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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播新瑞商业计划书）

公域流量场景声音智能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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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经济”的崭新赛道



视

听

私  域 公  域



年销售额6万亿

营销费用约30000亿
（公域音频800亿）

800万家门店

商超零售

年销售额约1.8万亿

营销费用约5000亿
（公域音频100亿）

260万家门店

餐饮娱乐
全国公园、游乐场等数
量近2万个,市内体育馆数
量近20万个（公域音频
10亿）

公共场所

全国博物馆、美术馆、展
览馆等总数约5000家

全国公共卫生间、公共
浴室等其他场所约20万-
30万座（公域音频15亿）

37个城市开通地铁，总里程
约5500公里，约3200个地
铁车站（公域音频50亿）

交通场站

全国公交车存量约30万辆，
公交车站约15万-20万个
（公域音频10亿）
全国加油站数量约11万座
（公域音频11亿）



我们解决谁的？
            什么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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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痛点：公域场景主对声音的智能应用

痛点1：商品表演“刚”
        商品静态陈列，不出位就无关注、没销量！

痛点2：人工促销“贵”
             人难招，成本高，管理难，流动大！

痛点3：简易喇叭“乱”
            内容LOW，音质差，死循环，惹人烦！

痛点1：覆盖领域广  网格布设，人人知晓，如何不留死角？

痛点2：宣发信息多  公共安全、防灾防盗、文明宣导，如何多面兼顾？

痛点3：内容差别大  场景不同信息不同，如何个性表达？

痛点4：信息更新快  如防疫形势多变，信息随时更新，如何及时更新发布？

痛点5：宣传口径严  怎么做到万千发声点传递信息统一准确标准化？

痛点6：智能要求高  如何让精美音质制作审核分发自动化，智能发声不扰民？

  ——“叫卖吆喝”是已经被人类商业文明
反复验证了千百年最有效的“营销工具”！
万物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线下商业呼唤催
生一张可以互通互联千万店铺货架、端架、
商品陈列终端，面向消费者自动开口说话，
生动促销，可管可控的“智能营销交互网”。

    ——不管有没有疫情，所有公共场所的“小喇叭”随
处可见。用声音实现重要信息的“强覆盖”是中国社会的
刚需！未来全面数字化升级的智慧城市管理，必须实现成
千上万“发声点”的互联互通，才能把准确且优质动听的
信息内容，在恰当的时间、适宜的场景，最精准的传送给
需求受众！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必将在中国城市催生一
场智能公域音频云网建设的“新基建”。



我们怎么解决
            这些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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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播新瑞”只专注做好一件事：

公域流量场景声音智能覆盖



云

管

端

    数据储存                     促销音频分发                   音乐内容分发                      数据分析

 横跨声媒体、云计算、物联网、新零售领域，创新“云端一体化”线下流量场景声音覆盖解决方案



“新零售”线下终端促销解决方案：

— 降人资：节约95-99%人工促销成本

— 提坪效：提升35%—5800%产品销量
发明专利编号：201906511963

乐播鹦鹉
公域智能短音频平台

(TOB场景应用)爆品神器
滞品神器
管理神器



乐播鹦鹉在零售消费场景中，是可辅助或替代促销员、导购员的智能中控“吆喝”神器，促销“带货”效果明显

智能后台多级管控，广电级安全保障，
云端内容实时下发，权限配置机动灵活。

4G通信+高容量电池设计，摆放灵活，
传感器感应播报，实时感知人流热度。

乐播鹦鹉手机端小程序

店长、店员可随时根据需求线上人
工或AI语音定制，实现实时插播、

即时发起促销活动。

乐播鹦鹉PC端管理后台 乐播鹦鹉端货架布置

乐播鹦鹉 — 联网布控  多端驱动  自助合成  智能发声



乐
播
鹦
鹉
实
用
实
景
（
北
京
首
航
超
市
）



1192 1429
2785

4456

620586
2658

28100

12500

3200

-51%

86%

909%

181%
416%

固元糕 松茸饼干 自助火锅 平遥牛肉 香辣花生

上月同期销售额（19.09.23-19.10.05）
档期销售额（19.10.23-19.11.05）
销售额变化率

807 380
12246 11504

2160
13680

86614

15108

168%

3500%

607%
31%

橄榄油礼盒 特级葡萄酒 潘婷、沙宣 三只松鼠

上月同期销售额（19.08.15-19.08.29）
档期销售额（19.08.30-19.09.13）
销售额变化率

使用乐播鹦鹉销售额上升31%-3500%（济南银座泉城广场店） 使用乐播鹦鹉销售额上升86%-909% （济南银座全运村店）

乐播鹦鹉线下带货促销效果明显，产品已得到实际销售数据验证和支撑



荣登“金翼榜” —— 2021年入选中国零售行业“奥斯卡”榜单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乐播鹦鹉 —— 成功通过京东“招采”，签订集团采购合同



