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尚自媒体人，有花果MCN机构创始人，同时也是福布斯中国50位意见领袖之一。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编导专业，曾从事电影编剧、戏剧制作人等工作。现为自媒体人，VOGUE 国际

报道为中国 KOL TOP 9之一，曾被评为时尚自媒体商业影响力第四名。

涉及内容以生活方式为定位，覆盖时尚、奢侈品、美妆、护肤、旅行、电影、展览活动、社会话题和

生活情感探讨等。平台覆盖微博、微信、小红书、Instagram等13个平台。全网粉丝数量1800万+。
原来是西门大嫂

“

”
// 独家签约



1800w+

455w+

116w+

208w+

50w+392w+11w+

全网络各平台粉丝总量

全平台：原来是西门大嫂

50w+ 305w+

191w+ 7w+ 5w+

时尚自媒体人

电影编剧

时尚博主

美妆达人

Just Chilling品牌创始人

戏剧制作人

有花果MCN机构创始人



LUXURIES & FASHION

合作品牌

AUTOMOBILE INDUSTRY



LIFESTYLE

BEAUTY

合作品牌

INTERNET TECHNOLOGY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 受品牌邀请出席Louis Vuitton 2021春
夏男装秀

• 📍上海油罐艺术公园

• 微博活动图文捕捉大秀高光时刻
• 微信定制头条，采用整篇长图+logo元素动
画设计，灵动且详细回顾LV大秀全过程，
展示更多活动及新一季单品细节

LV春夏21男装大秀前排看秀 双微图文回顾大秀 深度讲解品牌与单品 明星采访 热搜一位 引爆话题

• 白敬亭采访视频 微博全站日榜最高第1名
• 视频发布当天 两个话题词 先后霸榜微博热搜一位

曝光量：2000w+ 播放量：1300w+ 互动数：32w+

全平台曝光+互动总量：2500W+ 

LOUIS VUITTON 2021春夏男装之旅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万宝龙 M-Gram系列全球首发

• 以主持人身份参与品牌新品发布会+艺人访
谈视频，精准传递品牌理念

总阅读量：900w+ 互动量：6000+

• 作为主持人与陈坤，品牌产品老师共同完成
天猫超品日直播，在线种草新品

观看人数达28万+ 点赞量89万+

以主持人身份参与品牌新品发布会+
艺人访谈视频

与品牌大使陈坤合作参与品牌直播，
强势带货，深度种草

多平台发布形成传播资产，形成二次传
播，提升互动粘性

• 全平台持续曝光
• 微博图文展示品牌发布新品，明星采访形成二次传播，扩大影响力
• B站，小红书同步延续话题热度

全平台曝光+互动总量：170W+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VALENTINO【再·诠释】沉浸式体验展

和品牌共同举办粉丝见面会,线下逛展 粉丝见面会活动线上回顾,
并通过造型分析, 种草Roman Stud

在微博和私域社群发布粉丝见面会
邀请函, 为品牌活动预热

• 在微博和私域社群发布粉丝见面会邀请
函, 为品牌活动预热, 实现粉丝在线种草第
一步

• 带领粉丝深度游览, 并为粉丝科普讲解品牌的历史&设计
理念&经典元素&新系列

• 现场粉丝: 40人+

• 通过分析秦岚、舒淇、刘雯等明星的活动造型, 详细讲解
品牌的经典设计元素, 并种草Roman Stud

• 微信头条&微博: 将线下小范围的粉丝见面会, 通过线上渠
道扩大影响力,为品牌强势曝光赋能

• 微信阅读量: 10w+ 微博阅读量: 50w+



PROPAGATE
多种形式深度合作

采访视频

曝光量： 万+
互动量：5000+

• 总曝光量：630万+• 直播间观看量达52万+ 曝光量：63万+
互动量：+

• Fresh新品发布会作为唯一
受邀博主出席，同时与王源
录制品牌云逛展视频。

fresh大都会博物馆联名艺术展

粉丝见面会招募 直播预热 王源采访+直播出席发布会 活动微博图文回顾

• 前期微博招募并带领30位粉丝深
度游览FreshX大都会博物馆联
名艺术展

• 现场与粉丝交流护肤经验，体验
品牌新品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H&M 升级店铺粉丝见面会

