一小长假

投放增长期

 春运

 春节出游

旅游行业品牌推广及促销活动集中在节假日前后。



各子行业的营销需求

行业洞察 营销需求

长期投放
策略

OTA

节日/促销
活动品牌推广

OTA、旅游景点、旅游局、酒店住宿、
旅行社

新店开业

旅游景点、酒店住宿



常用产品能力 广告位

朋友圈广告

CPM

微信朋友圈广告是基于微信生态体系，以类似朋友的原创

内容形式在用户朋友圈进行展示的原生广告。

推广品牌活动 推广我的门店

推广我的商品 推广我的应用

派发优惠券 推广我的公众号

收集销售线索

支持的推广目标



常用产品能力 广告位

公众号文章底部banner

CPC、CPM

公众号视频前贴片

CPM

小程序广告位

CPC

公众号文中广告位

CPC



常用产品能力 常用推广目标

推广我的公众号

推广订阅号及服务号

推广品牌活动

品牌宣传或活动推广

推广我的门店

推广本地门店/景区



常用产品能力 落地页类型

公众号图文消息页 详情页模版H5 自定义H5（单次投放100万以上）广告外层页

• 公众号图文消息制作快捷，编辑修

改门槛低

• 详情模板帮助广告主快速、低成本

地制作 H5页面

• 自定义页面支持广告主最大程度施

展创意

H5推广页



常用产品能力 落地页类型

• 急速加载，沉浸体验，帮助广告主

完美展示广告信息

• 原生推广页提供高度定制化的模板，

也提供包括图片、视频、文本、按

钮、翻页效果等开放组件供广告主

自由拼接页面内容，给予有一定素

材制作能力的广告主自由组合与创

作的空间

广告外层页 原生推广页

原生推广页



常用产品能力 落地页类型

• 急速加载、沉浸体验，作为微信生

态中的一环，进入小程序是一种很

轻的操作

• 小程序内的组件模块可最大化地实

现广告主的各种自定义能力

• 进入过小程序的用户，可通过搜索、

历史列表等渠道重复进入该小程序，

形成一定的留存

广告外层页 小程序

小程序



常用产品能力 旅游兴趣人群标签

• 港澳台游 对港澳台游感兴趣的用户，约 240 多万

微信广告数据平台，利用文本分析，基于最近三

个月用户的社交轨迹（如订阅、分享）和行为表

现（如文章阅读、视频观看、搜索），识别出对

旅游感兴趣的用户人群。

数据源包括但不限于微信、QQ、QQ浏览器、

腾讯视频、应用宝等。

数据按月更新。

微信广告共提供 1 个“旅游”一级兴趣标签，7 

个旅游二级兴趣标签。

对国内游感兴趣的用户，约 4000 万• 国内游

对境外游感兴趣的用户，约 1400 多万• 境外游

• 户外探险 对户外探险感兴趣的用户，约 600 多万

对主题旅游感兴趣的用户，约 180 多万• 主题旅游

对酒店住宿感兴趣的用户，约 1900 多万• 酒店住宿

对交通票务感兴趣的用户，约 4800 多万• 交通票务

+ 旅游 对旅游感兴趣的所有用户，约 1.2亿



常用产品能力 LBS定向

• 31省级行政区

• 331地级行政区

• 2809 县级行政区

直辖市4 省22 自治区5

地级市283 地区13 自治州30 盟3

市辖区873 县级市341 县1431 自治县110 旗

49 自治旗3 特区1 林区1

不含港澳台地区 国家统计局

• 推广品牌活动广告、推广我的

公众号广告均支持全国 300 多

个城市和 2800 多个区县的 LBS 

定向能力。

• 推广我的门店广告支持颗粒度

更细化的地域定向功能：除了

支持城市、区县的选项外，还

支持 4400 多个商圈选项，并支

持 POI 点辐射定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 4400+ 个商圈

• 5800W+ POI点 支持 500~5000 米半径辐射

与 腾讯地图 数据源相同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xzqhdm/201504/t20150415_712722.html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bz/a/2016/201605/2016071411.html
http://ditu.qq.com/


