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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介绍01
基础介绍

实景展示



基地介绍

中视智媒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是广州首家综合型直播生态基
地

基地集行业人才孵化、爆品供应链输出、品牌孵化、超级
IP打造、流量科技、高端赛事承办、产业资本赋能、超级
云仓物流为一体，致力打造直播电商行业的领军品牌。

全力打造三个第一
“行业占有率第一    覆盖全国所有核心城市”
“行业影响力第一    打造直播基地第一品牌”
“行业净产值第一    携手100个品牌完成直播赛道亿级体
量的突破”



基地背书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2020年1月16日，广州市商务局和花都区科工商信局

的有关负责人为中视智媒直播电商产业基地授牌



运营规划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基地共6层，总

面积3.5万多平

方，1-2层选品

中心，入驻约

2000+品牌，

30-50万个单品

4-5楼

3楼

2楼

1楼

01

02

03

04

05

06

选品中心：服装、皮具、珠宝、食品、农产品等展示区， 引进 

电商商超、餐饮为配套（已入住及引进）

选品中心、特色直播间：（品牌商及头部主播）共享 直播间、

爆品 区、竞品区及网红主播电商学院

品牌专场直播间及MCN机构办公区

网红直播机构、MCN机构、电商公司、短视频制作、相

关配套公司

服务型公司、相关品牌工作室

6米高太阳能露天平台、户外场景拍摄基地： 新品发布、

私人会所，  贵宾接待、明星、大V、 网红等使用



实景展示--外观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4-5楼

3楼

2楼

1楼



实景展示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4-5楼

3楼

2楼

1楼



实景展示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4-5楼

3楼

2楼

1楼

        基地二楼LED                                     小专场直播间                                    包包专场直播间



实景展示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实景展示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团队介绍02
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



创始人介绍

千道
中 视 智 媒 直 播 产 业 基 地 创 始 人

领 航 数 字 经 济 培 训 学 校 副 校 长 + 教 授

广 东 省 M C N 联 盟 执 行 会 长

广 东 省 电 子 商 务 协 会 副 会 长

《 操 盘 手 行 业 蓝 皮 书 》 《 短  视  频  直  播  电  商  实 战  》  作  者

教 育 部 1 ＋ X 认 证 导 师 ， 所 著 教 材  《 数 字 媒 体 运 营 方 法 与 实 务 》

入 驻  全  国  1 0 0 ＋ 本 科 与 职 业 院 校



联合创始人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李佳航

中视智媒联合创始人

直播教育板块负责人

资深艺术类培训导师

董董

中视智媒联合创始人

短视频IP孵化导师

百万级直播带货操盘手

郑乾

中视智媒联合创始人

短视频带货导师

爆款内容实战导师



y业务板块03
电商业务

教育业务



y电商业务

03



全品类供应链服务

项目介绍

商家供应链 

累积了10年的供应链集中形成线下选品基地，供应链场地规模

13000平方，分品类区域设置了众多专柜和货架，包含但不限于服

装、美妆、家纺、百货、日化、家居、箱包、食品、饰品、主播、

酒类、小家电、母婴、鞋帽等全品类品牌，帮助主播提高供应链端

口的竞争力

共享选品池

货品结构丰富，主播可自由挑选，为主播们提供“拎包直播”的机

会，基地作为主播-商家/品牌方的中间桥梁 帮助核查：商品库存、

预定周期、供货价格、优惠政策等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产品陈列服务

项目介绍

展厅产品陈列 

产品可在1.3万平方米的公开选品大厅做免费陈列、供基地主播及其

合作主播自由选品

专柜产品陈列

可在展厅划分专门区域做符合品牌产品调性的专柜陈列，供主播选

品及柜台开播

专场产品陈列

可在基地三楼选择适当面积的房间做品牌专场陈列，还原线下门店

的感觉，给直播间用户一种身临其境的购物体验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g个性化直播间

项目介绍

直播间：

 设置多个不同风格直播间，

灯光、网络、设备齐全，配

备电梯，方便货品运输 

包含直播设备：

 

无影灯、美颜灯、摄像头及

支架、手机支架、直播镜、

中控台、中控设备、摆件

项目介绍



专场直播间

项目介绍

布置美观简洁、网络畅通，配备选品会议室

匹配与品牌调性高契合度主播，通过直播进行

带货，并搭配专业的运营及投流团队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部分合作机构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部分合作品牌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国内外各行业知名品牌长期合作，涵盖美妆个护、服饰鞋包、家居家电、 食品饮料等行业领域



