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旅游 全球招募“熊猫哄睡官”】项目宣传汇总

一、项目背景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更是成都塑造世界级旅游IP、打造“世界旅游名城”、

建设对接国际市场、具有中国典范、独具蓉城特色的世界旅游

目的地的关键之年。

2018年，今日头条拟与成都文旅集团合作，发挥今日头条

“流量第一”、大放异彩的海外抖音Tik Tok国际影响的最大优

势，面向全球网民，围绕成都打造“世界旅游名城”的定位，用

好大熊猫、绿道等城市名片，与成都策划举办“全球最红熊猫

粉丝回乡探亲”互动挑战赛，全面调动和贯通字节跳动海外平

台的资源，实现用户导向、精准覆盖、精品优质、国际惯例的

战略合作，向世界展示成都“国际范儿”的城市气质，直接并快

速拉动入境游市场，为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作贡献。

二、项目活动

今年，是我国发起拯救大熊猫25周年纪念日，以市旅游局的

名义，举办“最红熊猫粉丝回乡探亲”活动。11月起，以“我是最

红熊猫粉丝”、“我要回乡探亲”“一起来哄睡”为主题，吸引当地、



进而带动全球熊猫粉丝进行回熊猫故乡成都的自由创作，拍摄、

发布系列与熊猫有关的视频，喊话故乡——成都，从而在时下海

外最火、最流行的短视频平台迅速提升成都的影响力，进而吸引

更多的海外游客前往成都体验。

（一）#Pandananny全球首个旅游板块国际挑战赛

目前，今日头条以头条、抖音等最新模式，在海外建立起了

强大的影响力，海外目前已经超过1.5亿日活跃用户，在海外上

线的抖音海外版，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成为了苹果应用商店全球

下载数量最多的软件，超过了脸书、YouTube和ins，使用75种语

言，最强影响国家40多个。

因此，我们将联合开展：成都旅游登陆海外头条，利用今

日头条最具影响力海外平台——TikTok，发起——#Pandananny

挑战赛，吸引全球各地网民和游客。

挑战赛内容

#Pandananny

A.概述：成都旅游招募全球最萌职业——熊猫哄睡员。挑选

熊猫志愿者的一个细分职责，满足TikTok用户的猎奇心理。比如

部分熊猫睡眠不佳，需要志愿者陪伴哄睡。挑战赛征集“抱谁谁

睡”的独特体质，吸引用户参与互动

B.官方视频：

工作人员与熊猫的互动，在其帮助下（抱起，或者轻拍，喂

奶等）熊猫宝宝安然入睡



KOL参与示例：与官方视频合拍，KOL抱猫、狗等宠物，

或者婴儿、朋友等，用搞笑夸张的方式体现自己的哄睡能力

C.活动时间：11月-12月

D.征集对象：所有用户

E.内容要求：

1）创作数量：每人可创作1条或多条视频作品

2）创作主题：拍摄与大熊猫、哄睡等相关视频

3）时长要求：不限

4）创作风格：趣味性、传播性、话题性、创意性

5）参与方式：上传作品至TikTok，参与#一起来哄睡#话题

活动

（二）成都·熊猫视频全球传播

同时，我们围绕熊猫、成都等，拍摄系列视频，在美国、日

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进行全球传播，扩大成

都影响力，吸引全球游客入境。

此外，还邀请了国际知名乐队为成都旅游独家制作一首主题

音乐，在全球传播，入库抖音音乐库，供全球网民使用。

（三）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道

在活动推广过程中，围绕成都哄睡大熊猫、成都&熊猫&旅

游等内容，以及此次挑战赛活动在 Topbuzz&Buzzvideo 进行图文

宣传，吸引了包括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三、主要创新

（一）全国首个旅游板块 tiktok挑战赛

此次活动是全国首个旅游板块 tiktok 挑战赛，成都因“大熊

猫”走进西方年轻人心中。本次挑战赛重点覆盖英国、法国、德

国三国，同时在美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进行同步传播，并

且邀请 WWF“地球一小时”大使、明星熊猫美兰担任哄睡教官，

和奶爸奶妈们一起招募这个“全球最萌职业”。

（二）在美、英、法、德、意、西、日七国创建成都旅游

“pandahome”官方矩阵

在 Tiktok 平台，我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日本七国创建成都旅游“pandahome”官方矩阵，围绕成

