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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概述

 精准针对活鲜水产细分行业，深化传播奥铃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传播期间，围绕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动力、服务、产品的优势以

及给用户带来的直接利益，进行了重点传播，并针活鲜水产运输产品的热销态势进行了持续放大，持续强化产品渗透力，进一步强化了奥

铃—中国轻卡领军品牌的地位。

 网红直播，丰富互动，多物料传播勒芒赛活鲜水产运输大师赛盛况：在邀请拥有百万级网红，对赛事进行直播，内容涵盖开赛仪式、赛手采

访、比赛实况、产品讲解、产品体验等各个环节，并通过赛手转发拍摄赛事视频的互动，以及大量的随手拍，让沧州活鲜水产大师赛更具网

络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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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沧州站传播1

指标 计划 实际 完成率

常规稿件撰写 3 3 100%

论坛稿撰写 1 1 100%

网络发布频次 230 230 100%

论坛发布频次 20 20 100%

海报 8 9 112%

漫画长图文 1 1 100%

长视频 1 1 100%

精剪视频 3 7 233%

随手拍 7 10 143%

问答发布频次 1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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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8月31日传播期

间，福田奥铃的百度搜索指

数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传

播期间出现2次高峰，搜索

指数高峰值分别达到2932、

5931，均值达688；

数说沧州站传播2—百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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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长视频——了不起的活鲜水产运输人

前往黄骅港进行实地拍摄，记录活鲜水产运输人的一天，通过感情饱满的文案

和专业的视频拍摄，用故事的形式展示活鲜水产运输人对大众生活的重要性，

表达奥铃对用户的深切关怀和了解，以及奥铃产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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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全方位直播概况

网红选择：百万级网红（119万粉丝）

 直播时长：8月17日、18日两天，计划直

播4小时，实际直播合计5小时以上。

 直播内容：活鲜水产大师赛比赛实况、开
赛仪式、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上市发
布会，进行全方位直播。

 直播环节：包括实况解说、赛手访问，
产品讲解，上车体验、发布会解说
各个环节。

 直播量达播放量：8月17日达121.4万，

18日播放量14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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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全方位直播内容展示

对活鲜水产大师赛比赛实况、开赛仪式、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上市发布会，进行全方位
直播，直播环节丰富，包括实况解说、赛手访问，产品讲解，上车体验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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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长图文—图文并茂展产品优势

图文并茂，通过一只梭

子蟹从大海到餐桌的故

事，传达出奥铃活鲜水

产一体化解决方的优势

和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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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海报全部结合水产品，更直观的展示奥铃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产品体系，文案
直接展示卖点，强化记忆。

海报全面聚焦产品卖点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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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产出倒计时海报热点海报

3张倒计时海报，精准结合二网需求，传达千万梦想峰会亮点。

短时间内快速产出台风救援海报1张，借社会新闻传递奥铃品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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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海报

2张冠军海报画面有所创新更具时

尚性，海报文案结合赛手特点和奥

铃活鲜水产运输车的卖点传递信息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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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安排充分有条理

在活鲜水产一体化解决方案上市发布

会后，对李总、康明斯、采埃孚、明

星客户、学生团体、经销商等进行采

访，采访11人次，覆盖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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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策划精剪视频7支，分别聚焦赛事实况、开赛仪式、活鲜水产一体化解

决方案 上市发布会，通过15秒的朋友圈短视频，第一时间扩散了发布会信息。

精剪短视频—重点覆盖、内容丰富、剪辑响应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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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芒赛比赛期间，发起互动活动，引导赛手拍摄、转发赛场视频和照片，赛手参与热情高，
15人得奖，朋友圈人均点赞量30+。取得了很好的互动效果，活鲜水产大师赛得到有
效传播。

与赛手进行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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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C工作人员

随手拍大赛点滴，

10支随手拍，

随手传播活动的

精彩瞬间】

10支随手拍多种形式，多方位记录活动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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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C工作人员携媒体前往黄骅港，进行实地拍摄，增加活鲜水产大师赛、活鲜水产一体

化解决方案上市发布会传播等代入感和场景化】

黄骅港实地拍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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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站参会媒体数为25家，总共发布原创稿件13

篇，发布54频次。

 物流商用车原创2篇（另在其他平台号配送23频

次）；中国卡车网原创2篇；卡车之友原创2篇；

润鼎商用车原创2篇；河北电视台车视界另在腾讯、

今日头条、微博、汽车之家等同步推送7频次。

与会媒体原创踊跃

原创发稿率≥50%

参会媒体原创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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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焦点图

活动期间，多家媒体对稿件进行了位置推送，其中焦点图露出10次。

物流商用车-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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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焦点图

今日商用车-首页 卡车之友-首页 第一商用车-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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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焦点图

商车邦-首页 运输人-首页 河北新闻网-首页



22

电视媒体发布

视频链接
一点号：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V_049ieuoM
易车：http://vc.yiche.com/vplay/641823.html
今日头条：https://www.ixigua.com/i6728957378974188046/

微博：
https://weibo.com/tv/v/I3Q7BbtFP?fid=1034:4409138214842688
车家号：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522658
天天快报：http://kuaibao.qq.com/s/20190825V0864F00
腾讯视频：http://v.qq.com/x/page/e0918nyp99j.html

河北电视台《车视界》报道

时长1分7秒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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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体发布

燕赵晚报

报道

沧州晚报

报道

每日新报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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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稿件精华帖

本次论坛传播共发布20频次，其中有4篇是精华帖。

西祠胡同精华帖：“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天下论坛经话题：“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苏友论坛精华帖：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广东论坛精华帖：“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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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签到表

本次邀请25家媒体（24家实际参会），28名记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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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朋友圈发布

多家媒体人朋友圈多轮发布，共计露出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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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传播汇总-原创