电商核心业务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品牌宣传

产品直播带货 品牌短视频代运营 品牌直播代运营

KOL/KOC营销
广告推广
流量投放

03

04 05 06

01 02



产品直播带货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有一定资金预算（爆品可酌

情考虑）

A DB C

有竞争力的直播价格参考双

十一大促

库存深度足够，SKU充足，

售后保障

成交平台：抖音、快手、天

猫、拼多多

基础
要求



产品直播带货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产品直播带货

商家合作流程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01

提 交 产 品

货 盘 表 单

02

产 品 寄 样

03

产 品 试 用 审 核

04

签 订 合 同

05

安 排 直 播 后 期 结 算

06



产品直播带货

一站式运营服务

项目介绍



产品直播带货

部分合作主播

项目介绍



产品直播带货

部分合作主播

项目介绍



品牌短视频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电影级拍摄

导演+摄影师+收音+助理

拍竖版视频（15-60秒）

演员（按需）无人机（按需）

不包含织景费用和演员费用

视频拍摄服务

资深策划10W+话题剧本

保证爆品内容输出

两套剧本可选择

定位分析与剧本策划

真实流量扶植真实数据

运营专员一对一服务

账号运营服务

电影级制作

剪辑、封面、混剪、调色、字幕、特效、音乐

配音（按需）美颜（按需）

剪辑特效服务



品牌短视频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品牌短视频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品牌短视频代运营

合作流程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A B  C  D  E  F

基础沟通

提交剧本，客
户确认内容是
否符合要求

签订协议 剧本确认

内容开始拍摄

每个月拍摄1-2

天，根据内容

不同时间也不

同剪辑调色

内容
拍摄剪辑

确认基础方向

以及策划方向

后，签订协议，

深度协商沟通

后，策划团队

开始内容策划

视频
内容确认

提交视频，客

户确认内容是

否需要修改

账号运营

交片确认后，

账号开始发片

运营，达到活

跃度提交申请，

获取流量支持

了解基本需求，

确认账号基础

运营方法以及

脚本策划方向，

以及人设定位



品牌直播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一站式直播运营服务

专业主播团队+直播间设备+内容策划+直播

间运营

1对1商务对接品牌方

对接达人，且确定制作直播安排表

负责策划产品包装、筛选，制定直播策略

运营跟踪直播间，数据复盘、统计、分析

选品+组合策略



品牌直播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品牌直播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品牌直播代运营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品牌直播代运营

部分合作品牌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品牌直播代运营

合作流程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品牌直播代运营

合作价格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KOL/KOC营销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KOL/KOC营销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广告流量投放

项目介绍

抖音官方广告投放需求在整个市场体量中占相当大的部分，很多品牌客户拥有大量投放需求，我们作为官方

服务代理商可以帮助客户利润最大化的设计投放与推广方案

抖 音 达 人
短 视 频 广 告 信 息 流 广 告 开 屏 广 告 F e e d 流



广告流量投放

项目介绍



广告流量投放

项目介绍



广告流量投放推流步骤

项目介绍



广告流量投放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广告流量投放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广告流量投放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达人资源
抖音头部达人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达人资源
抖音头部达人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达人资源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y教育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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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销售员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2020年7月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统计局发布了“直播销售员”工种。



直播销售员

证书资质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全国首批人社部发放办学许可，国
内少有广东独家盈利性民办直播电
商职业学校

全国首家拥有“直播销售员”发
证资质的民办学校



直播销售员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  直播销售员是由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统计

局联合发布的新发布职业岗位；

l  直播销售员的工作是，通过各类直播平台进行品牌宣传、产品营销售等工

作；

l  直播销售员需要有健康的个人形象、专业的沟通技巧和营销推广技巧；

l  直播销售员的业绩及薪酬计算，

          简单来讲，一可以做为直播销员团队讲师或部门管理者，拿相应报酬；                     

          二直接在各大直播平台进行品宣或营销售，报酬直接与品宣效果或销售   

          额挂钩。



城市服务商权益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线上招生方案

官方授权

授权机构定义：授权以互联

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专业

技能培训项目名义在授权区

域开始培训和实施工作

线下客源保护

城市服务商资格

获得一年的城市服务商资格

（一年未完成50%任务量取

消代理资格，完成免费续约）

师资培训支持

其他权益

直播相关产业链支持、其他

业务优先合作权



直播销售员

合作流程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申请合作 基地面谈

项目咨询 锁定名额 签订合同 后续服务

开启招生



运营优化师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模式输出
为企业量身策划带货直
播商业模式

实时监测
秒级监测，用数据为决

策提供证据

诊断优化
全面诊断直播间问题并

提供优化方案

价值



运营优化师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直播间离不开运营，好的运营策略能够让直播效果事半功倍。



主播教育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电 商 直 播 运 营 实 战 班

直播准备、直播策略、主播
培养、主播管理、盈利变现

电 商 主 播 就 业 孵 化 班

直播流程、粉丝互动、销售
技巧、形象提升、上播实操

抖 音 快 手 直 播 带 货 班

平台规则、开播筹备、直播
策划、直播运营、流量算法

抖 音 快 手 主 播 孵 化 班

人设打造、人气提升、雷区
规避、变现路径、爆款选品



短视频/直播定制培训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无论个人还是品牌在当

下市场环境中都该深度

学习了解短视频、直播

的深度玩法，通过线上

的流量红利来人自己与

品牌实现个人和商业上

的逆袭

系统学习+社群实操教学

线上课程
线下深度教学+现场实操

线下课程

根据企业需求定制化课程

企业定制

根据不同行业定制专属课程

行业定制

01 02

03 04

全方位定制化解决个人、品牌、行业的深度学习需求    根据每个企业、团队与个人自身的需

求痛点，提出相应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短视频运营、直播电商课程教学，快速高效的让你学

