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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基金 捷豹·托特纳姆热刺校园足球项目 

广 告 主：捷豹路虎中国 

所属行业：汽车行业 

执行时间：2018.09.17-11.26 

参选类别：公益营销类 

营销背景 

社会背景：足球，作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运动，对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实现体育强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夯实中国足球人才根基，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制定了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以

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全面发展。但是，足球教练中坚力量不足、足球青少年普及度不高，仍然是当前

中国校园足球普及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 

企业背景： 

- 捷豹路虎中国始终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深入践行对中国市场的长期

承诺。其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于 2014 年共同成立的“捷豹路虎中国青少年梦想基金”，已使超过 25 万

名青少年从相关项目中受益。 

- 2018 年 4 月 24 日，捷豹路虎中国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正式签订第二阶段战略协议，未来三年，捷

豹路虎中国青少年梦想基金将继续投入 3000 万，为更多青少年插上梦想的翅膀，带去成长的力量和充

满希望的未来。 

- 作为梦想基金第二阶段首个明星公益项目，捷豹校园足球与热刺俱乐部强强联手，正式开启为期三

年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校园足球的普及，并引入世界领先的足球青训理念与创新模式，以足球培训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营销目标 

① 以足球为纽带，推动中英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② 进一步推动校园足球的普及，助力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 

③ 通过将体育老师纳入受益范围，全方位提升中国青少年足球教练的专业素质，为中国足球的崛起培

养中坚力量； 

④ 全面推动捷豹路虎 CSR 价值共赢体系建设，深化捷豹路虎“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增强品牌美誉度

和客户忠诚度。 

策略与创意 

策略： 

- 聚焦世界领先足球青训理念，持续打造可复制的公益模式，全方位提升中国师生的综合实力； 



                                       第 10 届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 

  

- 对内对外、线上线下深化传播，充分整合外部合作伙伴的优质资源，联合内部 CRM 部门实践公益，

让校园足球在中国深化普及； 

- 深入开展媒体合作，通过多维度、全平台媒体专题报道，以及热门社交平台，扩大传播圈层及影响

力。 

创意亮点： 

- 邀请热刺明星教练 Ose Aibangbee（曾培养出本届世界杯金靴奖得主哈里·凯恩）和 David Howells

（1991 年英格兰足总杯冠军球员、热刺前队员）对中国师生进行最先进的足球培训； 

- 通过“三位一体”的培训理念和“授人以渔”的公益模式，开展系统化的体育老师培训，保障项目

可持续性，并间接影响更广泛的受益群体； 

- 持续开展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通过接受热刺专业培训、开展中英文化交流互动，提升

中国青少年的综合能力。 

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① 捷豹校园足球启动仪式 

  

落地执行： 

 9 月 17 日，捷豹校园足球项目首次在中国足球发展试点城市之一的成都正式启动； 

 捷豹路虎众多公益合作伙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以及成都青羊区教育局亲临现

场支持； 

 热刺明星教练 Ose Aibangbee 和 David Howells 亲自指导在校学生，并围绕“足球”开展丰富的

对话及互动体验。 

媒介优化组合： 

 邀请 44 家汽车、公益、门户、财经、行业等媒体（51 名记者）参与捷豹校园足球项目； 

 核心媒体与高层深度对话，剖析捷豹路虎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及对中国青少年的积极影响； 

 从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新闻，社会价值等角度进行深入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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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捷豹校园足球训练营 & 基层体育老师培训 

  

落地执行： 

 自 10 月 29 日起，两位明星教练为成都 42 名基层体育老师带来为期两周的足球理论和技能训练课

程，培养更强中坚师资力量； 

 11 月 3 日-4 日，通过举办捷豹校园足球训练营活动，40 名足球小将接受到了热刺教练的亲自指导； 

 CSR 联合 CRM 团队，首次将车主融入其中，邀请 40 组车主及媒体家庭来到现场，让更多社会公众

了解、认可并深度参与到捷豹路虎的公益项目中。 

媒介优化组合： 

 邀请 8 个汽车/大众类媒体家庭、10 名孩子深度参与捷豹校园足球训练营，体验英超先进足球培训； 

 利用热门社交平台，发布趣味抖音视频，扩大传播圈层。 

③ 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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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执行： 