邀请百位粉丝到线下店铺参加新季产品穿搭分享：
• 瞄准用户换季穿搭痛点，提供多个具体场景的整套
穿搭建议，强力种草秋冬新款；

• 精准展现新款“holiday”系列；“百搭”“假日”
的关键卖点

全程真实高街品牌购物体验：
• 结合秋冬趋势对单品进行深度种草；
• 强调“冬季多场景穿搭”的痛点

• 全平台持续曝光：除同步短视频平台外，还获得爱奇艺时尚首页焦点
图、时尚Fashion Insider专题页、app移动端时尚频道页焦点图等
优质资源位；

• 线下活动结束店铺即刻开启全场限时折扣，即时实现高转化

全平台曝光+互动总量：1052W+ 

图文+VLOG+微信头条
多形式展现升级店铺亮点与秋冬新品

多平台优势资源位，有效曝光线下时尚分享会
结合具体场景提供穿搭建议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Sisley LA CURE 臻颜面部护理

一月内2次微博plog软性图文植入,
展现4周前后的使用变化

微博VLOG记录线下体验面部护理,
强化品牌专业性

微信坑位+私域粉丝社群,
形成种草-销售闭环

• 结合sisley AI肌源精华4周的使用周期, 在
第一周和第四周日常微博plog中软性自然
的植入产品的使用感受, 增加大嫂分享的真
实感, 并深化产品4周为一周期的产品卖点

• 在使用产品的第2周, 微博发布spa体验的
vlog视频, 深度讲解产品的成分、功效、
使用方法, 曝光达到高峰

• 视频播放量:115w
• 粉丝互动量:7000+

• 在使用产品的第4周, 微信合集中分享产品的
周期使用感受, 并通过社群的互动和淘口令
植入, 促进粉丝流量进一步转化

• 微信阅读量: 10w+
• 粉丝社群覆盖人数: 2w+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修丽可抗氧眼精华新品发布会

微博图文为品牌直播间预热&导流 主持品牌线上新品发布会, 和秦岚共同直播 创意互动视频“和秦岚吃火锅”
将产品巧妙的植入游戏环节

• 通过微博发布和秦岚合作的预告, 为品牌线
上发布会的直播间预热并导流

• 微博阅读量: 55.3w+

• 作为主持人和秦岚以及眼部医美专家进行关于眼部护理
的深度访谈直播, 并给粉丝在线种草、销售产品

• 直播间观看人数 : 81w+

• 以“和秦岚吃火锅”为噱头, 放大明星的价值,
并通过有趣的互动游戏带到眼精华的产品卖点,
为品牌持续曝光

• 视频播放量: 74w+
• 视频互动量: 8000+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M.A.C 探班张艺兴演唱会彩排采访+直播

直播展示后台排练情况 录制发布互动采访视频 张艺兴教大嫂跳舞代表M.A.C探班代言人张艺兴
“大航海”演唱会彩排

• 受M.A.C品牌邀请作为品牌代表探班代言
人张艺兴【大航海】演唱会彩排情况

• 主持直播展现探班过程，强化艺人粉丝与
品牌的粘性

• 最高观看人数：504w+

• 直播结束后录制采访互动视频发布微博，
二次加强传播效果

• 播放量：104w+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Apple 新品体验首发测评

• 2019年：与导演贾樟柯关于iPhone与电影艺
术结合的探讨

• 2020采访主创：2017奥斯卡提名影片导
演、《小丑》摄影指导

总阅读量：900w+ 互动量：6000+

• 2018: 作为官方唯一邀请自媒体人前往在 Apple 
park举办的iPhone XS发布会

• 2019: 第二次受邀前往Apple park, 体验最新的
Iphone11pro

总阅读量： 1000w+ 互动量：15000+

2019-2020连续两年受邀参加
新春短片发布会并采访主创

连续3次受邀参与新品发布会 连续4年受邀参与新品体验首发测评

• 2017-2020年，作为Apple品牌合作的新品首发自媒体人，受邀体验最
新Apple产品，结合时尚自媒体人身份跟随秀场实况转换镜头，展现新品
优越性能。
总阅读量： 1000w+ 播放量：100w+