序号 媒体名称 渠道 发布时间 发布标题 发布链接 位置

1

物流商用车

微信公众号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s://mp.weixin.qq.com/s/qQIWRrRMqWWgQLx
4AIEnpw

2 网站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一“案”
搞定？

http://www.156cv.com/articles/3285 焦点图

3 第一物流网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134-1.html

4 今日头条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toutiao.com/item/6726746395258126852/

5 微博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t.cn/AiQA6B1n

6 百度百家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baijiahao.baidu.com/builder/preview/s?id=1
642273536634240574

7 一点资讯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yoz6GF

8 汽车之家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481521

9 新浪客户端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k.sina.com.cn/article_1970687537_75764e3
100100gn5h.html?from=auto

10 搜狐客户端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s://www.sohu.com/a/334759456_100140086

11 腾讯天天快报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kuaibao.qq.com/s/20190819A0BZHK00

12 网易客户端 8月19日
“吃货经济”背后的活鲜运输之痛，奥铃如何
一“案”搞定？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MURIS48052
7UPT7.html

http://www.156cv.com/articles/3285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134-1.html
http://toutiao.com/item/6726746395258126852/
http://t.cn/AiQA6B1n
http://baijiahao.baidu.com/builder/preview/s?id=1642273536634240574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yoz6GF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481521
http://k.sina.com.cn/article_1970687537_75764e3100100gn5h.html?from=auto
https://www.sohu.com/a/334759456_100140086
http://kuaibao.qq.com/s/20190819A0BZHK00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MURIS480527UPT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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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传播汇总-原创

序号 媒体名称 渠道 发布时间 发布标题 发布链接 位置

13

物流商用车

网站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www.156cv.com/articles/3364 焦点图

14 第一物联网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260-1.html

15 今日头条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s://www.toutiao.com/i67305734237449098
31/

16 百度百家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985.so/b5cN

17 一点资讯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N4w54v
m

18 汽车之家 8月30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5587
20

19 趣头条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html2.qktoutiao.com/detail/2019/08/29/
1417760408.html

20 网易客户端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PD4ATF0
527UPT7.html

21 新浪客户端 8月30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k.sina.com.cn/article_1970687537_75764
e3100100gtji.html?from=auto

22 搜狐客户端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s://www.sohu.com/a/337365877_10014008
6

23 大风号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s://feng.ifeng.com/c/7pXO2YaKtfC

24 微信公众号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s://mp.weixin.qq.com/s/wYFQBA1PZJ9DK8y
Q4UdlRA

25 腾讯天天快报 8月29日 奥铃的“快”哲学 http://kuaibao.qq.com/s/20190829A0R9V200

http://www.156cv.com/articles/3364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260-1.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730573423744909831/
http://985.so/b5cN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N4w54vm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558720
http://html2.qktoutiao.com/detail/2019/08/29/1417760408.html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PD4ATF0527UPT7.html
https://www.sohu.com/a/337365877_100140086
https://feng.ifeng.com/c/7pXO2YaKtfC
https://mp.weixin.qq.com/s/wYFQBA1PZJ9DK8yQ4UdlRA
http://kuaibao.qq.com/s/20190829A0R9V200


29

参会媒体传播汇总-原创

序号 媒体名称 渠道 发布时间 发布标题 发布链接 位置

26 卡车新势力 微信公众号 8月19日
开货车该怎么赚钱？水产运输司机老张的解
惑之路

https://mp.weixin.qq.com/s/VvIekQ3M3UZdwj3D0
OVXyQ

27 第一商用车 微信公众号 8月19日
奥铃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登陆京津冀 中
国轻卡实况挑战大师赛鏖战沧州

https://mp.weixin.qq.com/s/99q-
0fT45en4XdR5zhCnqQ

28
中国卡车网

网站 8月19日
鲜活水产运输“功守道” 看福田奥铃如何摸
爬滚打

http://www.chinatruck.org/news/201908/11_85103
.html

文字链

29 网站 8月19日
50万公里无大修 "水产运输能手"任大海与
奥铃的信赖之情

http://www.chinatruck.org/news/201908/11_85102
.html

文字链

30
卡车之友

微信公众号 8月19日
守望幸福，奥铃小伙的“鲜”运之路 | 卡车
之友网

https://mp.weixin.qq.com/s/YMzGlmCqo68tPL71O
Puo7w

31 微信公众号 8月20日
打通鲜运大动脉，福田奥铃让你吃到“新鲜”
| 卡车之友网

https://mp.weixin.qq.com/s/mn6x4d4yxBdzD2z8AF
CMcQ

32

商用汽车新闻

网站 8月20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http://www.cvnews.com.cn/portal.php?mod=view
&mobile=yes&aid=64304&$page=

33 网站 8月22日 保证“活”“鲜”，奥铃方案再次领先一步
http://www.cvnews.com.cn/portal.php?mod=view
&mobile=yes&aid=64374&$page=

文字链

34

今日商用车

网站 8月22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www.tcv360.com/tj/yc/2019-08-
22/7649.html

35 今日头条 8月23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s://www.toutiao.com/i6728218087738311171/

36 懂车帝 8月23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985.so/b5cZ

37 网易客户端 8月23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90GSJ10527
VV69.html

38 搜狐客户端 8月23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s://www.sohu.com/a/335828287_100161829

39 汽车之家 8月23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510990

40 趣头条 8月23日 看图卖车！谁这么“奥”娇？
http://html2.qktoutiao.com/detail/2019/08/23/206
02630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vIekQ3M3UZdwj3D0OVXyQ
https://mp.weixin.qq.com/s/99q-0fT45en4XdR5zhCnqQ
http://www.chinatruck.org/news/201908/11_8510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YMzGlmCqo68tPL71OPuo7w
https://mp.weixin.qq.com/s/mn6x4d4yxBdzD2z8AFCMcQ
http://www.cvnews.com.cn/portal.php?mod=view&mobile=yes&aid=64374&$page=
http://www.tcv360.com/tj/yc/2019-08-22/7649.html
https://www.toutiao.com/i6728218087738311171/
http://985.so/b5cZ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90GSJ10527VV69.html
https://www.sohu.com/a/335828287_100161829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510990
http://html2.qktoutiao.com/detail/2019/08/23/2060263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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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媒体传播汇总-原创

