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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榜（原名新媒体排行榜），创设于

2014年8月。作为运营实体，上海看榜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成立。

作为中国最早最权威的微信公众号第三方

数据采集监测服务商，新榜用以衡量传播

价值、品牌价值、投资价值的新榜指数已

经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渠道价值标准，以

日、周、月、季、年的频率发布全类别微

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榜，并与全国31个省

市区网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共同发布地

域榜，行业榜覆盖汽车、楼市、美食、教

育、健康、旅游、娱乐、明星等细分领域，

同时，协助人民日报、人民网推出中国政

务新媒体排行榜。

地域榜

行业榜

政务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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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榜在新媒体业界首屈一指的影响力，

微博、今日头条、百度百家、搜狐新闻客

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

腾讯微社区、腾讯兴趣部落、蜻蜓FM、

荔枝FM等平台也分别以独家首发等形式

与新榜联合发布榜单，新榜得以构筑中国

移动互联网渠道独家跨平台数据体系。

新榜指数 中国移动互联网渠道价值标准

独家跨平台数据体系



新榜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提供全方位学术

支持，陈彤（新浪前总编辑、小米副总

裁）、刘书（凤凰高级副总裁）、李方

（腾讯副总编辑）、陈朝华（搜狐总编

辑）、陈峰（网易总编辑）、尹明华（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喻国明（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泓（北

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李未柠（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院长助理）等业界学界权威人士担任顾问。

权威 透明 公正



依托最早最全的微信公众号第三方数据采

集监测库，新榜提供针对微信公众号全体

样本库、行业样本库、地域样本库以及客

户指定集群样本库的全天候数据采集监测，

主要指标涵盖总阅读数、最高阅读数、头

条阅读数、平均阅读数以及点赞数。

微信数据情报分析

数据服务



您除了可以通过新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察

看每天发布的常规榜单外，还可以根据自

身需要，免费生成最多3个定制榜单，每

个定制榜单可最多涵盖100个样本，实现

每日定时采集监测。

如果您有更多需求，欢迎申请新榜VIP账

号，获取更多支持。

适用：政企客户对下属微信公众号实行监

测考核评比、新媒体运营者观察监测行业

竞品表现......

定 制 榜 单

数据服务



定 制 榜 单

数据服务



您可以通过指定关键词，例如行业、产品、

品牌名称，对微信公众号样本库发布内容

实行筛选采集。

除提供经关键词筛选后的微信数据源，新

榜还可提供历史数据比对图表等日报、周

报、月报简明分析服务。

适用：微信舆情监测、行业情报搜集、竞

品情报搜集......

关 键 词 监 测

关键词云（基于样本分词）

车展
交通

空调

车型

SUV宝马
车型品牌

保时捷

车祸

事故
合资

豪华 轿车
越野车 奔驰

全国

跑车
奥迪

保养
路虎

数据服务

劳斯莱斯

轮胎
油耗

空间

宾利

配置

倒车

油耗

外观 性能 品牌

代表关键词：

豪华、漂亮、震撼、

霸气、小车、颜色、

车身、车标、风骚、

后排、奢华、紧凑

代表关键词：

保养、轮胎、油耗、

配置、倒车、发动机、

时速、刹车、涡轮、

马力、机油、底盘、

加速、记录仪

代表关键词：

宝马、奔驰、奥迪、

保时捷、路虎、宾利、

劳斯莱斯、法拉利、

丰田、兰博基尼、马

自达、布加迪、特斯

拉、福特

核心需求观感体验 竞品曝光



基于EXCEL报表形式数据抓取服务：

数据服务



基于web service数据接口服务：

数据服务

客户

Web Service

新榜数据库



微信之外，新榜同时提供基于微博的定制

榜单和关键词监测，以及面向今日头条，

百度百家，搜狐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

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腾讯微社区，腾

讯兴趣部落，蜻蜓FM，荔枝FM的数据服

务。

适用：全面监测移动互联网"两微一端"数

据......