全平台曝光+互动总量：3000W+

2019

2018 王力宏

徐克

2020年，带着iPhone 
12记录Lanvin大秀

2019年，带着iPhone 
11记录Marc Jacob大
秀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Bally 实现品牌高转化

当季产品折扣促销：
• 深挖用户需求痛点，自然融入品牌产品；
• 实现奢侈品牌高转化

全程真实大牌购物体验：
• 结合趋势对单品进行深度种草；
• 强调“价值”的痛点

迎合粉丝喜好 制定“云逛街”主题 定制视频+深度内容 深度植入品牌与单品 不同平台/版式短视频 持续曝光

• 全平台持续曝光：
• 品牌销售转化：当天达到50单线上小程序店铺交易，六位数销
售金额。

全平台曝光+互动总量：633W+

抖音单平台互动量 542W+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多平台全面分发 紧随热点拼手速：
• 制作周期短，赶在大结局期间发布，保证
一定热度；

• 趣味性强，形象反差大，吸引眼球。

植入产品真实体验：
• 结合仿妆对单品进行深度种草；
• 实现奢侈品牌转化

结合美剧热度 策划“致命女人仿妆” 定制视频+深度内容 深度植入品牌与单品 不同平台/版式短视频 持续曝光

全平台持续曝光：
• 微信阅读：10.7W
• 微博视频播放：51W
• 快手播放：7.8W \抖音播放：24.3W

全平台曝光+互动总量：217W+ 

Armani定制视频 X 紧密结合美剧热点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发布

曝光量：535万+
互动量：5000+

总曝光量
630万+

在戛纳采访任重&秦岚。 受邀深入人头马酒庄探访
品牌工艺。

曝光量：63万+
互动量：1500+

受邀出席戛纳电影节红毯。

人头马 X 戛纳电影节

大嫂&官方微博互动 明星采访互动 品牌底蕴深度探访戛纳电影节 红毯探秘 Vlog



PROPAGATE
多平台整合传播 YSL彩妆 素人改造

前期微博招募 活动执行收集素材 粉丝互动加深参与度 多品牌效仿微信图文传递品牌理念

互动量：39万+ 在此之后，又有多个品
牌要求制作相似案例。

活动当天使用 YSL 产品进行全
方位改造，并带领素人参加品牌
活动，女孩气质性格大改变。

曝光量：21万+
互动量：1300+

阅读及留言数：2.7万+

施华蔻
X

原来是西门大嫂

SK-II
X

原来是西门大嫂



伊利

原来是西门大嫂担任主持人
与代言人李现互动

观看人数达56万+
点赞量3200万+

直播平台：伊利冰激凌自营旗舰店(京东)

品牌直播-品牌帐号
伊利甄稀 京东直播Live broadcast Case



Live broadcast Case
直播案例参考-自有帐号 Adidas 线下店铺素人改造直播

直播观看量破千万 直播实时留言大面积种草
图文回顾改造全程

二次传播，再次激发高互动

• 播放量：1168.4w
• 互动量（微博）：2.5k+
• 互动量：434

• 素人代入感高 x 直播互动直接：实时效果爆发，图文回顾形成传播资产，形成二次传播，提升互动粘性



热播剧X时尚杂志联动
VLOG日榜最高第3名
曝光量：1265w+ 播放量: 200w+ 互动量: 1.5w+

https://m.weibo.cn/1677334894/4391516158455735

PROPAGATE
艺人合作

与热播剧《怪你过分美丽》& 媒体《CQ智族》联动

微博视频记录担任经纪人的过程
渗透电视剧话题

联动《智族GQ 》，三方共同打造热搜话题配合电视剧宣传 参与应聘秦岚
“一日经纪人”

