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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产业信息挖掘与传递的垂直服务媒体平台, 我们观察整个教育行业产业链上下

游的动态发展，发现行业内具备创新与机遇的公司与产品，解读政府政策及市场变化，及时、高质地为

业内各方提供深度价值信息，为中国教育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提供发展和决策参考。

芥末堆— 让更好的教育来的更快



✓ 面向全教育行业的垂直新媒体

✓ 为教育行业输出最优质的原创报道

✓ 成为教育企业之间的连接纽带

✓ 探讨行业趋势，分享行业思考

✓ 构建全球教育行业的新生态

✓ 打通各类教育资源，促进产业发展

✓ 搭建教育产业新的企业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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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芥末堆网（ www.jiemodui.com ） 上线于2014年1月，是目前国内影响力领先

的教育新媒体之一，覆盖10W+教育行业高端人群，由教育机关及公立校领导、中外教育

培训公司高管、中外教育领域投资人、教育科技行业创业者组成。

公信力：芥末堆作为一家垂直教育领域的行业媒体，从不接受付费软文发布与车马费，网

站内文章均由原创稿件及高质量投稿组成。这让芥末堆在行业内具有着极强的公信力，逐

渐成为教育行业的意见领袖代表之一。

传播力：芥末堆除了在官网有周均5w+，月均20w+的稳定用户群外。在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头条、搜狐媒体平台等内容分发渠道都有千万级的阅读次数，内容传播能力极强。



各教育机构中层及高
层管理人员、校长等

传统及在线教育
机构大老板

业内各细分领域
专才及经验者

关注教育行业的
投资机构及天使

准备在教育领域
创业的从业人员

芥末堆用户精准覆盖了教育行业全产业链的核心从业者，
包括上市公司高管、创业者、校长、投资人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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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介绍



品牌营销策划

定位于教育行业观察者视角，基于对行业趋势和企

业发展的洞悉，芥末堆品牌营销团队通过整合行业

分析与品牌策划，可帮助企业进行品牌DNA提炼、

品牌形象整合、品牌传播媒介整合等工作，从而辅

助企业树立更为强势的品牌形象。

通过芥末堆品牌营销

服务，亦可精准定位

企业潜在客户，建立

以“人”为中心的营

销活动评估解决方案。

精准
定位



我们可以带来

➢ 品牌知名度

提升品牌影响力，树立企业形象，引起投 资人关注、

提高在消费者中的知名度。

➢ 品牌DNA

基于对于行业趋势和企业发展的洞悉，帮助企业进

行品牌DNA提炼。

➢ 流量转化率

提升流量转化，促进企业产品销售。





服务类别

线上

新闻稿件 热点活动 行业报告

线下

分享会 发布会 行业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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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介绍



媒体资源 服务报价 服务套餐线上资源



线上广告资源



• S1： 全站顶部位置

价格：20000元/周 70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月平均 18075 1083

• S2：首页头条下面banner位置

价格：18000元/周 54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月平均 3000 231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首页

S2-Banner位

S1-全站顶部



• A1：首页第三条Timeline位置

价格：18000元/周 48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月平均 3000 95

A1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 A2：首页第六条Timeline位置

价格：14000元/周 40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月平均 2339 87

A2

• A3：首页第九条Timeline位置

价格：12000元/周 30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月平均 2411 79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首页

A1-信息流3
A2-信息流6
A3-信息流9



• C1：右侧边栏专题下面第一个

Banner位

价格：13000元/周 38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周平均 4163 332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C1

C2

• C2：右侧边栏专题下面第二个
Banner位
价格：13000元/周 38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周平均 3699 271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C3

C4

• C3：右侧边栏专题下面第三个

Banner位

价格：13000元/周 38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周平均 3500 260

• C4：右侧边栏专题下面第四个

Banner位

价格：13000元/周 38000元/月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周平均 2980 199



C4-右侧栏图1



• B1：文章页末Banner条，芥 末堆

的所有点击最终会 落在文章页

（同步到芥末堆app），且文章页

末标签可精准定位

价格：30000元/周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月平均 15300 832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文章页