都的旅游、文化、美食以及国宝熊猫等内容，进行重点传播，并

将长期运营。

（三）主题音乐《pandahome》全球发布

我们还邀请了国际知名乐队为成都旅游独家制作一首主题

音乐《pandahome》，在全球传播，同时入库 tiktok音乐库，供全

球网民使用。

四、项目效果

联手国际影响社交媒体，“熊猫故乡”的境外营销创中国旅游

新高。



在 TikTok跻身国际社交媒体第一集团之时，策划发起以“成

都旅游 全球招募 ‘熊猫哄睡官 ’”为主题、重点选择“海外抖

音”TikTok 平台短视频互动，并连同 Topbuzz、Buzzvideo、路透

社等国际平台，进行海外传播，全面覆盖美国、英国、日本、法

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七国，成为中国首个旅游版块全球挑

战赛，截止目前，4 万+以上的用户参与挑战赛，视频创建量达 8

万支以上，总体播放量 7320 万+。活动引发英国路透社（世界著

名三大多媒体新闻通讯社之一）、ADVFN Germany（欧洲最大的

财经网站）、Market Sunctum（美国大型综合新闻网站）、NBC（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Central News Today（美国主流新闻网站）共

5 家国际知名媒体的报道；FinanzNachrichten.de（德国知名财经

类综合媒体）、Dailyherald.com（美国先驱日报）、Post-gazette.com

（欧洲邮政公报）、Am-news.com（美国晨报）、美国旅游周刊等

385 家媒体的刊发，并称赞道成都因“大熊猫”走进了西方年轻人

心中、“熊猫哄睡官”——这是全球最萌的职业招募！、“熊猫城市”

让不少国际网民“心”向往、这是一次成功的城市营销 剑指入境

游主力军、“熊猫故乡”——正在向“世界旅游名城”迈步！。作为

成都旅游走向世界的大型活动，受到包括国家文旅部和众多国际

媒体的关注和肯定，成为中国旅游城市用大熊猫讲好故事的典型

案例。



附件：项目截图及链接

一、Tiktok

1、在 Tiktok平台，我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日本七国创建成都市旅游“pandahome”官方矩阵，

围绕成都的旅游、文化、美食以及国宝熊猫等内容，进行重点传

播。11 月 29 日，#PandaNanny 挑战赛正式发布，截止目前，4

万+以上的用户参与挑战赛，视频创建量达 8 万支以上，总体播

放量 7320万+。Tiktok与国际用户们的单条内容互动率高达 7.2%

（Facebook互动率为 0.16%；Instagram 互动率为 1.73%；Twitter

互动率为 0.046%）。



2、11 月 29 日、11 月 30 日，英国、法国、德国三国 2 次

Tiktok 开屏，覆盖了 2000 万人群，点击率高达 11%，是国内开

屏平均点击率两倍（国内为 5%-6%）。

英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3、Tiktok挑战赛 banner 及话题页面展示：

4、挑战赛发起账户@pamdahomeeur 发布的三大主视频，获



得国际用户们的喜爱。

（1）点赞量达 1万+，评论数为 235 条，转发量为 608 条。

（2）点赞量达 8000+，评论数为 135条，转发量为 315条。



（3）点赞量达 6800+，评论数为 121条，转发量为 319条。

5、挑战赛网友趣味视频展示（部分）









二、Topbuzz&Buzzvideo

1、成都明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外国人过境 144 小时免签

-Chengdu Will Implement 144-Hour Transit Visa Exemption Policy

for Foreigners as of January 1 Next Year



2、最全成都看熊猫打卡地图，带你巴适游成都-The Most

Complete Panda Seeing Map for Chengdu, Guiding You to Visit

Chengdu Comfortably

3、成都获“中国首选旅游目的地”称号，是怎样的一座城让

你为之神往？-Chengdu Is Entitled as “Preferred Traveling

Destination in China”. What Attracts You in Chengdu?



4、成都生活“最巴适”耍法！一个都不容错过！-The “most

comfortable” ways of having fun in Chengdu! You should never

miss any of them.



5、来，哄熊猫宝宝入睡，中国·成都 全球招募最萌“哄睡官”

-Recruiting for the Coolest Job in the World–Panda Babysitter

Chengdu, China

6、系列视频



三、引发包括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道

1、路透社（Reuters，LSE：RTR，NASDAQ: RTRSY）

标题：Global Travel Merchants to Gather In chengdu

全球旅行买家聚成都

https://www.reuters.com/brandfeatures/venture-capital/article?i

d=64816

2、Xpert（英国主流资讯网站）

标题：Chengdu Tourism Presented Global Challenge for Panda

Babysitters

成都旅游全球招募“熊猫哄睡官”国际挑战赛

链接：

http://wearexpert.com/prnewswire.html?rkey=20181211EN984

35&filter=3088

https://www.reuters.com/brandfeatures/venture-capital/article?id=64816
https://www.reuters.com/brandfeatures/venture-capital/article?id=64816
http://wearexpert.com/prnewswire.html?rkey=20181211EN98435&filter=3088
http://wearexpert.com/prnewswire.html?rkey=20181211EN98435&filter=3088