序号 媒体名称 渠道 发布时间 发布标题 发布链接 位置

41

润鼎商用车

网站 8月21日
跟上冠军脚步太难？先get“冠军同款”
奥铃才是正经事

http://www.rdcvw.com/article-2739-
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文字链

42 微信公众号 8月21日
跟上冠军脚步太难？先get“冠军同款”
奥铃才是正经事

https://mp.weixin.qq.com/s/O43p9eSmQlRRAmbMl
vNpvg

43 微信公众号 8月22日
原创 | 皮皮虾快上车！跟着奥铃，
“鲜”！

https://mp.weixin.qq.com/s/D5cyaT-
vMzyLvjN0jCApdg

44 燕赵都市报 网站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
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yzqcw.com/article-8639-1.html

45 燕赵晚报 报纸 8月21日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大师赛沧州启幕
http://yzwb.sjzdaily.com.cn/html/2019-
08/21/node_63.htm

46 河北交通广播 电台 8月20日 —— 已发布 40秒

47 沧州晚报 报纸 8月20日
行业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望着之战沧州上演

已发布

48 每日新报 报纸 8月22日 奥铃发布水产运输一体化方案
http://epaper.tianjinwe.com/mrxb/mrxb/2019-
08/22/content_42225.htm

49

河北电视台车视界

一点资讯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
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z48eDU

50 微博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
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0
7082798415904

51 今日头条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
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www.toutiao.com/i6726838420057883143/

52 汽车之家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
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484178

53 易车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
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news.bitauto.com/hao/wenzhang/30610703

54 腾讯视频 8月25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
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v.qq.com/x/page/e0918nyp99j.html 67秒

http://www.rdcvw.com/article-2739-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O43p9eSmQlRRAmbMlvNpvg
https://mp.weixin.qq.com/s/D5cyaT-vMzyLvjN0jCApdg
http://www.yzqcw.com/article-8639-1.html
http://yzwb.sjzdaily.com.cn/html/2019-08/21/node_63.htm
http://epaper.tianjinwe.com/mrxb/mrxb/2019-08/22/content_42225.htm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z48eDU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07082798415904
https://www.toutiao.com/i6726838420057883143/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484178
http://news.bitauto.com/hao/wenzhang/30610703
https://v.qq.com/x/page/e0918nyp99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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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物流网 网站 8月19日
发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福田奥铃
深耕细分领域鲜人一步

http://www.56nev.com/m/view.php?aid=2425&fro
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焦点图

56 润鼎商用车 网站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
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www.rdcvw.com/article-2710-
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文字链

57 卡车新势力 网站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
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www.cvpower.cn/html/1/159/151/652.html?
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文字链

58 物流商用车 网站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
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www.156cv.com/articles/3284 焦点图

59 商车邦 网站 8月19日
发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福田奥铃
深耕细分领域鲜人一步

http://www.cvzone.com.cn/article/detail/id/3588 焦点图

60 第一商用车 网站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cvworld.cn/news/truck/qingka/190819
/165405.html

焦点图

61 今日商用车 网站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tcv360.com/kc/wxk/2019-08-
19/7628.html

焦点图+文字
链

62 运输人 网站 8月19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
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www.yunshuren.com/article-19897.html
焦点图+文字

链

63 卡车之友 网站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
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wap.ecv360.com/wap/detail/48320.html
焦点图+文字

链

64

方得网

微信公众号 8月19日
福田奥铃推出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定制化内容“鲜”在哪？

https://mp.weixin.qq.com/s/_s9_fjaFVsY3HIPD8XFh
NQ

65 网站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m.find800.cn/index.php?m=wap&c=index&
a=show&catid=46&id=126718&from=singlemess
age

文字链

66 卡车之家 网站 8月19日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在沧州上演
http://www.360che.com/news/190819/115824.htm
l

67 老路说车 太平洋汽车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s://m.pcauto.com.cn/x/1775/17758307.html?fr
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68 河北新闻网 网站 8月19日
活鲜速运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
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auto.hebnews.cn/2019-
08/19/content_7451481.htm?from=singlemessage
&isappinstalled=0

焦点图

69 商用汽车新闻 图片新闻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
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985.so/b5dq

http://www.56nev.com/m/view.php?aid=2425&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rdcvw.com/article-2710-1.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cvpower.cn/html/1/159/151/652.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156cv.com/articles/3284
http://www.cvzone.com.cn/article/detail/id/3588
http://www.cvworld.cn/news/truck/qingka/190819/165405.html
http://www.tcv360.com/kc/wxk/2019-08-19/7628.html
http://www.yunshuren.com/article-19897.html
http://wap.ecv360.com/wap/detail/4832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s9_fjaFVsY3HIPD8XFhNQ
http://m.find800.cn/index.php?m=wap&c=index&a=show&catid=46&id=126718&from=singlemessage
http://www.360che.com/news/190819/115824.html
https://m.pcauto.com.cn/x/1775/17758307.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auto.hebnews.cn/2019-08/19/content_7451481.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985.so/b5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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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中国卡车网 网站 8月21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m.chinatruck.org/news/91_85150.html

71 长城网 网站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auto.hebei.com.cn/system/2019/08/19/10
0016967.shtml

文字链

72 太平洋汽车网 网站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
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s://m.pcauto.com.cn/x/1775/17758307.html?
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73

天津网

今日头条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s://www.toutiao.com/a672676740918257307
0/

74 天津视窗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www.itjsc.com/html/qiche/2019/08194925
9.html

焦点图

75 腾讯客户端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19A0DJP400
?shareto=wx