• 剧方发起“秦岚一日经纪人”招聘，大嫂
作为和秦岚有过4次合作经验的人选通过
线上面试达成合作

• 发布微博视频记录一日经纪人全过程，通过具体的行程活动输出
电视剧相关话题和观点

• 智族GQ同时全程记录并同时对秦岚进行采
访，剧方+自媒体+时尚媒体三方同步宣推，强
化曝光及话题热度



PROPAGATE
艺人合作 KILIAN凯利安X宁静采访

• 根据明星特点定制化策划内容，明星评论发布内容+粉丝
后援团参与互动

• 相关话题阅读量：1.8亿
• 视频总曝光量：1649.3w+
• 总互动量：5.1w+

话题及合影登上微博视窗 专访视频艺人评论互动 热度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9



PROPAGATE
艺人合作

大嫂和杨老师被邀请参与《潮流合伙人》节目录制 接受吴亦凡、王源和angelababy的服装造型指导

参与《潮流合伙人》节目录制

受邀参加热播时尚类综艺节目录制
VLOG日榜最高第1名
曝光量：1348w+ 播放量: 381w+ 互动量:4w+

http://t.cn/A6hV0rjZ?m=4472200340110775&u=1677334894



采访 王祖蓝夫妇
播放量：42w+
曝光量: 47.9w+

https://m.weibo.cn/167733
4894/4540835473144731

采访 李诞
播放量：51w+
曝光量: 124w+

https://m.weibo.cn/167733
4894/4538298758600010

采访 张继科
播放量: 86.3w+
曝光量: 437w

https://m.weibo.cn/167733
4894/4535771749421606

采访 范丞丞
播放量: 75w+
曝光量: 226w

https://m.weibo.cn/167733
4894/4533225329008764

PROPAGATE
艺人合作

采访《做家务的男人》嘉宾

与热播综艺《做家务的男人》数位嘉宾联动,推出多支系列采访视频 挖掘艺人破圈特质,打造针对不同粉丝群体的互动内容



微博视频案例 修丽可抗氧眼精华 X 测评种草视频

修丽可抗氧眼精华产品的创作难点：
• 产品能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种类黑眼圈
• 大嫂作为个体, 很难讲述3种黑眼圈

创意使用真人粉丝&测评的形式：
• 巧妙自然的科普三种不同类型黑眼圈的成因
• 顺势带到产品点, 有多种复合成分所以能解决多种问题
• 素人出镜增加真实感

解决不同种类黑眼圈的产品卖点
难以通过大嫂个人感受呈现

创意点 : 给公司两个素人解决黑眼圈的
烦恼, 并真人实测, 展现产品卖点

深挖消费者痛点, 播放量创新高,
TA强势种草产品，提升品牌好感

• 曝光量：5705w+
• 视频播放量：530w(时尚美妆日榜第1名)
• 粉丝互动量：5000+

Video Content



微博视频案例

相似brief 客户要求产品记忆点均为“发光” 挖掘产品定位核心差异，创作产出完全不同的创意视频

雅诗兰黛、修丽可 X 创意定制视频Video Content



微博视频案例

受邀以评委身份参加华为“手机vlog大赛”并拍摄跨年vlog作为样片 用旅途中丰富的画面元素展示nova8拍摄vlog的多种功能

华为nova8 X VLOG

• 全程使用华为nova 8手机拍摄大嫂和朋友们一起的云南跨年之旅，围绕
【vlog我的朋友】主题号召粉丝拿起手机拍摄vlog随时随地记录与朋友一
起的欢乐时光

• 用丰富且有趣的画面元素极具吸引力地展示了华为nova8 前置超广角、前后分屏双
摄、前置慢动作美颜等多种超强功能

• 播放量：
• 互动量：

Video Content



微博视频案例 卡诗黑钻发膜 X TVC

根据大嫂多种角色的变换的自信，展示品牌“敢耀新生”的主题

• 通以TVC的质感视频通过记录大嫂尝试切换不同的赛道，体验全新不同的角色和事情为出发点 展现大嫂为突破
舒适圈，展示最自信的自己做足准备自然带出护发植入内容， 充分结合品牌“敢耀新生”的主题，展示了产品
核心点。