乐播鹦鹉 — 便捷操作  独立通讯  配置灵活  场景多元

便利餐饮

公交地铁 园林景区

乐
播
鹦
鹉
使
用
场
景

楼宇控烟

乐
播
鹦
鹉

端架货架



发明专利编号：201906511963

乐播鹦鹉
 公域智能短音频平台

（TOG场景应用）
可灵活布控在大街小巷、
岗亭楼口、千店万铺——

“有脑子”
“云管控”
“听指挥”
   的智能联网“小广播”！



商超、餐饮、影院场所出入口、直扶梯口

机关、学校、医院、写字楼出入口、直扶梯口

公共卫生间、候车亭、停车场出入口

公共建筑内的配电室、燃气、供暖等机房

各居民小区出入口管理门岗（岗亭）

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存放区

各居民小区楼门洞（一层出入口）

居民小区公共休闲区域（健身广场等）

远端智能统

一分层管控

• 日常生产生活服务信息和安全提示
（拒诈骗、清楼道、分垃圾、防灾
害等）。

三级管控

基层单位
（业主、物业）

• 本地区疫情防政策（如接种防疫通
知等）等提示信息以及街道党宣政
宣内容。

二级管控

街道办事处

• 联网广播系统最高管理权限，可统
一指挥发布重要宣传告知信息，确
保省、市、区政府政令“一键直达
入户”！

一级管控

区委区政府

公域智能音频云在城市基层街乡布设和管理方案



乐播新瑞公域智能音频云初步纳入政府“5G智慧城市”规划建设项目遴选视野

与“海康威视”等七家上市公司和龙头企业一起双双入选“智慧昌平”开发创新大赛“新基建”和“回天大脑”两

个赛道方案总遴选，“新基建”进入“十强方案”！
（摘自2021年8月8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网站）         





    2021年5月与宁波地铁签订五年战略合作协议，10月完成试播站系统安装，开始试播，即将对全线百余座车站进行“智能语音网

格化全覆盖”！单站布设几十台“乐播鹦鹉”，依乘客出行动线提供个性化语音引导提示。地铁方面节约人力，提升管理效率，提

高服务品质，并新增营收渠道（LBS语音广告市场的开发和运营），一举多得！

地铁“灯塔”：创新构建城市“主动脉”数字化公域智慧广播系统的四梁八柱



 
公
域
音
频
云
宁
波
地
铁
案
例
（1

号
线
东
门
口
站
）



 智慧应急 ——“战时”基于精准定位自动发布“个性”疏导广播



智慧城区“灯塔”：沈阳市和平区防疫应急、社区治理综合应用案例

  规模化建设引进“乐播鹦鹉”项目已列入和平区应急局年度工作计划



公域智能长音频平台

-总部一键控制/监控，千店一面

-门店个性化插播，千店千面

-个性广告定向投放

乐播百灵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乐播百灵——已稳定服务全国大型连锁企业50＋

乐播新瑞已与全国主要连锁零售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已签约客户包括：中国石化、中百、新百、大商、物美、家乐福、京客隆、蚂蚁商盟等



乐播百灵——公域智能长音频应用案例：中石化小石头广播



乐播百灵——公域智能长音频应用案例：中石化小石头广播

音频1：

服务至上，品质当先-中石化台标

40S

音频2：

长路漫漫，有我相伴-中石化台标

60S

2020年9月6日（星期日）16:29的北京中石化展览路加油站……



  我们怎么赚钱？04



“一鱼三吃”——可持续、有增量、后劲足的营收模式

设备入场
设备费(3千/店, 30%收益)

核心价值是构建流量入口

商超播控
年度服务费
（1-8千/店·年，50%收益）

广告导入（中石化）
广告分成
（1-1.5 万/店·年）

设备入场
设备费(600/点, 30%收益)

核心价值是形成交互触发点

运营服务
年度服务费
（200/点·年，50%收益）

交互数据服务

数据服务收益（潜在）

乐播百灵（公域长音频） 乐播鹦鹉（公域短音频）

构建新零售交互网络
凸显交互数据服务价值



我们是谁？
     为什么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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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牟丹
融媒专家，音频平台总编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中关村U30青年企业家（2020）  
-原澳门（澳亚）卫视首席主播、  
 播音 组长；
-原中宣部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
 旅》编导、制片；
-广播电视行业多年一线采、编、
 播、管经验；
-中国传媒大学/英语播音专业本科；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新闻与
 广播专业硕士；
-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原北京广播集团副总裁，曾任北京广
电旗下内容、 制作、广告、文旅、营
销、娱乐、 融媒体等七家公司法人、
董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北京大学研究生，
长江商学院EMBA及融媒体领军者首
期班，长江商学院文创学会常务副会
长/清华五道口文创星三期班/北大创
业营全国八期班