B1-文章底部



• B2：芥末堆官网活动专区banner图

价格：15000元/周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周平均 273 15

注：以上报价均不含文案编写、素材

设计，如需该服务请详细询问。

• B3：芥末堆官网活动专区信息发布

（同步到芥末堆app）

价格：8000元/周

次/天 浏览量 点击量

周平均 130 10



活动页

B2-活动首页

广告位

400px

1600px



• V1：芥末堆官方微信订阅号“芥末

堆看教育”（资讯类非头条）

价格：20000元/条 （发布+推送）

V1

➢ 内容需经过芥末堆审核

注：微信文章推送需添加相应标签，标签分为两类：

1、“推广”标签：主要以曝光企业自身品牌、产

品升级等相关内容。

2、“活动”标签：主要基于企业活动、发布会宣

传为主的相关内容。

微信文章推送请提前3日与我们确认排期。加急情

况需另加说明。



• V2：芥末堆官方微信订阅号“芥末

堆看教育”（新闻类）

资讯底部均会显示

价格：50000元/周

注：

➢ 内容需经过芥末堆审核

➢ 芥末堆日均推送资讯4-5篇
V2



• Z1：芥末堆官方app（苹果＆安卓）

价格：开屏广告50000元/周

注：安卓app开屏广告需要经过官方审核，

审核时间1-2天；



• 芥末堆微博MCN矩阵（学号四十二、正经

事儿情报局、教育小密探、深夜职场课堂）

• 芥末堆官方微博（“芥末堆看教育” ）

注：微博合作价格根据发布内容、频次等实际情况而定。



网络媒体 平面媒体

覆盖：各类电视台、广播电台、视频网站、直播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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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类型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价格

一般网络媒体 提前沟通发布意向，进行新闻稿件发布并生成反馈链接 家 1
根据媒体级别不同有些许

价格差别
80-300元不等

优质行业垂直媒体 提前沟通发布意向，进行新闻稿件发布并生成反馈链接 家 1
根据媒体级别不同有些许

价格差别
500元-1000元不

等

门户网站 提前沟通发布意向，进行新闻稿件发布并生成反馈链接 家 1
例如：新浪、腾讯、网易、

搜狐等门户网站
2000元

行业自媒体及新媒
体

提前沟通发布意向，进行新闻稿件发布并生成反馈链接 家 1
每家自媒体发稿价格不同，

需客户挑选后报价
3000元-10000元

不等

电视电台类媒体 沟通记者进行新闻采访及素材拍摄，协商合适的时段播放 家 1
根据媒体级别、播放时长、

播放时段等具体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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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价格 备注

线下活动场地部分 ——
线下活动类型包括发布会、

中小型展会、论坛、线下沙龙等。

☆场地甄选 —— 根据实际适用场地报价而定

☆场地搭建 —— 根据实际搭建场地效果要求而定

☆项目管理 10000-20000元之间
整体活动的项目管理费用与

现场人员执行费用

线下活动策划部分 10000 – 30000元之间
包含活动相关背景资料收集活动主题
总结及提升活动流程设计及方向设定



序号 单次嘉宾宣讲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

1 嘉宾宣讲（1位）

50000元/场

2 嘉宾宣讲PPT上Logo展示

3 签到台企业资料/产品摆放

4 桌签企业Logo展示

5 现场摆放企业易拉宝

6 主持人口播企业信息

7 前期活动信息体现企业Logo（一篇）

8 活动稿件企业Logo展示（一篇）

序号 定制化活动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

1 单次嘉宾宣讲全部服务项目

150000元/场

2
活动主题策划（根据企业需求，定制活动主题，策划

活动传播点，邀约主题相关的行业大咖分享嘉宾2位）

3
参会企业邀请（根据企业需求邀请10-20家相应企业

参会）

4

活动线上传播（根据策划传播点，规划活动从预热到
后期的传播方案，传播渠道含括但不限于芥末堆官网
广告位、芥末堆微信、行业垂直媒体、网络媒体、朋

友圈传播。自选价值为1-5万元的芥末堆媒体库资源，
价值区间根据企业邀请数量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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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类型 套餐细项 服务内容 数量 单项价格（单位：万元）

套餐A

线上广告

S1 1周 2

A1 1周 1.8

C1 1周 1.3

媒体服务

行业垂直媒体 15家 1.5

门户类媒体 5家 1

一般网络媒体 30家 0.9

平面媒体 自选5家

行业垂直自媒体 自选10家

媒体管理费用 / 4

传播服务

官方微信 2次 4

资料收集与内容策划 1个 2

文案撰写 2篇 2

海报设计 2版 0.6

活动区广告位 1个 1

活动定制 可按需求定制

套餐优惠价格 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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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类型 套餐细项 服务内容 数量 单项价格（单位：万元）