76 腾讯天天快报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985.so/b5dB

77 网易客户端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s://c.m.163.com/news/a/EMUUNPN20518U6
L3.html?spss=newsapp

78 搜狐客户端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3g.k.sohu.com/t/n386704827?showType=
&sf_a=weixin

79 汽车之家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
方案登陆河北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48154
7

http://m.chinatruck.org/news/91_85150.html
http://auto.hebei.com.cn/system/2019/08/19/100016967.shtml
https://m.pcauto.com.cn/x/1775/17758307.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toutiao.com/a6726767409182573070/
http://www.itjsc.com/html/qiche/2019/081949259.html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19A0DJP400?shareto=wx
https://c.m.163.com/news/a/EMUUNPN20518U6L3.html?spss=newsapp
http://3g.k.sohu.com/t/n386704827?showType=&sf_a=weixin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448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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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天津在线

爱卡号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aikahao.xcar.com.cn/item
/134575.html

81 一点资讯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985.so/b5dF

82 今日头条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985.so/b5dG

83 东方号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nett.baike.com/d/1908191
91717431.html?

84 搜狐客户端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3g.k.sohu.com/t/n3867785
02?showType=&sf_a=weixin

85 新浪客户端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s://k.sina.cn/article_21214
44271_7e72abaf00100ovcv.html?

86 人民日报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
le/rmh6628407/rmh6628407

87 易车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985.so/b5dL

88 百度百家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
d=1642293137702788932&wfr=spide
r&for=pc

89 凤凰客户端 8月19日
福田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河北沧
州上演 http://985.so/b5dr

http://aikahao.xcar.com.cn/item/134575.html
http://3g.k.sohu.com/t/n386778502?showType=&sf_a=weixin
https://k.sina.cn/article_2121444271_7e72abaf00100ovcv.html?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6628407/rmh662840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293137702788932&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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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外围传播-焦点图/文字链

武汉热网中国企业网

河北新闻网 苏州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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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外围传播-焦点图/文字链

TOM 中国汽车消费网 杭州热线

环球卡车网 环球汽车网 第一物联网



37

新闻稿外围传播—汇总列表

序号 属性 媒体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标题 发布链接 位置

1 全国 凤凰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biz.ifeng.com/c/7pGbn6gGaga

2 全国 新浪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h.auto.sina.com.cn/bdcs/2019-08-19/detail-ihytcitn0267119.shtml

3 全国 中国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business.china.com.cn/2019-08/19/content_40867553.html

4 全国 中国消费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www.ccn.com.cn/html/news/xiaofeizixun/2019/0820/470211.html?1566
274605

5 全国 慧聪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info.service.hc360.com/2019/08/191531587664.shtml

6 全国 中青在线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auto.cyol.com/content/2019-08/19/content_18118028.htm

7 全国 中华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m.tech.china.com/redian/2019/0819/348471.html

8 全国 中国企业新闻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xf.cenn.com/info/nid_164864.html

9 全国 中国企业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www.iuechina.com/news/zixun/shangx/37646.html 频道首页

10 全国 中国经济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tech.ce.cn/cjzx/201908/19/t20190819_32948271.shtml

11 全国 北青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finance.ynet.com/2019/08/19/2021575t632.html

12 全国 中国日报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1908/20/WS5d5b710da31099ab995da75
f.html

13 全国 TOM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news.tom.com/201908/4735166530.html 频道首页

14 全国 和讯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henan.hexun.com/2019-08-20/198265201.html

15 汽车垂直 环球汽车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www.huanqiuauto.com/news/20190819/1227849_1.html 频道首页

16 汽车垂直 汽车之家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www.autohome.com.cn/news/201908/100240868.html

17 汽车垂直 中国汽车消费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inf.315che.com/n/2019_08/1839707/ 频道首页

18 汽车垂直 车讯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www.chexun.com/2019-08-19/110018967.html

19 汽车垂直 太平洋汽车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s://www.pcauto.com.cn/qcbj/1774/17744498.html

20 汽车垂直 爱卡汽车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
演

http://newcar.xcar.com.cn/nanjing/201908/news_203410457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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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汽车垂直 网上车市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cheshi.com/20190820/3202028.shtml

22 汽车垂直 中国汽车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3178.com.cn/jj/2019/0820/4848.html

23 汽车垂直 环球卡车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eotruck.com/show-6-6303-1.html 频道首页

24 行业垂直 中华物流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zhwlw.com.cn/news/view_news.asp?lbid=3&id=131839
&lb=%C3%BD%CC%E5%D7%A8%CC%E2

25 行业垂直 第一物流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155-1.html 频道首页

26 行业垂直 中国物流与采购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chinawuliu.com.cn/zixun/201908/20/343328.shtml

27 行业垂直 中国物通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chinawutong.com/wlzx/wlzx/wlkx/201908/58539.html

28 行业垂直 商用车之家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cvc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0685

29 行业垂直 中国物流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cnw56.com/viechle/qingka/1118.shtml

30 河北 河北生活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hebei.lifewang.net/html/kuaixun/2019/0819/148.html

31 河北 河北新闻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hebei.zhyxw.com.cn/cjdt/2019/0819/1138.html 频道首页

32 上海 上海在线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shzx.com/html/201908/19/140214504.htm

33 上海 上海热线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s://rich.online.sh.cn/content/2019-08/19/content_9368580.htm

34 上海 东方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auto.eastday.com/a/n190819152440926.html

35 江苏 江苏都市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jsdsw.com.cn/jsnews/20190821204797.html

36 江苏 江苏新闻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jsr.org.cn/info/html/2019/8/27775.htm

37 江苏 中国江苏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economy.jschina.com.cn/rddt/201908/t20190819_2371881.s
html

38 南京 龙虎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finance.longhooo.net/content-/2019/0819/4346.html

39 南京 南京在线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025002.com/news/local/5139497.html

