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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石牛寨旅游节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一、成果简介 

平江石牛寨景区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交汇处，在岳阳平江县石牛寨镇境

内，是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 10余平方公里，海拔 523米。石牛寨淡季的

工作员工有 45人左右，旺季的工作员工有一百多人，景区的最大承载量是 10000人，

主要景区有玻璃桥、悬崖秋千、喊泉、步步惊心、石佛山观光栈道、石佛山观光索道、

玻璃滑道、极速快跳、悬崖客栈、高山地下峡谷漂流等。石牛寨景区属于中汇率景区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在湖南省长沙市。具有着成熟系统，现在的主要客源量来自

于湖南省境内， 

平江石牛寨景区存在着诸多不足，比如营销方式单一，景区知名度不高，未创造

品牌效益，人流量少，游客反馈少等等。针对平江石牛寨在营销中存在的问题，设计

出了更加合理可行的营销活动解决方案，从而使石牛寨出现在更多人的视野里，吸引

更多的游客来平江石牛寨游玩。 

 
图 1 石牛寨图 

二、设计思路 

通过多年对江石牛寨景区的了解，查阅了多方的资料新闻、案例等，并通过对平

江石牛寨工作人员的调查，来访游客的评价进行了星级评价，发现平江石牛寨在对外

营销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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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淡季的人流量少等问题，主要采取的是营销活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本次平江

石牛寨的营销手段采取的是特色营销活动为主，也就是作出吸引眼球的活动让更多人

参与进来，再按策划好的程序进行活动安排，本此营销活动中分为以下阶段：收集和

分析创造策划活动方案，确定策划活动方案，进行市场调查，宣传招徕参加人群，广

告营销经费预估，策划活动方案效果预估等等。+ 

 

三、设计过程 

(一)平江石牛寨现存的问题 

2015年到 2018年，平江石牛寨景区成为网红景区，招揽了不少来自国内的游客。

但是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国 90%的游客对旅游景区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

越严格。经过对平江石牛寨的研究，列出了以下问题： 

1、景区营销方式单一 

       平江石牛寨在过去几年的营销活动主要侧重在，活动性不够，任务未做成自

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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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区知名度不高 

       经过对平江石牛寨游客的调查，近年来石牛寨的客源多来自于湖南省境内的

游客，说明在国内的其他并没有真正进入国内群众的视野。 

3、淡季人流量少 

   经过几年来对石牛寨景区的了解以及大数据鉴定，平江石牛寨旺季和淡季的

区别较大，要么人数庞大，要么人数稀少。 

(二) 活动安排及活动介绍  

1、活动主题 

多彩旅游节 

2、活动时间 

5月 19日全天 

3、场景布置 

（1）在平江石牛寨景区的广场上设置一个展示桌作为微信助力的兑换处 

活动地点，游客将石牛寨宣传片转发朋友圈后通过排队参加活动进行兑换景区门

票和索道通行票。 

（2）石牛寨展销会的场地设于平江石牛寨广场 

4、活动具体安排 

（1）微信助力赢景区门票，赢索道通行票 

活动时间 5月 19日全天兑换  

活动地点 平江石牛寨广场 

活动目标群体 不限 

活动内容 
①开发微信助力页面，点击关注再转发助力，从完成助力

活动的名单中，抽取幸运者获得石牛寨景区门票或其他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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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酱干，腐乳，十三村酱菜等等。 

②将石牛寨宣传片转发朋友圈，集 30个赞即可免索道票。 

（2）平江石牛寨展销会 

活动时间 5月 19日 14：00开场 

活动地点 平江石牛寨广场 

活动目标群体 不限 

活动内容 

在展销会上分区摆列特产区、纪念品区等进行特卖、

特产区内有平江酱干、平江火焙鱼、时丰大糍粑、南江

黄鳝、平江长寿熏腊肉、腊鱼、十三村酱菜、平江腐乳、

山桂花蜂蜜、福寿源茶叶、平江茶油等，纪念品摆列平

江石牛寨特色山水画，玻璃桥照片，平江皮影戏的小玩

具等。 

 

 

（3）悬崖探险赢大奖 

活动时间 5月 19日全天 

活动地点 玻璃桥，悬崖秋千的工作室 

活动目标群体 不限 

活动内容 

现场大抽奖，活动进行时，所有通过了玻璃桥或悬

崖秋千（二选一）的游客均可参与抽奖，现场通过电脑

的系统抽取活动奖品。抽奖活动一天分成了两轮，第一

轮上午，第二轮下午。景区售票处，石牛寨广场处设置

一个幸运抽奖活动，购票游客都可以参与抽奖，赢得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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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区提供的奖品。奖品是平江腐乳一瓶。 