套餐B

线上广告

S2 1周 1.8

A1 1周 1.8

B1 1周 3

媒体服务

行业垂直媒体 15家 1.5

门户类媒体 5家 1

一般网络媒体 30家 0.9

行业垂直自媒体 自选5家

传播服务

资料收集与内容策划 1次 2

官方微信 2次 4

文案撰写 1篇 1

海报设计 1版 0.6

套餐优惠价格 15万



1
套餐类型 套餐细项 服务内容 数量 单项价格（单位：万元）

套餐C

线上广告
S2 1周 1.8

C2 1周 1.3

媒体服务

行业垂直媒体 5家 1

门户类媒体 2家 0.4

一般网络媒体 10家 0.3

行业垂直自媒体 自选3家

传播服务 官方微信 1次 2

套餐优惠价格 5.5万



1
套餐类型 套餐细项 服务内容 数量 单项价格（单位：万元）

套餐D

线上广告 A2 1周 1.4

传播服务 官方微信 1次 2

套餐优惠价格 2.5万



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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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背景

从最初的美术培训到最近名声大噪的机器人教育，近年来，素质教育倍受资本市场关注，成为非常火

热的教育赛道。6月28日，在“2017顺时而动”的融资发布会上，皮影客将宣布已于去年12月获

得了1700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

线
上
传
播
策
划



分两阶段传播，活动期间传播和活动后持续传播阶段，为活动造势，提升曝光度。

传播策略

活动期间（ 6月 2 8日 - 6月 2 9日）

发布新闻综述稿《皮影客获得1700万A轮融资，

开启少儿动画培训市场》，借助皮影客宣布完

成1700万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发布会对行业进

行剖析，引发公众关注，为后期持续传播进行

铺垫。

网络媒体发布：芥末堆、亿欧网、速途网、先

到教育报、金融界。

自媒体发稿：九宫八卦、郑眼看教育、教育圈

内事。

活动持续传播（ 7月 1日 - 7月 5日）

共发布5篇稿件，如：《三分钟制做一部动画片，

皮 影 客 让 孩 子 的 世 界 更 美 好 》 、 《 “ 猪 猪

侠”“百变马丁”“企鹅童话”加盟皮影客少

儿动画培训》等，持续对活动进行报道，让传

播更具有吸引力，提升曝光度。

网络媒体发布：未来网、中国网、光明网、搜

狐网 动漫、中国教育在线等32家。



传
播
效
果

截止到7月5日下午，已在教育、科技、 财经、

新闻、动漫等各频道，发稿38篇。

包含了教育类自媒体，

教育类新媒体。

搜狐、网易、人民日报海外网、光明网、凤凰

网等重要门户。

百度新闻源统计203条新闻链接。



线
下
活
动
策
划

活动的

➢ 响应：在就近入学下的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 问题：

无论这个孩子家庭环境如何，他都有机会去上一个

好的高中无论什么样的孩子，上了未来中学都会获

得好的教育

整体思路 ➢ 思考：

1、我们的孩子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我们把他们的

差异当价值（区域）

2、以前以知识为中心，未来以人为中心（全人）

3、从前的学校形态相对传统，学校内自成新生

态，包括老师／设施／空间等（形态）



邀请媒体
中国教育报
现代教育报（郑眼看教育）
未来网
投资家
新浪教育
光明日报教育家
猎云网
………

邀请
媒体

Network 

Media



共计发布3篇稿件，文章转载量每篇平均达到24次，

同时新华教育、光明网等级别较高的媒体均有显著

位置报道，影响人群10w+，传播效果较好。

在百度搜索朝阳未来学校关键词时，显示本次传播

稿件收录良好，有助于SEO优化。

传播效果



活
动
现
场



传播痛点

近年来，在国家策略与市场红利的引导下，

STEAM教育产业蓬勃发展，在行业发展初期，

艾思能达希望能在STEAM行业扩大品牌影响力，

利用自己专注于儿童产业十年的经验吸引行业

内优秀人才、公司入驻和合作，并通过不断对

教育行业的先进理念的阐述与理解，进行资源

整合与渠道发展，成为STEAM行业的领导者。

公司背景

艾思能达儿童产业集群是一家专注于儿童产业，

并利用自己先进管理手段、深刻行业洞察力进

行资源整合的公司。



前期

新闻预热稿传播《教育消费升级红利下青

少年创客教育发展前景》

自媒体4家：九宫八卦、京城教育圈、中国

教育研究、中教全媒体

网络媒体23家：光明网、极客公园、新华

网、凤凰网、搜狐网、网易新闻、Donews、

金融界等

芥末堆官网上线METAS品牌广告《这是一个为你

而设的创客教育解决方案》

新闻通稿传播《聚焦儿童创客教育，METAS

正式发布“童创未来M+”一体化战略》

总计62家媒体发布此稿件

上线7天共计浏览量100683次

点击数4025人次



中期

6.18线上直播预热

通过百度觅识的网页端+APP端的首页轮播

等推广手段+搜索关键词设置活动推荐。

6.21线下沙龙分享