定向能力 旅游行业定向组合使用建议

出境游

• 通过兴趣标签，筛选高端高消或喜

欢探索新鲜事物的人群

周边景点游

举 2 个例子（仅供参考）

通过基础属性定向、兴趣

定向、地域定向的交叉筛

选，找到精准人群。

数据来源：微信广告朋友圈广告旅游行业大盘效果数据分析（最近3个月）

旅游 - 境外游 / 主题旅游 / 港澳台游

汽车 - 高档车 / 豪华车

房产 - 房产交易 / 豪宅别墅

体育运动 - 水上运动 / 极限运动

生活服务 - 移民出国

教育 - 出国留学

电子产品 - 摄影摄像/数码配件

• 通过兴趣标签，筛选有出行、休闲

娱乐、文化项目有兴趣的人群

• 通过基础属性筛选有家庭的人群

（已婚 / 育儿）
*《中国旅游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家庭旅游占比60%

• 新婚、育儿人群，也表现出较高的

出境游兴趣

旅游 - 主题旅游 / 国内游 / 户外探险

体育运动 - 极限运动

服饰鞋帽箱包 - 户外旅行装备

娱乐休闲 - 文化艺术 / 演出

医疗健康 - 保健养生

电子产品 - 摄影摄像/数码配件

实践中，请基于景区特色及广告宣传内容，筛选目标人群标签。

• 通过LBS定向，筛选景区周边用户



常用产品能力 智能优化

智能优化是什么？

• 智能优化（含智能优化oCPM / 智能优化oCPA）是微信广告流

量的一种出价方式。

• 根据实际的推广需求，自定义广告的优化目标，并对优化目标

设定出价。

智能优化如何实现？

• 广告系统实时预估每次曝光的转化概率，并根据设置的转化出

价，实时计算出每次曝光对您的转化价值。

• 并基于转化价值，智能调控出价，竞拍每次曝光，确保最大化

地实现您的优化目标。



常用产品能力 智能优化oCPM

推广目标 优化目标

推广品牌活动 获得更多点击量

推广我的门店 获得更多点击量

收集销售线索
获得更多点击量

获得更多销售线索（内测）

推广我的商品
获得更多点击量

获得更多下单量

推广我的应用-iOS应用
获得更多点击量

获得更多激活量

推广我的应用-Android应用

获得更多点击量

获得更多下载量

获得更多激活量（规划）

推广我的公众号 获得更多关注量

获得更多点击量

• 最近 33 天内，有连续 5 天竞价广告的可转化点击量每天都

大于 200 。

转化类的优化目标

（下载/关注/激活/下单等）

• 最近 33 天内，有连续 5 天每天竞价广告的转化量每天都大

于 50 ；如果是需要广告主回传转化数据的优化目标，则还

需要通过API进行稳定的回传。

oCPM支持的优化目标 及 获取朋友圈oCPM权限的历史投放数据要求



常用产品能力 智能优化oCPA

转化类的优化目标

（下载/关注/激活/下单）

• 最近 3 天，平均每天竞价广告的转化量大于 30，单天最小

转化量大于 10；如果是需要广告主回传转化数据的优化目

标，则还需要通过API进行稳定的回传。

oCPA支持的优化目标 及 获取公众号oCPA权限的历史投放数据要求

推广目标 优化目标

推广我的商品 获得更多下单量

推广我的应用-iOS应用 获得更多激活量

推广我的应用-Android应用 获得更多下载量

推广我的公众号 获得更多关注量



行业解决方案2
在朋友圈应该怎样投旅游行业的广告？



准备阶段

投放阶段

投后阶段

01
需求诊断

02
投放策略

& 预期管理

03
组合测试

& 素材准备

04
实时投放
调节优化