-25年体制内头部媒体高管，对媒体行
业以及企业客户关系有丰富经验和深
刻理解，政、商、媒、学资源丰富

-原北京广电策划中心市场总监，在
广电媒体经营管理岗位十余年历练，
从事过客户开发、整合营销、项目管
理等工作,深谙媒体运与  管理流程

-零售行业多年运营经验，与多家零
售、头部企业深入沟通，拥有丰富零
售企业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金融学本科

-近20年从业经验，精通智能终端、
移动互联网、AI物联网等领域，
上海卓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兼董事；

-自主创新研发各类智能通信终端
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

-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本科；长
江商学院EMBA

创始人：张宇程
产业领军，政商资媒资源库

CEO：孙立越
营销老将，线下零售渠道王

CTO：朱泽恩
技术大拿，移动互联智多星

核心团队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
-中关村金种子企业

-北京市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61家；2020年7月21日公布）

-北京市首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服务商
（331家；2020年8月5日公布）

北京市首批“专精特新”企业：硬资质软实力兼备



五项国家发明专利

《一种远程自动化音频控制中控系统及其音频播放控制方法》（已授权）

《音频的播放设备、中控系统，音频的更新及播放方法和系统》（已授权）

《音频的生成及播放方法和系统、中控系统、音频播放设备》（已授权）

《一种音频播放设备及其使用和数据更新方法》（实质审查尾声）

《用于防疫管控的智能语音提示方法及防疫语音机器人》（受理）

十八项智联网软著

《乐播鹦鹉小程序V2.0》

《智联网全平台广播系统V1.0》

《智联网音频数据库系统V1.0》

《智联网用户行为感知V1.0》

《智联网广播编排系统V1.0》

《智联网终端动态感知系统V1.0》

《智联网音频分布式管理系统V1.0》

……



政策护航：荣获广电系统“国家级奖项”并入围“创新技术入库项目“
 

       
           

                                                                  

                                                                                                                                                   
                                  
                                                                                                                                                       
      
     国家广电总局首届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智能终端”赛道二等奖      

                   “2020年度媒体融合创新技术与服务应用入库项目”资质证书
         



 行业标杆：国家级科研平台资质认定  —— “北京市智慧广电重点实验室”
 政府重奖：荣获“2021年北京市推动智慧广电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奖励项目”



                   获批通过“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指定供应商认证
                   成功中选“中国联通”沃音乐全媒体数字服务供应商资质央企合作：



 近期荣誉
  北京市最具投资价值文化创意企业50强

     2020年9月5日，与“快手”、“得到”等北京知名文创企业一

起入选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评

定的“北京市最具投资价值文化创意企业50强”。

 

2020年度中国移动北京公司5G应用创新大赛产业组总分第三名

（二等奖）（2020/11/18）

 第七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组）全国总决

赛成长组全国总分第九名（铜奖第一名）（2020/12/2）

阿里巴巴诸神之战创业创新大赛山东站总冠军
(2021/3/26)

Hicool2020全球创业者大赛优胜奖（140强）
（2021/9/6）

CHINASHOP金翼榜最佳营销工具榜优选案例
(2021/11)

    
沈阳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2022/2/28)



我们的护城河

行业基础稳健
• 国家级智慧广电实验室
• 入选广电系统“媒体融合创新

技术与服务应用入库项目“
• 荣获智慧广电专项资金奖励

创新能力出众
• 四项国家发明专利
• 十八项智联网软著
• 双高企业认证+北京首批“专

精特新”＋国家级科技型企业

赛道头羊领先
• 中国首家公域智慧音频云

平台（线下交互网络覆盖 
+线上5G数据云平台）

市场根基深厚
• 签约全国连锁集团50+家；终端

门店覆盖7500+家
• 中石化，北京500站点全覆盖
• 宁波地铁全线智能广播系统覆盖

建构系统性壁垒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 以持续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商业模式创新及运营的能力

                               共 享 单 车
• 美团、青桔

•通过模式创新构建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全面解决了人们“比走路省时省力，比打车省

钱省事”的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和痛点，并可持续运营的能力。

                              共 享 充 电 
• 街电、怪兽

•通过模式创新构建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全面解决了人们在特定的场景，特定的时点下

为手机应急充电的需求和痛点，并可持续运营的能力。

                              公 域 音 频 
• 乐播新瑞
•在持续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构建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全面解决公共场

景主在恰当的空间，恰当的时点，非常便捷的把千店一面或千店千面的高品
质声音信息精准覆盖到目标人群的需求和痛点，并可持续运营的能力。



我们的融资计划06



  融资目的：强化市场营销拓展板块/规模化占领市场
  出让股权：10%

融资需求：2000万人民币

市场营销500万/渠道占领500万/技术迭代、
产品分层、后续专利、持续创新等300万/产
品量产500万/补充运营资金200万

资金主要用途

2016年中，种子轮
2016年底，天使轮
2018年中，Pre A轮，出让10%，融资金额1200万元

融资历史

融资计划



公域流量场景声音智能覆盖
张宇程 13601302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