• 播放量：83.6w+    
• 曝光量:  47.9w+

品牌需求以TVC的质感展示“护发护肤化”

案例链接：
https://m.weibo.cn/1677334894/45
24902994494884

Video Content



微博视频案例

• 播放量：637万
• 互动量：

案例链接：
https://weibo.com/1677334894/JDu943fAb?filter=hot&root
_comment_id=0&type=comment

案例链接：
https://weibo.com/1677334894/Jx6fi0yXF?filter=hot&ro
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

定期好物推荐主题视频，产品开箱合集 内容软性适合植入产品推荐，粉丝互动高，阅读量播放量高

日常好物开箱视频植入

• 播放量：272万
• 互动量：

Video Content



案例链接：
https://weibo.com/1677334894/Jk1r6ffW4?filter=hot&root_comment
_id=0&type=comment

案例链接：
https://weibo.com/1677334894/JnFQFrOq7?filter=hot&root_com
ment_id=4556424665635378&type=comment

• 视频总曝光量：774.4w+
• 总互动量： 10.8w+

时尚、美妆类垂直内容主题视频 探店、仿妆内容直击粉丝关注点或近期热度话题，可看性高互动量好

• 总曝光量： w+
• 总互动量： w+

时尚&美妆主题挑战
微博视频案例
Video Content



PROPAGATE
微信单平台深度种草

微信头条定制——CHANEL情侣香水

• 将大嫂和杨老师的恋爱故事作为主轴, 通过拍摄“情侣不尴尬挑战视
频”和公开两人的“私下聊天记录”, 吸引大批cp粉关注

• 通过大嫂分享的爱情故事来传递CHANCE倡导女性在爱情中也应该独立勇
敢的品牌态度和BLEU代表的坚定, 不羁的形象

• 通过cp合影挖掘品牌在情人节销售的潜力
• 微信阅读量:10w+

情侣不尴尬挑战视频 + 私下聊天记录大公开
通过大嫂和杨老师的爱情态度阐述品牌理念

在情人节期间, 场景化种草产品



PROPAGATE
微信单平台深度种草 微信头条定制——卡地亚七大经典系列

• 将卡地亚经典产品通过穿搭互动挑战的方式植入正文，读者在点击互
动游戏的方式解锁卡地亚的穿搭方案

• 结合超火密室逃脱话题，邀请读者参与穿搭挑战，场景化种草产品
• 为读者提供多个卡地亚穿搭方案，评论区种草度超高
• 微信阅读量:10w+，互动量：1000+

通过沉浸式探索互动答题体验，
分享卡地亚七大经典系列珠宝穿搭方案

深度种草卡地亚隽永设计风格

评论区品牌种草度超
高，新颖互动形式获得
高分好评

时尚穿搭版密室逃脱，轻
松好玩场景性种草



PROPAGATE
微博单平台深度种草 微博图文定制——万宝龙Happy Holiday系列

• 结合大嫂自身的三重身份——自由职业者、有花果MCN机构创始
人、时尚自媒体人，通过设计感图文为读者提供年末礼赠选择。

• 结合多重身份，场景化种草产品
• 契合品牌#佳节心意 尽在这“礼”#的传播主题
• 曝光量：80w+，互动量：6727+

吸睛拍摄创意演绎不同身份的共同万宝龙选择 结合礼赠节点，为不同身份的读者种草万宝龙不同产品

三重女性身份对应三款
万宝龙礼物选择



优势：
• 视频利用粉丝的碎片时间
• 短期连续多天培养收看粘性

30天口红打卡 21天爱用打卡视频

优势：
• 门槛更低的强互动型
• 真实可信

短视频多频次打卡
微博故事/竖版短视频

Video Content
爆款短视频案例参考



Chanel 七夕礼盒x 有花果博主联动

可涵盖内容丰富；博主可不同形式展示产品（视频/
图文等）；且粉丝会自主搜索联动的每位博主，潜移
默化形成种草，形成闭环引发讨论。

通过大号发起活动引发粉丝关注，产生
联动效应。互动形式软性带出产品。

形成固定推广模式，利用MCN矩阵多博主优势，多方位多角度展示
产品，实现产品呈现多样化，增加曝光量。

头部大号发起活动 中腰部博主承接活动，扩大传播 其他品牌效仿

PROPAGATE
单平台多博主矩阵传播



第71届戛纳电影节

受人头马邀请出席

位置：戛纳

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

受阿玛尼邀请出席

位置：威尼斯



Emporio Armani
MENSWEAR F/W 2020

位置：成都

Prada 
MENSWEAR S/S 2021

位置：上海荣宅

LANVIN 
S/S 2021

位置：上海豫园

Prada
S/S 2021