关 键 词 监 测

数据服务

评论 转发

6095 87325
1

2015/6/10  11:34

#数据监测#数据监测内容
123，数据监测内容123，
数据监测内容123，数据
监测内容123， 数据监测
内容123，数据监测内容
123！

http://www.weibo.com/XXX
XXXXXXXXXXX

评论 转发

2925 68498
2

2015/6/10  12:50

#数据监测#数据监测内容
123，数据监测内容123，
数据监测内容123，数据
监测内容123， 数据监测
内容123，数据监测内容
123！

http://www.weibo.com/XXX
XXXXXXXXXXX

评论 转发

4208 46300
3

2015/6/10  14:37

#数据监测#数据监测内容
123，数据监测内容123，
数据监测内容123，数据
监测内容123， 数据监测
内容123，数据监测内容
123！

http://www.weibo.com/XXX
XXXXXXXXXXX



基于“两微一端”大数据，新榜提供咨询评

估服务，包括新媒体行业发展分析、集群

新媒体运营咨询评估、落地咨询评估、投

放策略建议、效果监测、市场调研、问卷

设计等。

咨询评估

集群新媒体运营咨询评估新媒体行业发展分析

投 放 效 果 监 测投 放 策 略 建 议落 地 咨 询 评 估



集纳新媒体专家智囊建议，整合前沿讯息，

提供行业最具价值信息，评估分析全国各

地区、行业“互联网+”新媒体发展情况，

并进行趋势研判，提出工作建议。

分析报告分为月度、季度、半年或全年。

新媒体行业发展分析

咨询评估

01

02

03

04

02 谋变方式 04 产品设计

01 媒介布局 03 前沿思想

科技公司媒介布局
强化整合效应
聚焦核心业务

技术内容强
耦合
垂直领域移
动化

数据建设
优化平台
O2O模式
三线城市文化
产业模式

创新交互方式
低成本广普及
革命性体验

尖端课题
创新策略
经验案例
处置方法

传媒巨头谋变方式
传播形态多元化
数据挖掘资本壮大

权威智库前沿思路
落实战略构想
寻求解决之道

创业创新炫酷产品
互联网与行业融合
加速创业孵化



抓取行业集群矩阵或其它指定账号的内容

信息，进行横向或纵向运营分析，评估现

状趋势，形成阶段性（月度、季度、年度）

分析报告，提出运营建议。

集群新媒体运营咨询评估

咨询评估
对外服务 对内服务

订阅号 订阅号

企业号 微信群服务号

引流

上海铁路局 上铁国旅

1 新媒体矩阵机会分析

2 账号优劣势调整建议

3 运营团队管理建议

铁
路
局
微
信
矩
阵
调
整
建
议

最赞分析 最热分析 爆发分析

数据
造假

不作为
账号

 数据榜单TOP10

 典型内容分析

 参考建议

 数据榜单TOP10

 典型内容分析

 参考建议

 数据榜单TOP10

 典型内容分析

 爆发规律挖掘

 完善建议

 交互数据异常账号分析研判

 存在严重抄袭现象

 跌幅最大or运营不作为账号

 内容质量低下，交互数据差



集群新媒体运营咨询评估

咨询评估

监测周期内，下属微博账号179个，X月中活跃比为78.77%，比上
月降低1.12%。全体微博账号共发布5676条微博，平均每天推送微
博405条;平均每天共获取56147次转发。本监测周期内没有出现转
发超过十万的微博。各单项指标冠军帐号如下：“微博号1”总转
发数、人均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均位列第一，“微博号2”发
布次数最多， “微博号3”坐拥最高粉丝数。周期内有38个账号没
有发布任何内容，总数比上月有所增加。

监测周期内，下属微信公众号286个，236个订阅号，50个服务号。
时段内总活跃比为67.60%，共发布2986篇内容。平均每天约有87
个发布内容，这些账号平均每天共推送213篇内容，约能获取
441407次阅读。监测周期内，单篇阅读数超过10万的帐号有三个，
分别是“公众号1”、“公众号2”与“公众号3”。和上期一样，
“公众号3”依然获取了最高阅读数和点赞数，“公众号4”则以总
发布数112篇获得最高发布篇数。“公众号1”勤更不辍，获得最高
发布次数，此外还有6个账号保持每日推送。监测发现，有93个账
号没有发布任何内容，比上周略有增长；平均单篇阅读数10以下的
账号共计12个，在总账号中占比4.18%。