（4）平江皮影戏大型演出 

活动时间 5月 19日晚上 19:00开场 

活动地点 古城楼 

活动目标群体 不限 

活动内容 

皮影戏又称“灯影戏”或“影子戏”，是用兽皮，纸板等

工具制作而成的人物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现场是用一

块幕布作为屏幕，再由两三个人在后面操作，加着浓浓乡音的

奏乐，边讲着励志的故事情节，成了独具特色的皮影戏。现如

今，带着浓浓特色乡情的平江皮影戏面临着失传灭绝的危险，

此次演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5）旅游节摄影大赛 

活动时间 5月 19日下午 16:00开场 

活动地点 平江石牛寨广场 

活动目标群体 不限 

活动内容 

面向全省摄影爱好者，举办平江石牛寨探险旅游节摄影大

赛。参赛选手将摄影作品通过微信投稿，经平江石牛寨旅游景

区初步筛选后，挑出 100幅作品，将作品进行微信投票，得票

前 20名的，获得景区提供的平江酱干 1到 10斤不等。 

(三) 宣传策略 

在旅游业中，一个旅游景区的知名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旅游景区的销售额，只有利

用好了广告投入，广告特色宣传，才能对旅游业进行一定的冲击。让平江石牛寨进入

大众的视野的唯一办法就是宣传，可以利用口头宣传，书面宣传以及其他宣传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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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牛寨进行大面积的宣传，将平江石牛寨最好的一面带给大众，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

象。用宣传提高平江石牛寨旅游景区的知名度，才能拉动景区的消费，提高知名度才

是平江石牛寨的发展必经之路。 

1、新闻与媒体的途径加大知名度 

针对平江石牛寨景区的市场现况，应采取区域范围的广告宣传，比如平江电视台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先由小范围的知情人士发展到大范围的知情人士，集中人群，

加大最大的景区优势，重点突破，成为旅游景区的一道风景线。 

2、网络传播的途径加大知名度 

1）社交软件传播，有微信（微信群，朋友圈，订阅号等进行链接转发），QQ（QQ

群，QQ空间，QQ邮箱邮件群发等）， 

2）在百度贴吧，猫扑社区，搜狐论坛，新浪论坛等各大论坛发帖等等 

3）请旅游界大 V博主撰写软文进行推荐并宣传。 

4）请抖音，快手等段视频软件的网红拍视频宣传。 

3、宣传栏的途径加大知名度 

对于景区可能存在的潜在消费者使用广告宣传牌的方式宣传，可以在通往景区的

路上设置广告宣传牌，在平江各大人流量大的显眼的地方设置广告牌。 

4、中介机构宣传的途径加大知名度 

旅行社作为旅游业的中介机构，是旅游景区和游客之间最直接沟通的桥梁,应把

重点放在与旅行社的沟通上，因此我们可以在广告方面加大力度，可以给旅行社优惠

价格或其他增加旅行社利润的方法。 

5、杂志报纸宣传的途径加大知名度 

可以利用日常人民常看到的新闻报纸，以及行业内利用的 DM 杂志，采取措施针

对性的送到旅行社里，或者是写字楼，小区住宅，工作单位等场所，新闻报纸和 DM

杂志跟别的广告方式相比，更快捷，费用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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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划活动经费 

项目 数量 单价 合计 

电视广告 1 5000 5000 

网络广告 5 1000 5000 

宣传栏 3 50 150 

旅行社 不限 0 0 

DM杂志 1 3000 3000 

摄影机 1 10000 10000 

电脑 2 4000 8000 

投影仪 1 10000 10000 

投影幕 1 1200 1200 

椅子 100 5 500 

展示桌 1 500 500 

皮影戏幕布 1 200 200 

奖品（平江酱干） 50斤以上 20/斤 1000以上 

总价 44550（人民币肆万肆仟伍佰伍十元） 

 

四、成果特点 

此营销策划方案是根据平江石牛寨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的营销活动，针对石牛寨

景区营销方式单一、知名度不高、淡季人流量少的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景区营销活动，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不仅如此，在此次营销活动中举办的活动还可以继续在景区中推

广，形成景区的常规活动。通过举办微信助力赢景区门票，赢索道通行票，石牛寨山

水画义卖，悬崖探险赢大奖，平江皮影戏大型演出和旅游节摄影大赛等营销活动，让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了解，吸引到一大批的游客前来平江石牛寨景区游览参观，扩

大了平江石牛寨对外开放的范围，加大了景区的知名度；增加了旅游景区配套项目，

在这次活动中，为景区增加了更多的旅游景区配套项目，针对六大旅游要素，景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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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住行游购娱增加了餐厅，酒店，小吃店等等；充分发挥了电视、互联网、报纸等新

闻媒体的作用，突出宣传平江石牛寨的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 

 

五、收获与体会 

    一个优秀的营销方案就是旅游景区生意好坏的关键，在现如今科技发达的时代，

旅游行业又非常的脆弱，我们能做好的就是做好自己，稳中求进才是发展之道。在此

次的毕业设计制作中，老师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作为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这篇毕业设计也让对旅游业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的

地方，在制作毕业设计时会找不到材料，找不到思路等等。生命在于不断学习，出现

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自己的学习能力不够。现临近毕业，我必须更加努力的

学习，变成更优秀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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