位置：上海荣宅



Gucci

GUCCI 1961 club

位置：上海

Hermès
S/S 2021
位置：上海

Louis Vuitton
S/S 2021

位置：上海

Valentino
再诠释 RE－SIGNIFY

位置：上海



Miu Miu
S/S 2021

位置：北京

PIAGET
伯爵之夜晚宴

位置：上海

CHANEL 
CHANEL ME-TIME

位置：上海

TORY BURCH
ToryBurch冬日幻奇花园

位置：上海



Van Cleef & Arpels 
“相遇情人桥”限时体验空间

位置：上海

HARRY WINSTION
海瑞温斯顿

位置：上海

BVLGARI
巴洛克高级珠宝系列展

位置：上海

𝙋𝘼𝙏𝙀𝙆 𝙋𝙃𝙄𝙇𝙄𝙋𝙋𝙀

源邸鉴赏新腕表Twenty～4

位置：上海



HERMES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VALENTINO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CHANEL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LOEWE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catier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kate spade
NYFW S/S 2020 

位置：纽约

Alexander Mcqueen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Laura Mericer
PFW S/S 2020

位置：巴黎



TORAY WANG 
NYFW S/S 2020

位置：纽约

Carolina Herrera 
NYFW F/W 2019

位置：纽约

Tory Burch 
NYFW S/S 2020

位置：纽约

MARC JACOBS
NYFW S/S 2020

位置：纽约



MICHAEL KORS 
NYFW F/W 2019

位置：纽约

Prada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GUCCI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Emporio Armani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MaxMara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FENDI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BOTTEGΑ VENЕTA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Pomellato
MFW S/S 2020

位置：米兰



全平台媒体报道

MEDIA

线 上 媒 体 报 道

VOGUE 
International
VOGUE International 采访报道了

原来是西门大嫂等九位在中国最具

市场影响力的时尚达人，发布在英

国版、法国版、德国版、中国版、

中国台湾版、俄罗斯版、日本版等

VOGUE 杂志中。



全平台媒体报道

MEDIA

线 上 媒 体 报 道

VOGUE JAPAN

VOGUE Japan 采访报道了包含

原来是西门大嫂在内的21位中日

韩三国最具市场价值以及商业影

响力的社交媒体领袖。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盛 典 活 动 现 场 分 享

2020GQ年度人物盛典 2020芭莎国际美妆大奖 ELLE美妆之星颁奖典礼

应邀出席2020GQ年度人物盛典
应邀作为评委参加

2020芭莎国际美妆大奖

应邀作为ELLE美妆之星EBS星荐官

与毛戈平老师共同探讨美容潮流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盛 典 活 动 现 场 分 享

微博红人节 新浪时尚风格大赏 头条时尚盛典

出席2019微博超级红人节，获得微

博2019十大影响力时尚大V

V影响力峰会【有花果文化】获得

2019年度微博全面合作机构

应邀出席新浪时尚风格大赏
应邀出席今日头条时尚盛典，获得
“2019年度时尚大事件”，并与毛
戈平、李东田老师同台领奖。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活 动 现 场 分 享