 11 月 19 日-26 日期间，正式开展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项目，把优秀的中国小球员送出

去； 

 30 名优秀足球小将在百年英超劲旅——热刺青训基地接受为期一周的专业培训； 

 通过参观顶尖学府牛津大学、大英博物馆等体验项目，感受纯正的英伦文化； 

 足球小将于 11 月 22 日前往捷豹路虎英国总部，参与捷豹小学挑战项目，深入理解捷豹路虎企业社

会责任内涵。 

媒介优化组合： 

 邀请 16 家行业资深媒体及 KOL 深入中英足球文化交流活动； 

 30 名优秀足球小将深入热刺俱乐部学习培训； 

 实时跟进报道，多角度、多层次原创 A+内容落地。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① 营销效果 

捷豹校园足球项目得到了来自电视、视频、直播平台、平面、网站、APP 平台及社交媒体的广泛报道及

高度好评； 

活动共计产生剪报 2,503 篇，公关价值达到 34,705,081 元。 

捷豹校园足球总结视频：捷豹校园足球携手英超热刺开启三年战略合作新征程 

http://www.iqiyi.com/w_19s5tltix5.html 

② 媒体反馈 

捷豹校园足球启动仪式 

http://www.iqiyi.com/w_19s5tltix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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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捷豹·托特纳姆热刺校园足球第二阶段启动:英超明星教练 引领中国青少年走进足球殿堂 

The Second Phase of Dream Fund Jaguar Football Campus with Tottenham Hotspur has kicked 

off 

优酷汽车：捷豹·托特纳姆热刺校园足球圆孩子一个足球梦 

Dream Fund Jaguar Football Campus with Tottenham Hotspur Will Fulfil Chinese Children’s 

Football Dream 

中国日报：捷豹路虎中国启动校园足球推广计划 

成都商报-全程直播报道：Live Broadcast of Dream Fund Jaguar Football Campus with 

Tottenham Hotspur Kick-off Ceremony 

捷豹校园足球训练营 & 基层体育老师培训 

凤凰网：携手热刺聚焦青训，捷豹路虎构建 CSR 3.0 价值共赢体系 

Dream Fund Jaguar Football Campus Joins Hands with Tottenham Hotspur and Focuses on 

Youth Training to Build JLR’s CSR 3.0 era of win-win value 

主持人李晶磊：“捷”伴绿茵 助力成长 

Jaguar supports youth football training - Team up with Tottenham Hotspur – Dream Fund 

Jaguar Football Campus lands in Chengdu for the first time 

成都商报-一场关于足球的狂欢 party，热闹程度不输 IG 夺冠！ 

A Carnival About Football: Dream Fund Jaguar Football Campus with Tottenham Hotspur Is as 

Impressive as Chinese Team's Feat to Win 2018 League of Legends World Championship 

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 

汽车头条：英国足球的“种子之旅”，捷豹路虎将 TA 埋在了中国少年的心中

https://m.qctt.cn/Sharenews/index/id/402776?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桑之未：深耕公益 “捷”伴绿茵——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之旅启航