3、PR Newswire UK（美通社英国官网）

链接：

https://www.prnewswire.co.uk/news-releases/chengdu-tourism-

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830231236.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uk/news-releases/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830231236.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uk/news-releases/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830231236.html


4、RusTourismNews.com（英国知名旅游媒体）

链接：

https://www.rustourismnews.com/prnewswire/?rkey=20181211

EN98435&filter=12527

5、FinanzNachrichten.de（德国知名财经类综合媒体）

链接：

https://www.finanznachrichten.de/nachrichten-2018-12/454929

72-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

rs-008.htm

https://www.rustourismnews.com/prnewswire/?rkey=20181211EN98435&filter=12527
https://www.rustourismnews.com/prnewswire/?rkey=20181211EN98435&filter=12527
https://www.finanznachrichten.de/nachrichten-2018-12/45492972-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008.htm
https://www.finanznachrichten.de/nachrichten-2018-12/45492972-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008.htm
https://www.finanznachrichten.de/nachrichten-2018-12/45492972-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008.htm


6、Tourismembassy（西班牙知名旅游媒体）

链接：

https://tourismembassy.com/en/news/tourismembassy-news/che

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

https://tourismembassy.com/en/news/tourismembassy-news/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
https://tourismembassy.com/en/news/tourismembassy-news/chengdu-tourism-presented-global-challenge-for-panda-babysitters


7、Best of Hotel（英国酒店旅游行业主流媒体）

链接：

http://thebestofhotels.com/prnewswire/?rkey=20181211EN984

35&filter=6506

8、Market Sunctum（美国大型综合新闻网站）

标 题 ： The Cutest Job in Chengdu Has Attracted Global
Netizens to Imitate

成都推最萌职业，引全球网友竞模仿

链接：

http://marketsanctum.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s-

attra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http://thebestofhotels.com/prnewswire/?rkey=20181211EN98435&filter=6506
http://thebestofhotels.com/prnewswire/?rkey=20181211EN98435&filter=6506
http://marketsanctum.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s-attra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http://marketsanctum.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s-attra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9、NBC29（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29 台）

链接：http://www.nbc29.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10、ABC6（美国广播公司 6 台）

链接：http://www.abc6.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http://www.nbc29.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http://www.abc6.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11、CBS8（美国商业无线电视网）

链接：

http://www.cbs8.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12、Control News Today（美国主流新闻网站）

链接：

http://www.cbs8.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http://centralnewstoday.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

s-attra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13、KSTC-TV（美国地方电视频道）

链接：

http://lifestyle.kstc45.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http://centralnewstoday.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s-attra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http://centralnewstoday.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s-attra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http://lifestyle.kstc45.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14、Traveller Sea（主流旅游资讯网站）

链接：

http://travellersea.com/news/the-cutest-job-in-chengdu-has-attra

cted-global-netizens-to-imitate/124035/

15、Fox34（福克斯 34频道）

链接：http://www.fox34.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http://www.fox34.com/Global/story.asp?S=39620522


四、国内媒体报道

1、人民网：成都旅游“借大熊猫”走世界、

http://sc.people.com.cn/n2/2018/1214/c379469-32412571.html?

from=singlemessage

2、中国旅游新闻网：“全球旅行买家聚成都”大型文化旅游

推广活动启动

http://www.ctnews.com.cn/art/2018/11/30/art_378_29509.html

http://www.ctnews.com.cn/art/2018/11/30/art_378_29509.html


3、四川在线：全球旅行买家聚成都 成都 6 天 5 夜精品线路

全球首发

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1811/56708177.html

https://sichuan.scol.com.cn/ggxw/201811/56708177.html


4、今日头条

1）第六届成都国际旅游展(CITE)盛大开幕

https://www.toutiao.com/i6629186703523316237/

2）加快推进世界旅游名城建设 国际国内旅游业界专家为

成都助力

https://www.toutiao.com/i6629230372557160968/

https://www.toutiao.com/i6629186703523316237/
https://www.toutiao.com/i6629230372557160968/


3）成都旅游阔步迈向世界旅游名城——“全球旅行买家聚成

都”大型推广活动启动

https://www.toutiao.com/i6629283064461656584/

3）成都招募全球最萌职业——熊猫哄睡官，你准备好了吗？

http://www.365yg.com/i6629214620601025028/#mid=1578411

418228750

https://www.toutiao.com/i6629283064461656584/
http://www.365yg.com/i6629214620601025028/#mid=1578411418228750
http://www.365yg.com/i6629214620601025028/#mid=1578411418228750


5）熊猫、火锅、川剧变脸…… 10位推广大使全球传播成都

旅游

https://www.toutiao.com/i6629590400925434375/

6）成都旅游“借大熊猫”走世界

https://www.toutiao.com/a6635834115620864515/

https://www.toutiao.com/i662959040092543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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