2019 百度一刻TALKS 腾讯广告自媒体圆桌会

受百度邀请，分享时尚博主这个光

鲜亮丽标签背后的真实世界。

作为时尚女性的代表之一，受虎嗅邀请，

分享女孩18和30的那些事儿。

虎嗅NLIVE

作为唯一一位受邀出席的自媒体人，分

享如何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的新风口上

将内容、运营与商业变现更好地结合。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报 道

时尚COSMO KIKS定番杂志时装L’OFFICIEL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报 道

CHIC小资Tatler尚流 悦游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报 道

芭莎男士 时尚新娘北京青年周刊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报 道

时尚COSMOPOLITAN 时装 L’OFFICIEL 红秀GRAZIA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报 道

华 夏 航 空 · 云 集Instyle 优家画报 华 夏 航 空 · 云 集



全平台媒体报道MEDIA 线 下 媒 体 报 道

时尚COSMOPOLITAN 精品购物指南 中国青年报



全平台媒体报道
MEDIA 线 上 媒 体 报 道

北青天天副刊分享 附录文艺分享 时尚COSMO分享新榜分享 太平洋时尚网分享



全平台媒体报道
MEDIA

时尚COSMO分享 红秀GRAZIA分享

线 上 媒 体 报 道



首部个人随笔集《固执一生 不忘天真》发售
新书发布

CHIC小资Tatler尚流

上市期间全网推文发布72条
举办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

5场线下签售活动
有花果KOL@野象小姐来看花 @王小
猴儿、作家/时尚博主@曲玮玮

时尚博主@黎贝卡 作为活动嘉宾助阵



全平台媒体奖项
MEDIA

首届“快手时尚好物大赏”人气十强

微博2019十大影响力时尚大V

2019年8月

福布斯 上榜「50位KOL榜单」

蓝鲸新媒体峰会 年度时尚新媒体

新榜 500强账号、年度商业价值新媒体、

2019内容创业公司TOP 100

V影响力峰会 2019年度微博全面合作机构

2019金瞳奖 年度内容营销公司TOP100

2019年9月

2019年10月

2019年11月 今日头条时尚盛典 年度时尚大事件

微播易 年度商业价值微博达人2019年12月



全平台媒体奖项
MEDIA

凤凰网时尚—2019最具影响力时尚博主

新榜—年度商业价值新媒体

新榜—2019年内容创业公司TOP100（有花果MCN）

微播易—年度商业价值微博达人

2019ZAKER影响力指数榜—跃动型尚

2020年度天猫金妆奖--超级新秀

2020年美伊年度最具价值服务机构大奖

十大影响力时尚博主

2020天猫美妆Live Idol

2019年12月

2020年1月

2020年3月

2020年7月

2020年6月



全平台媒体奖项
MEDIA

微博2020十大影响力时尚大V”奖项

微博2020超级红人节年度最具商业价值红人

2020年度微博百大视频号

克劳锐 2019-2020 年度新锐机构

TMA移动营销大奖—年度最具创新力移动营销公司

娱乐资本论—2020金河豚奖最具商业价值MCN公司

36氪—新经济之王最具影响力企业—新文娱传媒MCN

精品购物指南—年度风格影响力大奖

微博2020年度种草达人商业价值榜单

2020年9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2月



全平台媒体奖项
MEDIA

价值中国 · 2020 ZAKER 影响力指数榜

—卓越内容榜“跃动型尚”

