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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悦文化
新媒体板块3.0

中国文娱产业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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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价值
Industrial investment value

文娱产业是二十一世纪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



影视制作

投资、IP孵化

艺人经纪

网络营销推广、电商发展

内容

C

支撑内容、宣发与衍生B

确保IP最大化

保障内容占领行业高地

D

E

利润扩容最大化

清悦文化，

扎实内核功力，打通全产业链布局。

网红孵化、网红直播、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制作

巩固公司早期发展，快速

实现利润变现

F

核心



立足之本

严把项目第一关卡

IP部

内容储备

定位运营

营销策划

内容选择

内容把控

政策研读

市场分析

风口研究

受众研究

模式复制



清悦文化是一支由国内众多资深媒体人士组

成的视觉艺术创意团队，公司业务范围包含

内容前期开发、拍摄制作、宣传发行、网络

营销等，公司与国内优秀编剧、导演、演员、

MCN机构、网红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与

电视台、新媒体有密切业务往来。自2012

年成立以来先后投资拍摄多部影视作品。

以互联网内容营销（直播）为市场切入，倾

力打造智能供应、智能传媒、智能购物新零

售生态链，利用强大的全网营销+分销资源

以及网红直播模式，高效连接人货场，精准

营销，全面引爆品牌，打造品牌IP 化、零

售场景化，为企业引流并促成流量变现，实

现新零售生态闭环。

出品包括：

电视剧《创业时代》、电影《美人鱼战队》、

电影《绝色锦衣卫》、电影《暗房中的燕尾

蝶》、范建会导演电视剧《旱莲花开》、杨

亚洲导演电视剧《北京你们我们》、李璐导

演电视剧《毕业了我们去当兵》、电影《蜀

汉酒楼》、电影《墓风者》、电影《密战》、

电影《老九门之》。参与策划电视剧《刘志

丹》、电视剧《红色护卫》、电影《锦衣神

探》、电视剧《枪口》、电视剧《延安窑洞

住上了北京娃》电影《三国杀》、电影《保

龙一族》等众多优秀作品。

清悦文化



政府关系鼎力支持
清悦文化与平安银行等影视领军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组织和平印记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

中法纪录片和短片国际电影节



与国际顶级影视制作卡梅隆佩斯(中国)集团建立合作 与新西兰PAPKROAD组建后期全产业链的高标准高质量战略

与WetaDigital国际化影视制作与文化科技创新合作 与法国里昂区建立中法文化区域合作国际合作



媒体活动所获奖项
北京国际网络电影节红毯嘉宾 美国戴维斯电影节最佳网络电影奖

美国华语卫视获奖专访 入围第13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

好莱坞到大厂影视文创峰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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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团队实力

Team strength

现象级版块负责人，打通大文娱产业链。



清悦文化秉承理念：作品的中心思想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党建的

时代需求，以优秀电视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呈现更好的

作品，给未来影视行业融入新的一股力量。

清悦文化致力打造“富有时代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精品内容。成

立至今，已实现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市场性于一体，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内容核心竞争力。举网以纲，千目皆张。伴随

中国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强势崛起，清悦文化：制造经典，流光溢彩。

合作机构：各种MCN机构20 余家、明星工作室数家；

合作网红：百万+粉丝2 人，50W+粉丝 10 余人，10 万+粉丝30 余

人，1 万+粉丝50 余人；

直播基地：多元化直播场景 ，7 大主题场景；

运营团队：专业的策划运营团队30 余人，幕后技术团队20 余人，经

纪孵化团队20 余人

清悦文化



清悦文化致力打造“富有时代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精品内容。成立至今，已实现集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市场性于一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内容核心竞争力。

伴随中国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强势崛起，清悦文化“质造经典、流光溢彩”的战略构想全面

铺开，与国内各家著名影视公司及视频平台建立长期良性合作。更与全球影视巨头

WETAWORKSHOP以及卡梅隆·佩恩集团达成战略合作。2016年度,清悦文化得益于国内经济快

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科技进步和资本追逐等多重因素,在影视娱乐行业保持了强劲

发展的势头。

清悦文化的主要业务为影视娱乐内容提供、运营以及产业战略布局。影视娱乐内容提供运

营主要包括电视剧、综艺节目、电影三大内容的投资、制作、发行、运营以及围绕内容衍

生的艺人经纪、植入广告、游戏授权、渠道运营和分发。清悦文化的传统影视剧内容全面

升级为全网剧,定位为覆盖全网全渠道的影视剧内容,围绕超级IP(S.IP)进行产品矩阵的开

发;电影和综艺内容迅速壮大补强。产业布局方面,包括国际合作实验区业务、高科技影院

投资管理业务、国际合作拓展业务以及新媒体营销(互动娱乐)业务。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升级到3.0时代,产业集聚化、内容互联网化、资本多元化、生态泛娱乐

化,以及国际合作纵深化成为影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清悦文化将秉持通过IP孵化和系统