https://mp.weixin.qq.com/s/bTrYJxmUX94bMel8D5scnA 

萧 sir 说事：从遥远的英伦带回足球梦，捷豹路虎助力“未来球星”成长

https://mp.weixin.qq.com/s/BbKFX8zi1CnFkwlLogLNRQ 

https://item.btime.com/21g7g9qkkktqrqfpctdb1t4puac
https://item.btime.com/21g7g9qkkktqrqfpctdb1t4puac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yOTEzNTc2MA==.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v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yOTEzNTc2MA==.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v
http://inews.xlmediawatch.com/Monitor/WDetail?aid=-8720126687912997227&type=press&cutomerId=576&st=s
https://www.yizhibo.com/l/ajui_2TppCIE9Ezd.html
https://www.yizhibo.com/l/ajui_2TppCIE9Ezd.html
https://auto.ifeng.com/changshangxinwen/20181015/1243832.shtml
https://auto.ifeng.com/changshangxinwen/20181015/1243832.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DuDL2_KZJj_-RDzJlbRpw
https://mp.weixin.qq.com/s/VDuDL2_KZJj_-RDzJlbRp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5OTE0MA==&mid=2651608780&idx=5&sn=1a46e2668548ba64e84add9d7350d5dc#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I5OTE0MA==&mid=2651608780&idx=5&sn=1a46e2668548ba64e84add9d7350d5dc#rd
https://m.qctt.cn/Sharenews/index/id/402776?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p.weixin.qq.com/s/bTrYJxmUX94bMel8D5scnA
https://mp.weixin.qq.com/s/BbKFX8zi1CnFkwlLogLN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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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汽车：“捷”伴同行 “球”学英 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之旅圆梦启航

http://auto.sina.com.cn/xs/2018-11-27/detail-ihpevhck8747556.shtml 

汽车头条：梦想续航 捷豹路虎深化普及校园足球 https://m.qctt.cn/Sharenews/index/id/397225 

③ 媒体评价 

捷豹校园足球启动仪式 

萧 sir 说事  罗天娟：“捷”伴绿茵“球”学英超，必须为捷豹路虎中国启动的这一青少年足球梦想之旅

点赞，而与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更提升了这一活动的意义。从英伦到中国，秋日阳光灿烂的天府成都，

捷豹路虎与时下最赤手可热的英超劲旅 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宣布启动为期三年的战略合作。 

中国日报  李福生：British premium brand Jaguar kicks off its three-year football program with 

Tottenham Hotspur at a primary school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As part of Jaguar Land 

Rover China’s Children & Youth Fund, the initiative is expected to benefit at least 120,000 

kids in China.  

网通社  孙琦：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见证梦想基金启动新的征程！9 月 17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捷豹路虎

中国青少年梦想基金 捷豹·托特纳姆热刺校园足球启动仪式于天府蓉城正式“开哨”。在梦想基金第一阶

段与热刺顺利合作的基础下，捷豹路虎将再度与这支英超劲旅强强联手，开启为期三年的战略合作，以

促进足球在中国青少年中的普及，全面推动捷豹路虎CSR 价值共赢体系建设。本次合作预计在未来三年，

惠及 120 所学校、12 万中国青少年。 

捷豹校园足球训练营 & 基层体育老师培训 

旅游卫视超级马力  何毅：来到成都集训，捷豹-托特纳姆热刺训练营。能不能进国家队就靠它了。 

蜀锦/四川在线  蒲鹏：谢谢@李晶磊大师，你把捷豹路虎这场训练生动的传递给我们了。 

捷豹校园足球中英足球文化交流 

桑之未  李颜伟：30 多名来自成都青羊区的小学生来到英国，参加捷豹托特纳姆热刺校园足球，中英足

球文化交流活动，其中一半是女学生也充当小记者角色；捷豹路虎与宋庆龄基金会展开第二阶段合作，

将会在未来三年继续推进校园足球的普及。 

青年周末  韩旭：Sir William Lyons said the car is the closest thing we will ever create to 

something that is alive and William Shakespeare said the object of art is to give life a shape.  

谢卫列工作室  谢卫列：十五分钟组装 F1 电动赛车！捷豹路虎！ 

http://auto.sina.com.cn/xs/2018-11-27/detail-ihpevhck8747556.shtml
https://m.qctt.cn/Sharenews/index/id/397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