05
账户管理

06
分析小结

& 沉淀经验

07
客户投后
效果解读



品牌推广

推广品牌活动

推广我的门店

行业解决方案 品牌推广

营销需求 常用推广目标 落地页类型 产品能力

H5推广页

原生推广页

小程序

卡片广告

@广告主互动

*门店标识



案例分享 品牌推广

蚂蜂窝——你，是哪种旅行人格？



案例分享 品牌推广

一方数据与腾讯社交数据能力相结合

数据指引策略 创意投放数据指引创意

旅游人群兴趣日常
是撸狗？

Insight

社交、行为数
据相结合

+79%
宠物偏好显著

以前都是广告找用户
这次是用户在广告中找自己

洞察旅游人群的兴趣偏好为广告主创
意指导方向

基础属性
行为特征

人格属性
性格特征

数据验证最不相似人群，并两两归一
选择式广告强烈的反差对比，激发用户的好奇心

互动率超均值： 评论率超均值：



案例分享 品牌推广_TripAdvisor猫途鹰

巧用互动评论 广受用户好评

广告获得 4.2 万用户评论参与，评论率是行业均值

的 10 倍，其中互动评论占比 20% ，通过一问一

答推荐目的地的方式，猫途鹰在用户中建立起“目

的地玩乐专家”的品牌认知——旅行问题就找猫途

鹰。

用户评论

4.2 万

@广告主互动评论

~1.0 万



行业解决方案 新店开张

营销需求 常用推广目标 落地页类型 产品能力

卡券能力

*门店标识

新店开张

推广品牌活动

推广我的门店

H5推广页

原生推广页

小程序

* 备注：门店标识目前仅支持“推广我的门店”这一推广目标。



案例分享 新店开张_地中海水上乐园

本地推广，有的放矢

提升开园人气

以开业活动为主题，在朋友圈投

放本地推广广告，投放地域明确，人群

定位在青少年，为新开业的水上乐园提

升人气，拉动客流。

总互动点击率

13.3 %

公众号文章



案例分享 新店开张_美团酒店

原生推广页&小程序，获取

更多可转化点击

用户点击外层文字链后，直接进

入小程序落地页。点击素材后，进入原

生推广页，通过原生推广页中的多个按

钮可以再导流入小程序中。

多个有效入口，为小程序带来了

更多的可转化点击。

原生推广页&小程序



行业解决方案 节日/促销活动

营销需求 常用推广目标 落地页形式 产品能力

节日/促销活动

推广品牌活动

推广我的门店

H5推广页

原生推广页

*小程序

*门店标识

* 备注：①小程序落地页目前仅支持“推广品牌活动”、“推广我的门店”。

②门店标识目前仅支持“推广我的门店”这一推广目标。



案例分享 节日/促销活动_千泷沟大瀑布

巧用暑期档期，让广告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千泷沟大瀑布在暑期推出“凭学

生证明加上截图可免费参观”活动，紧

抓暑期很多家长会在中高考结束后选择

带孩子外出游玩的时机，吸引了众多游

客参观。

广告视频

总互动点击率

21.7 %

总互动次数

55.3 万



案例分享 节日/促销活动_成都龙之梦

新颖活动结合五星环境，

轻松吸人眼球。

以包吃包住的活动轻松吸引了多

数人的眼光，再加上图片使用了酒店整

体的景观图，看起来十分高大上，能吸

引众多人的目光，加上原生推广页的沉

浸式页面，简洁大方、极速加载，带来

极致的用户体验。

领券人数

15,955 人

原生推广页



案例分享 节日/促销活动_黄山

主题鲜明，素材精美

推广简洁有力

主题明确，向用户推出“黄山周”