40 江苏 苏北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jsnol.com/local/20190819/13373.html

http://www.chinawuliu.com.cn/zixun/201908/20/343328.shtml
http://www.cvchome.com/news/show.php?itemid=40685
http://www.jsdsw.com.cn/jsnews/20190821204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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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江苏 江苏快讯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jsdushi.net/2019/0819/248384.shtml 频道首页

42 杭州 红商网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redsh.com/ppnews/20190819/165020.shtml

43 安徽 安徽热线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rx365.cn/biz/20190819/54227.html

44 北京 千龙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qndj.qianlong.com//show/18/154713-0.html

45 杭州 杭州热线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hzlo.com/html/201908/20/145725987.htm 频道首页

46 安徽 中国安徽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chinaah.cn/news/yymq/2019/0820/7252.html

47 广东 广州新闻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gzxxww.com/html/finance/20190820/45127.shtml

48 广东 佛山经济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foshance.com/car/2019/0820/807.html

49 广东 深圳热线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think.szonline.net/contents/20190820/081620190874308.html

50 广东 深圳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0755.net/news/newsshow-136777.html

51 广东 深圳之窗
8月20日

发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福田奥铃深耕细分领域鲜人一步 http://www.szwindow.cn/2019/0820/204781.html

52 河南 河南新闻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xz7.cn/caijing/2019/0820/16989.html

53 河南 河南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he-nan.com.cn/szb/2019/0820/1968.html

54 湖南 中国湖南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hn.3news.com.cn/xwzx/guonei/2019/0820/3209.html

55 湖北 汉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cnhan.com/html/biz/20190820/1044201.htm

56 湖北 楚北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hbsztv.com/baiye/jjdt/2019/0820/788199.html

57 湖北 武汉热线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whonlines.cn/article/20190820/358850.html 频道首页

58 湖北 湖北汽车网
8月20日

发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福田奥铃深耕细分领域鲜人一步 http://www.hubatuo.cn/2019/0820/117710.html

59 广西 中国广西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gx.3news.com.cn/xwzx/guonei/2019/0820/2848.html

60 广西 广西新闻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guangxi.zhyxw.com.cn/cjdt/2019/0820/1141.html

http://news.jsdushi.net/2019/0819/248384.shtml
http://www.rx365.cn/biz/20190819/54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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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云南 云南经济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yndtjj.com/qiche/20190820/37425.html

62 重庆 重庆晚报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news.cqwbw.net/jiaodian/2019/0820/3867.html

63 山东 大众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1908/t20190820_170547
89.htm

64 山东 青岛新闻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auto.qingdaonews.com/content/2019-
08/20/content_20153283.htm

65 山东 山东都市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sd.43710.com/xinwenzhongxin/2019/0820/53.html

66 东北 中国东北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dongbeicn.com/gn/2019/0820/2717.html

67 株洲 株洲传媒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zzbtv.com/newlife/shzx/2019-
08/20/cms172343article.shtml

68 黑龙江 黑龙江在线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hlj.zgonline.cc/html/kuaixun/2019/0820/133.html

69 黑龙江 辽宁盘锦网
8月20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www.lnpj.cn/html/2019/caijing_0820/3162.html

70 黑龙江 黑龙江热线
8月20日

发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 福田奥铃深耕细分领域鲜人一步 http://www.hljrx.com.cn/shtml/201908/35899020.html

71 APP 今日头条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www.toutiao.com/i6726760248448664071/

72 APP 百度百家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2274934478397516

73 APP 一点资讯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yprdOK

74 APP 搜狐新闻客户端
8月19日

行业首发活鲜水产运输解决方案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王者之战沧州上演 https://www.sohu.com/a/334765062_120086639

75 APP 网易新闻客户端
8月19日

活鲜速运 鲜人一步 奥铃活鲜水产运输一体化解决方案登陆河北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MUSAV6Q054629NG.html

76 APP 今日头条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toutiao.com/i6727085153367097868/

77 APP 今日头条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toutiao.com/i6727074674678694403/

78 APP 今日头条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toutiao.com/i6727085489846780427/

79 APP 今日头条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zMzvlE

80 APP 一点资讯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zPPd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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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PP 一点资讯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zMXgYR

82 APP 搜狐新闻客户端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www.sohu.com/a/334980508_120086612

83 APP 凤凰新闻客户端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21A

07FVL00

84 APP UC头条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mparticle.uc.cn/article.html?uc_param_str=

frdnsnpfvecpntnwprdssskt&wm_aid=10de0188dd

1f4b5da0a7b8b92365e9c6

85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20日

细分行业 场景化定制赛事 奥铃活鲜水

产行业挑战大师赛火爆沧州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20A06T3L00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21A07FVL00


42

用户稿外围传播-焦点图／文字链

中国企业新闻网 中国企业网中国汽车消费网

多家媒体对稿件进行了位置推送，其中位置推荐露出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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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经济网 苏北网 慧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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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稿外围传播-焦点图／文字链

河北新闻网 环球卡车网

环球汽车网 中国物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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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 凤凰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auto.ifeng.com/beijing/shangqing/2019/0829/397535.shtml

2 全国 和讯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shandong.hexun.com/2019-08-29/198378787.html

3 全国 中国日报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1908/29/WS5d67931ba31099ab995dc
aae.html

4 全国 中国消费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cn.com.cn/html/news/xiaofeizixun/2019/0829/471996.html

5 全国 慧聪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info.service.hc360.com/2019/08/291400589065.shtml 频道首页

6 全国 中华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m.tech.china.com/redian/2019/0829/356065.html

7 全国 中国企业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xf.cenn.com/info/nid_165196.html 频道首页

8 全国 中国企业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finance.zqcn.com.cn/html/tech/20190829/42299.html 频道首页

9 全国 中国经济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city.ce.cn/cjzx/201908/29/t20190829_6865570.shtml

10 全国 北青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finance.ynet.com/2019/08/29/2044759t632.html