组织名为《全面二胎和消费升级下，儿童产业的

未来在哪里？》的一丢思享会活动，邀请行业专

家进行分享，企业则在分享会上介绍艾思能达的

儿童产业集群的战略规划以及对外合作愿景。

数据反馈

访问人次：23760人次 ; 访客

数 : 21480人

单场浏览人次：54175人次 ; 访

客数 : 48495人

活动发布在芥末堆官网、芥末堆

官方微信头条以及搜狐课堂、睿

艺、新媒体新学说、蓝象、广州

微信群、广东幼教展微信群等

预计覆盖人群达10万+



后期



企业传播服务-GET大会

企业介绍

VIPKID是一家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公司，专注于

4-12岁在线少儿英语教育，通过1对1在线视频

的方式，帮助小朋友有效学习和掌握英文。



GET活动概述

11月14日-16日，GET2017教育科技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GET大会以“共
建·让更好的教育来的更快”为主题。期间，VIPKID联合创始人陈媛、用户运营副总裁李颖、

公益负责人米振华分别登上领袖论坛、K12论坛、教育公益论坛发表演讲。

（国际会议中心外侧墙体广告）



活动权益展示

➢ 官网Logo露出：

➢ Logo墙品牌展示：

➢ 会刊彩版广告一页： ➢ 嘉宾证件背面广告：



大会演讲

11月14日，VIPKID联合创始人陈媛在GET2017教育科技大会领

袖论坛发表了题为《在线教育的创新与未来》的主题演讲。
11月15日，VIPKID用户运营副总裁李颖在

K12论坛上以“赋能教育，启迪未来”为主

题做了分享。

11月16日，GET 2017教育科技大会“教育公益

分论坛”上， VIPKID公益负责人米振华就教育

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方向这一话题展开圆桌对话。



策划两个角度的预热稿件，放出声势，吸引关注。

11月10日，发布行业角度预热稿《GET2017教育企

业云集，热闹了一年的在线少儿英语将再获关注》

，11月13日，发布优势角度预热稿《VIPKID将亮相

GET2017教育科技大会，继续教育全球化之路》。

活动前期

继VIPKID亮相GET2017后，次日发布

新闻稿《VIPKID亮相GET2017，畅谈在线教育的创

新与未来》和三位出席嘉宾的演讲观点稿，促进观

点的二次传播。

活动期间

自媒体KOL深度解读，并在网络媒体形成扩散，总

览整个GET2017大会的情况，并突出VIPKID的观点

和内容。

活动后期



➢ VIPKID参加GET2017教育科技大会共有网络相关报道总曝光数

270条，客户端位置3个，微信KOL位置4个，中新网电头报道，

网络显著位置入口40个，新华网、凤凰、腾讯、搜狐等重量级

媒体均有发布。

➢ 《北京晨报》进行书面采访，发布《在线教育的冰与火：火在

烧但远未到格局形成的时刻》报道，其中VIPKID约占四分之一

的报纸版面，并引发新华网、中新网、光明网、央广网、中国

日报网、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约50家重量级媒体转载报

道。

传播效果



企业传播服务-GET大会

参会背景

11月14日，MakeBlock参加GET2017教育科技

大会，并在大会首日举行了2017 MakeBlock新

品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全球首款普及型编程机器

人“程小奔”(Codey Rocky)，以及全新的编程

软件mBlock5。



2017 MakeBlock 新品发布会

活动现场展示

现场广告板 思维工坊授课



传播内容

1.  11月9日，发布预热稿《Makeblock将携“神秘”新品亮相

GET2017，加速STEAM教育布局》，告知将参加GET2017教育科技大

会，并发布神秘新产品。

2.  11月14日，举办新产品发布会，并在会后组织了一场小型媒体沟通

会，发布新闻稿《Makeblock发布全球首款普及型编程机器人“程小

奔”, 引领STEAM教育风潮》，正式对外公布新产品。

Makeblock新品发布会的共计获得314篇新闻报道，43个网络显著入口，3个新闻客户

端位置入口，2个微信公众号报道，10家平面媒体报道，1家电视媒体，1家广播媒体，

传播覆盖网络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客户端等重要媒体传播阵地，同时辅以朋友圈

扩大二次传播。

传播效果



数据反馈

在百度新闻搜索Makeblock关键词时，显示本次

传播稿件收录良好，有助于SEO优化。

GET大会期间，Makeblock的百度指数不断上升





联 系 我 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18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学院8号D座6层A608

电话：(8610)57269867 

网址：www.jiemodui.com

E-Mail：marketing@jmde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