NRI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发布篇数：X 

平均单篇阅读：XXX

平均单篇点赞：XXX

MIN：537

公众号1
发布篇数：X 

平均单篇阅读：XXX

平均单篇点赞：XXX

中位值：691

公众号2

发布篇数：X 

平均单篇阅读：XXX

平均单篇点赞：XXX

MAX：886

公众号5
发布篇数：X 

平均单篇阅读：XXX

平均单篇点赞：XXX

XX类首位
966.4

公众号6

公众号3

公众号4

双微
月度

活跃比

微博账号活跃比

微信账号活跃比

78.77%
总抓取篇数

5676

67.60%
总抓取篇数

2986

微博号总数

179
评论 转发

6095 786058

阅读 点赞

441407 520

0发布

38

0发布

93

微信号总数

236

运营横向差距比较



评估周期内垂直行业企业新媒体运营的整

体运营状况，摸清行业规律、发掘领先企

业、总结优秀案例、诊断发展症结，形成

阶段性（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

提出运营建议。

评估周期内垂直行业自媒体+媒体机构帐

号的整体运营状况，发布影响力排名、解

读舆论生态、点评新鲜玩法。

垂直行业新媒体咨询评估

咨询评估
金融 旅行 科技娱乐 健康 美食地产汽车

1超大样本容量 精准数据分析 32 专业点评解读



组织专家团队落地全面调研新媒体运营情

况，借助外围智囊脑力，提出针对性提升

策略，并保持后期跟进。

落地咨询评估

咨询评估
魏武挥 天奇阿米巴基

金投资合伙人

江艾芸 中国互联网金

融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长 李鑫 澎湃新闻总编辑

徐诗 网易门户移动

总经理

范卫锋 证券时报新媒

体投资基金CEO

仇勇 《新媒体革命》

作者

李弘扬 宣亚国际集团

CEO

张瑾 万达集团企业文化

中心网络部总经理

王虎 哲基公关CEO

夏军 灵思营销副总裁 付航 新意互动策划总监

陈 龙 蚂蚁金服首席

战略官



基于政企客户推广宣传需求，针对目标期

望、活动属性、预算预期、渠道选择提出

针对性建议。

投放策略建议

咨询评估
软文



通过线上线下调研及数据监测，对投放效

果进行整体评估，包括新榜独家提供的分

钟级微信公众号传播监测服务。

效果监测

咨询评估

账号发布数量 总阅读数 投放内容阅读数 新榜指数

30,788



基于业界广泛影响力，新榜定期举办“新

榜样”全国行活动和“+新媒体”大会，以及

垂直行业细分地域新媒体沙龙，促成媒体

主、广告主和投资人之间的交流对接。新

榜开放定制沙龙、赞助冠名、特邀演讲、

现场宣传等合作模式。

会务培训



新榜商学院提供线上和线下培训，行业精

英担纲讲师，涵盖思维战略、应用工具、

创业变现、运营实训、高级研修等。新榜

开放课程定制、工具推广等合作模式。

会务培训



大数据小预算零佣金

广告匹配
“新榜优选”为广告主（代理商）和媒体主搭建精准匹配

平台，通过询价、竞标双重模式实现去中介化沟通，

实现在”大规模业余化“新媒体时代的原生广告便利投放。

依托传播价值、品牌价值数据排名与交易数据采集沉

淀，“新榜优选” 提供基于细分标签的精准筛选机制，

通过千次阅读数单价等评估工具以及定时快速响应反

馈机制，帮助广告主（代理商）迅速找到适合自身推

广需求的媒体主。

汇聚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海量优质投放渠道， “新榜优

选”帮助广告主（代理商）与媒体主实现一对一直接沟

通，免除中介信息损耗，提升预算实现效果，向依靠

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的传统模式说不。



大数据小预算零佣金

广告匹配

“新榜优选”实行零佣金模式，并提供资金担保

服务、诚信评估记录、正规发票开具，建立广

告主（代理商）和媒体主的双向信任机制。



新榜旗下设有精准营销机构博选优采，向

广告主（代理商）提供包括渠道筛选、资

金垫付、策划执行等全套营销服务。

渠道筛选：以顶尖优质微信公众号为主的

渠道推荐，提供固定预算条件下的打包套

餐。

资金垫付：帮助广告主（代理商）应对账

期压力，实现无预付款投放。策划执行：

原生广告创意策划、执行监测。

精准营销



新榜、博采优选向公益项目以及政企客户

推荐“最后一条”特别计划。征集全国各地

各行业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条位置，同日推

送同样内容，积聚超级传播声势能量，真

正实现低成本广覆盖，性价比极高。

最后一条 876个账号参与
覆盖粉丝1.1亿人次
36小时内微信捐款超31万

最后一条给留守儿童
新媒体公益行动



新榜向政企客户提供涵盖数据服务、咨询

评估、会务培训、广告匹配、精准营销的

新媒体整体解决方案，所有服务项目可针

对客户实际需求实行定制化调整。

新媒体
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新媒体第一站

Newrank.cn

联系我们：BD@newrank.cn 上海：021-64293929 北京：010-85578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