11 汽车垂直 爱卡汽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car.xcar.com.cn/nanjing/201908/news_203411000_1.html

12 汽车垂直 太平洋汽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www.pcauto.com.cn/qcbj/1788/17885528.html

13 汽车垂直 车讯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hexun.com/2019-08-29/110047891.html

14 汽车垂直 环球汽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huanqiuauto.com/news/20190829/1228348_1.html 频道首页

15 汽车垂直 中国汽车消费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inf.315che.com/n/2019_08/1856472/ 频道首页

16 汽车垂直 网上车市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cheshi.com/20190829/3206645.shtml

17 汽车垂直 中国汽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3178.com.cn/jj/2019/0829/4867.html

18 汽车垂直 环球卡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eotruck.com/show-6-6356-1.html 频道首页

19 行业垂直 第一物流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265-1.html

20 行业垂直 中国物通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chinawutong.com/wlzx/wlzx/wlkx/201908/58556.html 频道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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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业垂直 商用汽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shangyongqiche.com/plat/newsview.aspx?id=1504

22 行业垂直 中国物流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nw56.com/viechle/qingka/1153.shtml

23 北京 千龙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qndj.qianlong.com//show/18/156152-0.html

24 河北 河北生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hebei.lifewang.net/html/kuaixun/2019/0829/149.html

25 河北 河北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hebei.news0.com.cn/html/hongguan/2019/0829/157.html 频道首页

26 上海 上海在线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shzx.com/html/201908/29/140642422.htm

27 上海 上海热线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rich.online.sh.cn/content/2019-08/29/content_9377403.htm

28 上海 东方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money.eastday.com/2019/08/156756.html

29 江苏 江苏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jsr.org.cn/info/html/2019/8/27838.htm

30 江苏 中国江苏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economy.jschina.com.cn/rddt/201908/t20190829_2378631.shtml

31 南京 龙虎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finance.longhooo.net/content-/2019/0829/4355.html

32 南京 南京在线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025002.com/news/local/5140471.html

33 江苏 苏北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jsnol.com/local/2019/0829/14018.html 频道首页

34 江苏 江苏快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jsdushi.net/life/2019/0829/248887.shtml

35 杭州 红商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redsh.com/ppnews/20190829/150446.shtml

36 安徽 安徽热线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rx365.cn/biz/20190829/54437.html

37 安徽 合肥热线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hefei.cc/hyzixun/zixun/2019/0829/8447.html

38 广州 广州在线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020.net/article/article_90588.html

39 广州 广州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gzxxww.com/html/news/20190829/45412.shtml

40 佛山 佛山经济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foshance.com/car/2019/0829/809.html 频道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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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深圳 深圳热线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think.szonline.net/contents/20190829/082820190876809.html

42 深圳 深圳之窗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city.shenchuang.com/city/20190829/1503518.shtml

43 河南 河南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xz7.cn/caijing/2019/0829/16994.html

44 河南 河南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he-nan.com.cn/szb/2019/0829/1976.html

45 湖北 汉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nhan.com/html/biz/20190829/1045872.htm

46 广西 中国广西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gx.3news.com.cn/xwzx/guonei/2019/0829/2853.html

47 四川 四川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gz.newssc.org/system/20190829/002745229.htm

48 重庆 重庆晚报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news.cqwbw.net/jiaodian/2019/0829/3895.html

49 山东 大众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1908/t20190829_17071123.htm

50 山东 青岛新闻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auto.qingdaonews.com/content/2019-08/29/content_20153343.htm

51 山东 山东都市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sd.zhongguocity.cn/shenghuo/2019/0829/38.html

52 东北 中国东北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dongbeicn.com/gn/2019/0829/2722.html

53 东北 辽宁盘锦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lnpj.cn/html/2019/caijing_0829/3169.html

54 东北 北国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hangjie.lnd.com.cn/gundong/2019-08-29/297374.html

55 株洲 株洲传媒网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zzbtv.com/newlife/shzx/2019-08/29/cms173101article.shtml

56 长春 长春在线
8月30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crxw.cn/fgs/20190830290575.html

57 大连 大连热线
8月30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dlrx.net/2019/0830/207006.html

58 长春 长春信息港
8月30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ccLyt.com/zui/2019/0818731330.html

59 吉林 吉林视窗
8月30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jlcsc.cn/bc/20190830290570.html

60 黑龙江 黑龙江热线
8月30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hljrx.com.cn/shtml/201908/36243030.html

http://www.lnpj.cn/html/2019/caijing_0829/3169.html
http://www.ccrxw.cn/fgs/20190830290575.html
http://www.dlrx.net/2019/0830/207006.html
http://www.cclyt.com/zui/2019/0818731330.html
http://www.jlcsc.cn/bc/20190830290570.html
http://www.hljrx.com.cn/shtml/201908/36243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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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APP 今日头条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https://www.toutiao.com/i6730156079872754188/

62 APP 今日头条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www.toutiao.com/i6730471209420456455/

63 APP 百度百家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
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89193432289063
37934%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64 APP 一点资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N4fZoaT

65 APP 一点资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N4fkGNS

66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new.qq.com/omn/20190829A0DYHT00

67 APP 网易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OLJBDJ05493WS9.html

68 APP 网易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OLKB54054943MM.html

69 APP UC头条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mparticle.uc.cn/article.html?uc_param_str=frdnsnpfvecpntnwprd
ssskt&wm_aid=fa0fc8915fa348a7bc67f3b8d3a125af

70 APP UC头条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mparticle.uc.cn/article.html?uc_param_str=frdnsnpfvecpntnwprd
ssskt&wm_aid=201a24cb503842d19f8853292e2cab25

71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29A0E01P00

72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30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new.qq.com/omn/20190830A0DX8C00

73 APP 搜狐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www.sohu.com/a/337274528_100245812

74 APP 搜狐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s://www.sohu.com/a/337279493_120086823?spm=smpc.author.fd-
d.1.1567063234098az3GAS6