淘美妆年度最具影响力

天猫金妆奖--年度内容创作先锋

新榜2021年度年度时尚美妆新媒体

2020年中国微信500强年榜·公众号

2020微博VLOG大赛-综合实力奖

荣获新榜2020内容创业公司TOP100

2020年12月

2021年1月



宁静 中国内地女演员

姚晨 中国内地女演员

俞飞鸿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导演

宋佳 中国女演员、歌手

秦岚 中国内地女演员

万茜 中国内地女演员

刘诗诗 中国内地女演员

江疏影 中国内地女演员

戚薇 中国内地女演员、歌手

名人互动
EXCLUSIVE INTERVIEW



名人互动

杨紫 中国内地女演员

李沁 中国内地女演员

欧阳娜娜 中国港台女演员

钟楚曦 中国内地女演员

宋祖儿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毛晓彤 中国内地女演员

任敏 中国内地女演员

朱珠 中国内地女演员

金靖 中国内地女演员

EXCLUSIVE INTERVIEW



乔欣 中国内地女演员

李一桐 中国内地女演员

佘诗曼 中国香港女演员

张佳宁 中国内地女演员

张含韵 中国内地女歌手

柳岩 中国内地女演员

吴谨言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吴宣仪 火箭少女101成员、演员

施诗 中国内地女演员

名人互动
EXCLUSIVE INTERVIEW



名人互动

陈坤 中国内地男演员

李现 中国内地男演员

张艺兴 内地流行男歌手、演员

刘昊然 中国内地演员

白敬亭 中国内地男演员

吴磊 中国内地男演员

王源 中国内地歌手、演员

许光汉 中国台湾男演员

韩东君 中国内地男演员

EXCLUSIVE INTERVIEW



名人互动
EXCLUSIVE INTERVIEW

Selina姐妹 中国台湾女歌手、演员

Ella陈嘉桦 中国台湾女歌手、演员

火箭少女101中国内地女子演唱组合

范丞丞 内地流行男歌手

李汶翰 中国男子演唱组合UNINE队长

赖冠霖 中国内地歌手、男演员

王子异 内地歌手、演员

姚弛 内地流行男歌手

福克斯 中国内地说唱歌手



名人互动

赵小棠 内地流行女歌手

孔雪儿 中国内地女歌手

郑秀妍 韩国著名歌手、演员

王霏霏 中国内地女歌手

宋妍霏 中国内地女演员

李斯丹妮 内地流行女歌手

Sunee 内地流行女歌手

乃万 中国内地女歌手

李艺彤 内地流行女歌手

EXCLUSIVE INTERVIEW



名人互动
EXCLUSIVE INTERVIEW

贾樟柯 著名导演 编剧

刘雯 国际超模

陈漫 中国时尚摄影师、视觉艺术家

李诞 脱口秀演员、编剧

王祖蓝、李亚男 中国香港演员

张继科 奥运冠军

大鹏 华语影视男演员、导演、编剧

孙菲菲 国际名模

Theodore Melfi 苹果新春大片《女儿》导演



名人互动
EXCLUSIVE INTERVIEW

⋯ ⋯

LADY GAGA 国际女歌手

Lawrence Sher 电影《小丑》摄影指导

Felicity Jones 《万物理论》女主角

Charlotte Tilbury 知名品牌创始人

Candice Swanepoel 国际名模

Tiffany Trump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女儿



淘宝直播 直播战绩分享

首场全品类淘宝直播战绩

明星单品高转化

销售额达554w+



淘宝直播 直播战绩分享

首721首个时尚专场战绩

单场销售8000单+

十多款商品现货秒售罄

高客单产品转化优秀



淘宝直播 直播战绩分享

年货节专场

单场GMV100w+

粉丝增长率320%

元气主播第一名

开屏+首焦



淘宝直播 直播战绩分享

双十一狂欢暖冬节

直播半周年狂欢节

品牌明星大使空降直播间

🔥社交平台热度6000w+

🔥直播间浏览数456w+



淘宝全球购美妆店

Just Chilling 有闲生活

店铺等级：1金冠

店铺粉丝数：42.8万+

店铺动态DSR高于行业均值超45%：4.89+

JustChilling自制化妆套刷上线售出7000件

十余小众品牌上新当月登全淘销量第一

2018年获“淘宝内容生态盛典 2017年度优秀达人”

2018年获“天猫金妆奖 年度内容创作先锋”



小程序全球时尚生活方式店

Just Chilling 有闲生活

累计独立用户数：700,000+

2019年全年GMV：10,000,000+

平均客单价：750+

2019黑五专场24小时GMV破百万

合作品牌超过2000+

2019“Just Chilling”品牌定制

限量款白T当月全平台服饰类销量Top1

单品上新当日销售：5,00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