活动；素材精美，高质量展现黄山景区

的特色；

定向精准，基于LBS对活动受众进

行了精准定向。

总互动点击率

13.5 %

详情页分享率

11.6 %

公众号文章



行业解决方案 长期投放策略

营销需求 常用推广目标 落地页形式 产品能力

品牌推广

推广我的门店

收集销售线索

H5推广页

原生推广页

*小程序

*门店标识

* 备注：①小程序落地页目前仅支持“推广品牌活动”、“推广我的门店”。

②门店标识目前仅支持“推广我的门店”这一推广目标。

推广我的应用

推广品牌活动

推广我的公众号

oCPM



如何做好一条广告

图片/视
频文案

文字链
文案

外层素材 内层详情+ +

定向组合

投放方式

决定了是否有较多人点进链接、门店标

识以了解更多信息以及用户在素材上停

留的时间

决定了是否有更多的人愿意把门

店分享给自己的好友、群或者是

朋友圈，形成自传播

针对旅游行业，某些特定人群与投放的

方式优化会有助于提升广告效果

创意层面 投放 及 调优



优化思路 A/B test

广告点击率主要受到广告素材与广告定向两个因素影响

点击率提升最好的办法是设计A/B test 测试素材和定向

实验方法

• 在素材相同的情况下，增删单一定向选项进行投放对比，分析数据变化情况，确认某一定向转化效率

• 选用相同定向组合，设置多组素材不同的广告同时投放，通过数据比对确认最优素材类型



优化思路 小额测试

投放预算可以进行分拆。

前期通过用比较小的金额前期测试能够有助于快速找到目标受众的点击率最高的文案和图片。

在确定合适的素材和定向之后，再扩大金额进行投放。



案例分享 长期投放策略_6人游定制

oCPM控制加粉成本，形成

稳定转化渠道

推广公众号为公众号加粉，为日

后长期的转化奠定基础。外层脱离常规

广告主使用的图片，更加新颖，同时文

案也抓住旅游人群的痛点，使得广告更

具特色。

原生推广页

总互动点击率

8.73 %

成本控制

符合预期



案例分享 长期投放策略_猫途鹰

原生页模板助力效果优化，

oCPM稳定转化成本

原生推广页

查看详情点击率

3.82 %

成本控制

符合预期

在落地页上使用了原生推广页应用下

载模板，前置的按钮位置减少了用户在浏览

落地页过程中的流失环节。同时通过oCPM

的能力，将下载转化的成本控制在了可接受

的范围内。



优秀素材3
投得好的旅游行业微信广告长啥样？



案例分享 朋友圈优秀素材

建议：使用实景素材，突出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体现差异化；巧用人物图片/视频，构建场景，引发共鸣

优秀示例 – 旅游局



案例分享 朋友圈优秀素材

优秀示例 – 旅游局

建议：使用实景素材，突出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体现差异化；巧用人物图片/视频，构建场景，引发共鸣



案例分享 朋友圈优秀素材

建议：使用实景素材，突出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体现差异化

优秀示例 – 旅游景区·自然景区



案例分享 朋友圈优秀素材

建议：使用实景素材，突出特色游乐项目；巧用人物图片/视频，营造欢乐、幸福的氛围，引发共鸣

优秀示例 – 旅游景区 ·主题乐园



案例分享 朋友圈优秀素材

建议：使用实景素材，突出住宿环境、景色的特色，体现差异化；巧用人物图片/视频，构建场景，引发共鸣

优秀示例 – 酒店·住宿



案例分享 朋友圈优秀素材

建议：以食物特写、就餐环境作为创意主题

优秀示例 – 酒店·餐饮



案例分享 公众号优秀素材

同程艺龙推广微信钱包入口，通

过引导教育用户通过钱包定票定

酒店，配合优惠券等营销手段，

成功拉新用户，新客成本符合客

户预期，且订单量屡破新高，提

升100%以上。

优秀示例 – 品牌活动



 建议1：实景！实景！实景！

实景素材非常符合朋友圈“原生内容”的场景，友

好而不突兀。建议不要使用特效修饰或压上突兀的

文字，影响整体美感。另外，素材突出景区、酒店

特色，体现差异化也非常重要。

 建议2：巧用人物图像

挑选有趣的拍摄对象，巧用人物图像，构建场景，

营造幸福、快乐的氛围，引发用户共鸣。

素材建议 总结四个小建议

 建议3：视频丰富表现力  远离“图库感”与“Banner 广告”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修饰痕迹过多的图库图、色彩