75 APP 搜狐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13年实力见证活鲜运输“老炮儿”教你选好车
http://www.sohu.com/a/337280795_100245595?spm=smpc.author.fd-
d.1.1567063264071GAoED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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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稿外围传播-焦点图/文字链

环球汽车网 中国企业网 汉网

多家媒体对稿件进行了位置推送，其中位置推荐露出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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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稿外围传播-焦点图/文字链

中国物流网青岛新闻网 中国物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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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稿外围传播-文字链

重庆晚报网 深圳之窗

长春在线 中国汽车消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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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 和讯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henan.hexun.com/2019-08-29/198378565.html

2 全国 中国日报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1908/29/WS5d67946fa3
1099ab995dcadc.html

3 全国 中国消费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cn.com.cn/html/news/xiaofeizixun/2019/0829/47
1975.html

4 全国 慧聪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info.service.hc360.com/2019/08/291325589060.shtml

5 全国 中青在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auto.cyol.com/content/2019-
08/29/content_18134929.htm

6 全国 中华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m.tech.china.com/redian/2019/0829/355896.html

7 全国 中国企业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xf.cenn.com/info/nid_165188.html

8 全国 中国企业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finance.zqcn.com.cn/html/tech/20190829/42300.html 频道首页

9 全国 中国经济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city.ce.cn/cjzx/201908/29/t20190829_6865562.shtml

10 全国 北青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finance.ynet.com/2019/08/29/2044390t632.html

11 全国 凤凰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auto.ifeng.com/beijing/shangqing/2019/0829/397536.s
html

12 汽车垂直 环球汽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huanqiuauto.com/news/20190829/1228347_1.ht
ml

频道首页

13 汽车垂直 中国汽车消费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inf.315che.com/n/2019_08/1856471/ 频道首页

14 汽车垂直 车讯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hexun.com/2019-08-29/110047383.html

15 汽车垂直 太平洋汽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www.pcauto.com.cn/qcbj/1788/17885529.html

16 汽车垂直 爱卡汽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car.xcar.com.cn/nanjing/201908/news_203410999_
1.html

17 汽车垂直 网上车市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cheshi.com/20190829/3206640.shtml

18 汽车垂直 中国汽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3178.com.cn/jj/2019/0829/4866.html

19 汽车垂直 环球卡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eotruck.com/show-6-6355-1.html

20 汽车垂直 第一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www.iautos.cn/news/137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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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业垂直 第一物流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n156.com/article-97266-1.html

22 行业垂直 中国物通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chinawutong.com/wlzx/wlzx/wlkx/201908/58554.ht
ml

频道首页

23 行业垂直 中国物流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nw56.com/viechle/qingka/1152.shtml 频道首页

24 河北 河北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hebei.news0.com.cn/html/hongguan/2019/0829/1
56.html

25 上海 上海在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shzx.com/html/201908/29/140558785.htm

26 上海 上海热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rich.online.sh.cn/content/2019-
08/29/content_9377378.htm

27 上海 东方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money.eastday.com/2019/08/156734.html

28 江苏 江苏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jsr.org.cn/info/html/2019/8/27837.htm

29 江苏 中国江苏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economy.jschina.com.cn/rddt/201908/t20190830_23790
83.shtml

30 南京 龙虎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finance.longhooo.net/content-/2019/0829/4356.html

31 南京 南京在线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025002.com/news/local/5140470.html

32 江苏 苏北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jsnol.com/local/2019/0829/14017.html

33 江苏 江苏快讯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jsdushi.net/life/2019/0829/248886.shtml

34 杭州 红商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redsh.com/ppnews/20190829/144840.shtml

35 合肥 合肥热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hefei.cc/hyzixun/zixun/2019/0829/8446.html

36 广州 广州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gzxxww.com/html/news/20190829/45410.shtml

37 广州 广州在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020.net/article/article_90586.html

38 佛山 佛山经济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foshance.com/car/2019/0829/808.html

39 深圳 深圳热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think.szonline.net/contents/20190829/082820190876763
.html

40 深圳 深圳之窗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city.shenchuang.com/city/20190829/15035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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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稿外围传播—汇总列表

序号 类型 媒体 日期 稿件标题 发布链接 位置

41 河南 河南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xz7.cn/caijing/2019/0829/16993.html

42 河南 河南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he-nan.com.cn/szb/2019/0829/1975.html

43 湖南 中国湖南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hi.3news.com.cn/xwzx/guonei/2019/0829/4974.html

44 湖北 汉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nhan.com/html/biz/20190829/1045858.htm 频道首页

45 广西 中国广西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gx.3news.com.cn/xwzx/guonei/2019/0829/2852.html

46 四川 四川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gz.newssc.org/system/20190829/002745231.htm

47 重庆 重庆晚报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news.cqwbw.net/jiaodian/2019/0829/3893.html 频道首页

48 山东 大众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eifang.dzwww.com/mshshh/201908/t20190829_1707
1126.htm

49 山东 青岛新闻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auto.qingdaonews.com/content/2019-
08/29/content_20153339.htm 频道首页

50 山东 山东都市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sd.zhongguocity.cn/shenghuo/2019/0829/37.ht
ml

51 东北 中国东北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dongbeicn.com/gn/2019/0829/2721.html

52 东北 辽宁盘锦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lnpj.cn/html/2019/caijing_0829/3168.html

53 株洲 株洲传媒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zzbtv.com/newlife/shzx/2019-
08/29/cms173100article.shtml

54 黑龙江 黑龙江在线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hlj.zgonline.cc/html/kuaixun/2019/0829/134.html

55 东北 北国网
8月29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hangjie.lnd.com.cn/gundong/2019-08-
29/297329.html

56 长春 长春在线
8月30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crxw.cn/fgs/20190830290574.html

57 大连 大连热线
8月30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dlrx.net/2019/0830/207004.html