会如何在短视频行业进行引流变现及直播带货。贴心为企业、团队以及个人、商家解决线上

引流拓客、直播带货的需求！



短视频/直播定制培训
面向人群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1

2

3

4

实体商家

向实体店引流

拓客&锁客

打造网红店

吸引加盟商

企业品牌方

品牌曝光

玩转直播带货

线下门店线上化

营业员直播导购卖货

微商团队

个人IP打造

直播成交会员

短视频带货

团队人才孵化

个人崛起

打造个人IP

想成为网红

玩转直播变现

利用短视频带货



短视频/直播定制培训
案例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短视频/直播定制培训
流程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短视频/直播定制培训
价格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品牌&行业定制线上7-

30天实操营 品牌行业定制线下课程

（2-5W）（19800-39800）

根据品牌&行业需求实际洽谈



主播劳务派遣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流程：主播培训--主播签约--劳务输出



部分主播输出机构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主播输出部分合作品牌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早教教育--技术支持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标 准 化 装 修 设 计

系 统 化 课 程 体 系

科 学 化 师 资 培 训

市 场 化 招 生 指 导

规 范 化 运 营 管 理



早教教育--技术支持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早教教育
加盟流程

项目介绍 项目介绍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加入我们04
实力背书

资源优势



实力背书

项目介绍



实力背书

项目介绍

天 猫 官 方 授 权 快 手 官 方 供 应 链 基 地 抖 音 直 播 产 业 带
扶 持 基 地

京 东 小 家 电 落 户 基
地

天猫品牌馆 快手供应链战略合作基地 抖音官方直播电商扶持基地 京东战略签约基地



资源优势

项目介绍

1 . 活动不遗漏、品牌专 场

2. 3 . 5 万平全品类展厅、超 级供应链无

限赋能

3 . 主播系统化培训

4 . 素人孵化打造

5 . 电商实战培训

6. 专业投手与资金配合 打 爆直播间

7 . 机构合作赋能

对主播

1. 万名主播池可合作可 招 聘

2. 一流的孵化代运营团 队 服务

3. 专业投手与资金配合 做 出高产

值网红爆品

4. 大平台供应链合作

5. 除直播外， 可进行分 销 渠道的

匹配， 缓解 品牌商 家的库存压力。

对商家

1. 万平物业场地支持

2. 成熟配套供应链

3. 品牌名品一手资源

4. 百所高校素人挑选

5. 高频举办线下招商合 作 品牌方

6. 行业交流大平台

对机构

1. 人 ： 百 所 高 校 、 M C N  机构联盟

全国网红资 源，  不缺高端人才

2. 货： 超级供应链， 货 品 有保证， 战

略合作 云仓及 物流

3. 场： 广州面积最大的 直 播基地， 自

有物业

4 . 背书： 银行资金风控，

5. 国家广电、广州市政 府 赋能背书

对资方



资源优势

项目介绍

散打系、辛巴系、抖音MCN联盟 

付费或纯佣合作主播

百所高校万员资源批量孵化素人主 

播

高投产投手帮助主播扩大营收

吸引中腰部主播在基地开办大量 

品牌专场

各类赛事、大型直播活动各平台达 

人可联合启动

抖、快、淘、腾
各类平台达人联合启动

品牌专场
高投产投手+专业运营

头部主播
中腰部主播+素人主播



超级项目组

项目介绍

高效直播团队 无门槛直播 专业培训赋能

1.拍摄剪辑

2.账号运营策划

3.直播运营策划

4.直播内容策划

5.直播场控/选品

6.带货主播加持

7.付费信息流加持

1. 热门创意策划  

3.多角镜头拍摄 

5.直播间装修 7.
实时热点预测 9.
运营规则熟悉

11.数据分析追踪

品牌专有主播

1. 选品和定价的方法

2. 主播人设如何定位

3. 产品描述的多种方法

4. 怎么给用户占便宜的感
觉

5. 各平台带货有哪些规则

6. 口播产品的表达与技巧

7. 直播间疯狂带货的绝招

可与基地10000多名直播主播

/达人进行双向选择，可合作， 

可招聘

赋能模式一：合作资源推荐 

赋能模式二：主播招募培训

2.文案脚本创作

4.产品高度贴合

6.拍摄设备购置

8.推荐算法掌握

10.平台禁忌防范

12.角色扮演化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B U S I N E S S

中视智媒直播电商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