浓烈或大字报的 Banner 广告，都难以触动大众，社

交效果偏低。因此，请保证您的图片生动有趣，经

过精心设计。

一个景区的旅游资源或一个主题乐园、酒店的特色

项目通常非常丰富，用一张静态图片可能无法完全

表现出来，而视频广告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使得广告表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内容。



常见问题4
在朋友圈投放旅游行业的广告最常遇到哪些问题？



常见问题 投放的不一致性

广告所推广产品、品牌需与开户认证主体及账户内容一致，不允许代

投放行为。

如：A 店铺帮助隔壁的B店铺推广广告的行为；

如：A 代理商开通广告主账号帮助多品牌客户推广广告；

如：A 品牌使用无关联的B公司主体认证，开通广告主投放。



常见问题 广告文案出现极限词汇

遇见最美的南岛，体验难忘的

风情。

武汉，慢慢品。

必玩景点免费去，

最高减免108元。

自助游首选，给你带来不跟团

的极致体验。



常见问题 预算设置不合理分配

为什么我的广告设置正常的预算花不出去，只有设置成1000万的才有量？

同一个子账户下的所有广告共用该账号的账户余额；

账户余额在分配给各条广告的时候和预算的比例有关。



互动问题5
几个简单的问题回顾



互动问题

1、以下文案类型哪个对于旅游行业，更能“揭示痛点”，且更符合朋友圈特有的“非硬广风

格”的流量特点，从而吸引用户点击：

A、 B、 C、



互动问题

1、以下文案类型哪个对于旅游行业，更能“揭示痛点”，且更符合朋友圈特有的“非硬广风

格”的流量特点，从而吸引用户点击：

A、 B、 C、



互动问题

2、广告主反馈曝光量不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更多曝光（多选）：

A、在广告定向合理范围内，扩宽广告定向，并增加兴趣标签

B、提高出价，并使用对用户吸引力较强的优秀素材使得广告能获取更多点击，从而增加广告竞争

力，使其获取更多曝光

C、删除定向和兴趣标签，使得广告有更加广泛的曝光渠道



互动问题

2、广告主反馈曝光量不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更多曝光（多选）：

A、在广告定向合理范围内，扩宽广告定向，并增加兴趣标签

B、提高出价，并使用对用户吸引力较强的优秀素材使得广告能获取更多点击，从而

增加广告竞争力，使其获取更多曝光

C、删除定向和兴趣标签，使得广告有更加广泛的曝光渠道



互动问题

3、某旅游局在投放微信朋友圈时，落地页中出现了“给你带来最独家的当地旅游咨询”的

描述，请问违反了以下哪条审核规则？

A、涉及夸大描述、极限词汇

B、涉及无法证实的描述

C、涉及诱导点击



互动问题

3、某旅游局在投放微信朋友圈时，落地页中出现了“给你带来最独家的当地旅游咨询”的

描述，请问违反了以下哪条审核规则？

A、涉及夸大描述、极限词汇

B、涉及无法证实的描述

C、涉及诱导点击



投放主体相关

4、某温泉酒店新开张，希望在朋友圈推广其温泉SPA特色住房，是否可以？

A、不可以，微信朋友圈广告暂不支持推广该商品或服务

B、可以，推广的是自己酒店的业务，就可以投放

C、可以，但是要提供SPA业务的行业资质



投放主体相关

4、某温泉酒店新开张，希望在朋友圈推广其温泉SPA特色住房，是否可以？

A、不可以，广告推广内容涉及（养生按摩，养生SPA、足疗保健），微信朋

友圈广告暂不支持推广该商品或服务

B、可以，推广的是自己酒店的业务，就可以投放

C、可以，但是要提供SPA业务的行业资质



关注“微信广告助手”

扫一扫，马上关注

随时随地了解最新资讯，在线客服解答各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