58 长春 长春信息港
8月30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ccLyt.com/zui/2019/0818731130.html

59 吉林 吉林视窗
8月30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jlcsc.cn/bc/20190830290568.html

60 黑龙江 黑龙江热线
8月30日

7月逆势增长57%!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www.hljrx.com.cn/shtml/201908/36242830.html

http://www.ccrxw.cn/fgs/20190830290574.html
http://www.dlrx.net/2019/0830/207004.html
http://www.cclyt.com/zui/2019/0818731130.html
http://www.jlcsc.cn/bc/20190830290568.html
http://www.hljrx.com.cn/shtml/201908/362428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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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APP 今日头条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www.toutiao.com/i6730469133688766
987/

62 APP 百度百家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
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
xt=%7B%22nid%22%3A%22news_904724181
8760437140%22%2C%22sourceFrom%22%3A
%22bjh%22%7D

63 APP 一点资讯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N4etJm
1

64 APP 天天快报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kuaibao.qq.com/s/20190829A0DJTH00

65 APP 网易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NOKUOR
N05493WS9.html

66 APP UC头条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mparticle.uc.cn/article.html?uc_param_
str=frdnsnpfvecpntnwprdssskt&wm_aid=9eaa
438357fb4a63a5d506aca3b41157

67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view.inews.qq.com/a/20190829A0DO
DR00

68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29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https://new.qq.com/omn/20190828A0
O9YO00

69 APP 腾讯新闻客户端
8月30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new.qq.com/omn/20190830A0DZVM0
0

70 APP 今日头条
8月30日

福田奥铃再出细分市场“杀手锏” 决战下半年市场
https://www.toutiao.com/i6730844337678057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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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稿传播—效果帖展示

天下论坛苏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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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稿传播—效果帖展示

广东论坛 西祠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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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稿传播—汇总列表

序号 名称 标题 链接 备注

1 苏友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bbs.suyo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615&extra= 加精

2 广东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www.gdtth.com/thread-533772-1-1.html 加精

3 西祠胡同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www.xici.net/d250639844.htm 加精

4 天下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www.abctt.com/read.php?tid=10403448&ds=1 加精

5 天涯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bbs.tianya.cn/list-cars-1.shtml

6 大众点评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s://s.dianping.com/topic/55507540

7 豆瓣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50247867/

8 中华贴吧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zhtieb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386&extra=

9 百度贴吧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s://tieba.baidu.com/p/6233675315

10 爱卡汽车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rebuild=true&tid=91200331&post=226&extra=

11 太平洋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s://bbs.pcauto.com.cn/topic-20234755.html

12 京华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bbs.qianlong.com/thread-11122861-1-1.html

13 北京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www.hupub.com/thread-7632673-1-1.html

14 京生活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jingshh.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180&extra=

15 大邦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dabng.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655&extra=

16 活力上海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hlshanghai.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134&extra=

17 华声论坛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fid=115&tid=8989725&extra=page%3D1&frombbs=1

18 小鱼网泉州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bbs.qz.xmfish.com/read-htm-tid-2818045-ds-1.html

19 热车E线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rechee.top/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59&extra=

20 法拉第汽车 奥铃卡车好服务很满意，看了新款奥铃大黄蜂很不错 https://faraday91.com/thread-227408-1-1.html

http://bbs.suyo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615&extra=
http://www.gdtth.com/thread-533772-1-1.html
http://www.xici.net/d250639844.htm
http://www.abctt.com/read.php?tid=10403448&ds=1
http://bbs.tianya.cn/list-cars-1.shtml
https://s.dianping.com/topic/55507540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50247867/
http://zhtieb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386&extra=
https://tieba.baidu.com/p/6233675315
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rebuild=true&tid=91200331&post=226&extra=
https://bbs.pcauto.com.cn/topic-20234755.html
http://bbs.qianlong.com/thread-11122861-1-1.html
http://www.hupub.com/thread-7632673-1-1.html
http://jingshh.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180&extra=
http://dabng.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655&extra=
http://hlshanghai.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134&extra=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fid=115&tid=8989725&extra=page=1&frombbs=1
http://bbs.qz.xmfish.com/read-htm-tid-2818045-ds-1.html
http://rechee.top/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59&extra=
https://faraday91.com/thread-22740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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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问答—效果展示

百度问答，发布5组。

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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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问答—效果展示

悟空问答

悟空问答，发布5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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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问答—汇总列表

序号 平台 标题 链接 备注

1 悟空
想买一台卡车跑长途运输活鲜什么卡车合适？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688763934313
08/

2 悟空 想要做活鲜运输担心车体被腐蚀的厉害，有什么防腐蚀好的卡车
吗？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693411852290
68/

3 悟空 运活鲜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活鲜死亡，听说奥铃有智能监测系统，
有懂的么？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697235337874
03/

4 悟空 跑活鲜运输很多卡车都要自己改装，很麻烦，有什么比较容易改
装的卡车吗？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700033609730
70/

5 悟空
奥铃的"救援三小时达"服务怎么样？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703766246689
31/

6 百度知道
想买一台卡车跑长途运输活鲜什么卡车合适？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369101170127356
20.html

7 百度知道 想要做活鲜运输担心车体被腐蚀的厉害，有什么防腐蚀好的卡车
吗？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949330683004843
47.html

8 百度知道 运活鲜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活鲜死亡，听说奥铃有智能监测系统，
有懂的么？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32160477715769
79.html

9 百度知道 跑活鲜运输很多卡车都要自己改装，很麻烦，有什么比较容易改
装的卡车吗？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1525766624099089
2.html

10 百度知道
奥铃的"救援三小时达"服务怎么样？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63075641829073508
4.html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68876393431308/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69341185229068/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69723533787403/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70003360973070/
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729370376624668931/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36910117012735620.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94933068300484347.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73216047771576979.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15257666240990892.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6307564182907350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