性工业化平台,打造优秀团队,聚焦头部内容,用优质爆款内容连接一切,用“影视+”重新

定义传统影视公司,打造中国影视产业3.0时代的清悦文化3.0。

清悦文化创始人、董事长：徐悦



影视文化资源丰富 国际国内知名影视资源密切合作

影视金融企业建立影视文化基金



明星资源深厚 国际国内知名一线演员密切合作

演艺文化经纪团队专业配合



淘宝顶级价值百万级资源位匹配；中插、猫头、独客、弹窗等黄金时段持续在位 淘宝直播数据：

引导进店次数：

508802次

引导进店人数：

207965人

价值520万+

七次明星直播

粉丝从0涨到11万

平台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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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运营模式

Innovative operation mode

文娱行业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内容核心竞争力。



制作部

大众种草

品质保证

支撑各业务线品质输出

渠道分发

团队优化

质量把控

技术研发

周期总控

孵化保障

话题炒作

风险控制

预算把控



垂类渠道种草

序号 平台 类别

1 抖音 短视频/直播电商

2 快手 直播电商

3 贝店 社交电商

4 有赞 社交电商

5 收钱吧福利社 垂类电商

6 蜜芽 母婴电商

7 微盟 社交电商

8 顺丰小当家 社交电商

9 有好东西 社交电商

10 库店 社交电商

11 淘喵喵 社交电商

12 淘集集 社交电商

13 京微力 社交电商

14 淘小铺 社交电商

15 好货日报 社交电商

16 云集 社交电商

17 苏宁拼购 社交电商

18 每日一淘 社交电商

19 哇团网 团购电商

20 爱库存 社交电商

21 In有尽有 社交电商

22 达令家 社交电商

23 微店 社交电商

24 大V店 社交电商

25 精选速购 团购电商

序号 平台 类别

千名网红，通过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合作推广。形成全网的话题事件，为搭建新媒

体电商销售网络奠定基础。同时在头条系自建立电商网络矩阵，货品通过为自营店铺发货，为自营店铺积累流量。



电商渠道分发
内容电商：

投放头部社群类型:

女性、美妆社群（销售终端5000个）、快销社群（销售终端2000个）、电子发烧友社群（销售终端1500个）等。

京东芬香导师团：

京东集团旗下社交电商平台京东芬香百名导师团导师，可触达终端100×3000人，带领社交千名社交电商团队进行全面推广。

合作式千名网红矩阵：

抖音红人资源 快手红人资源 微博红人资源 小红书红人资源

昵 称 粉丝量(万） 昵 称 粉丝量(万） 昵 称 粉丝量(万） 昵 称 粉丝量(万）

有意思的潇哥哥 390.4 浮生当铺 337.7 任世豪Ryan 201 仙女酵母 11.9

里里56 245.7 食堂夜话 262.8 泽林啊哈哈 159.2 MiaNnn米娜娜 24.3

温柔可爱赵萌萌 161.3 记忆储藏馆 269.2 肖凯中KEVIN 157.5 商总甜素纯 20.7

春风化雨 119.7 少女，小心！ 184.1 陈鹤一 136.4 粉色的毛噜 11.3

种草达人仙女晴 114.4 叶航成 190 敖瑞鹏 101.5 77_Abigale 8.2

甜甜儿 112.6 李男友 100 叶叶叶河林 95.3 王子奇kiwe 8.2

im如月儿 111.1 这是石九阿 37.9 柯柯柯柯钦明 67.8 莲Anna 7.5

kento今天又黑了 105 陈鹤一 37.7 唐唐er 50 小后裔 4.7

种草能手少女喵 85 老黑 27.6 顾之绅 62 一碗粥耶 3.6

我是哎姆哇 79.2 真的国民校草君 27 罗浩宁NinG 43.8 Oriii皓皓 3.4

天才小益达 72.6 白一禾 26.7 贝拉小姐_Bella 37.6 nidolo 7.4



多渠道分发 流量网红，全网大V 助力品牌深度粉丝营销

网红大V达人合作推广 网红效应 带货热潮



炒作营销话题 炒作微博超话，为产品推广造势预热

引爆流量话题，扩大影响面积

发起 引领 跟进 演化 全网热议



各渠道变现 把握前期话题热度红利，在多平台渠道投放各类型推广，加快变现速度。



往期合作案例
2019年5月9日机构于淘宝直播平台珠宝品类直播销售，单场直播4.5小时，直播成交4750件，单场成交金额345万元。

2019年9月12日机构于胡庆余堂品牌专场直播销售，单场直播3小时，直播成交7.2万件，单场成交金额212万元。

2019年10月10日机构于淘宝直播服饰品类直播销售，单场直播4小时，直播成交27万件，单场成交金额432万元。

2019年12月12日机构于淘宝直播李玉刚专场销售，单场直播4小时，直播成交17万件，单场成交金额2428万元。

2020年1月9日机构于淘宝直播年货专场销售，单场直播5小时，直播成交23万件，单场成交金额526万元。

部分合作品牌：

胡庆余堂、康恩贝、太平鸟、青春宝修正、美的、洁丽雅、欧琳、欧莱雅、

宝洁、东阿集团、耐克中国、猫人、九阳、棉芽、小梅屋、百草味、周大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