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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M Online 是什么？

COTTM Online是一个面向中国出境游市场的B2B在线展会。

为全球展商与中

国出境游买家搭

建的出境游资源

对接平台

业内访客通过微

信小程序或电脑

网页可随时在线

参观

作为COTTM线下展

会的补充，可通过

COTTM Online在线

展会拓展您的业务，

维护客户资源

在线宣传，减少了
各类不必要的消耗，
并能给展商提供从
文字、图片、视频、
网络宣讲、资料下
载等全方位展示



COTTM Online展商可以获得什么？

通过COTTM Online / TNTM同业宣传渠道和数据库进行宣传。

在线结识中国高质量买家，可获取业内访客名片，方便开展数据跟踪管理。

在COTTM Online展期内，可与买家进行远程在线洽谈。

在一个展期内拥有的自己在线展位，展位有文字、图片、视频、下载资料、在线宣讲
等多种功能和展示形式。



COTTM Online展商能做什么？

买家洽谈

展商与买家可通过在线聊天室进行远程洽谈，聊天室配置了自动翻译功能，展

商也可以主动发出洽谈邀请

展商数据可记录

展商可查阅所有在其展位签到的访客名片，所有展商与访客之间的互动都被记录

下来，以便汇总报告

在线宣讲功能

展商可进行在线直播，向访客介绍产品和路线，直播结束后可回放内容



功能概述

• 为旅游行业各类展商提供的在线展会平台 –目的地旅游促进/营销机构、旅行资源商/服务商、酒店、零售商、航空公司、景点，铁

路等进行产品展示、拓展关系、商务配对和收集数据等

• 高成本效率&高扩展性

点此观看视频

向买家
做产品推介展示

网上预约商务洽
谈/合作

高互动性的演讲

/推销全网络在线展会

http://1252139118.vod2.myqcloud.com/48f025a3vodcq1252139118/3f56078e5285890797460311680/boSZ0EMMkoMA.mp4


在线展会地图

展商主页内容包括：

• 展商整体介绍

• 联系方式

• 相关链接

• 电子资料

快速入口：

• 展商宣讲直播间

• 与展商预约洽谈

• 访客签到留下名片

专业观众/买家（专业访客）不仅可以在COTTM（预计5月下旬上线）和TNTM官网上登录展会，也可以登录
微信小程序参观展会。
展会地图Demo（需PC访问，免注册）：https://thenextravelmarket.com/sns/login/wechat?from=demo

https://thenextravelmarket.com/sns/login/wechat%3Ffrom=demo


展会平面图示范

放大



界面示范

步骤 1  探索地图上所有展商展位 步骤 2  通过放大来看展商品牌，
寻找&筛选

步骤 3  点击进入展商主页 *客户名称仅限展示需要.

展商主页包括了：
• 展商简介
• 联系方式
• 其他链接
• 可供下载的资料

快速链接：
• 展商线上宣讲
• 买家会议洽谈时间表
• 同业访客报到

观看视频

http://1252139118.vod2.myqcloud.com/1fda134bvodtranscq1252139118/cfbca5f65285890793336857252/v.f30.mp4


商务工具：展商产品演播 –概述

• 每名展商都可以通过演讲的方式在微信上/线上进行产品展示

• PPT演讲，在线视频和语音 –无需特殊设备

• PPT演示可包含在展商独立页面当中并配合界面像同业访客/买家进行宣传

在线宣讲时间表 产品展示（在线宣讲会） 在线互动和Q&A环节



展商如何实现在线洽谈

买家将在展商展位上选择一个合适的洽谈时间（展商需在展商系统中提前设置可预约洽谈时间段），待展商

通过洽谈申请后，双方可在约定时间通过侃侃聊天室在线便捷洽谈。

买家申请洽谈 约定时间在线洽谈展商提前设置洽谈预约时间

预约洽谈

可预约洽谈时间



在线洽谈

Ongoing 
meetings panel

One-on-one conversation panel – can 
also display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Video chat panel

click to start 
powerpoint

Appointment Chatroom: text, voice, doc/media exchange & video chats; present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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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与文字洽谈

• 自动翻译

• PPT展示

• 视频/语音 电话沟通

• 发送文件/图片

• 多人洽谈



商务工具：在线预约洽谈 -细节（卖家申请）

1. 卖家后台显示所有到访过的访客/买家（姓名+公司
+联系方式等）信息；

2. 卖家可以邀请买家预约洽谈；

买家会收到微信邀请+短信邀请推送通知。买家确认
后，买卖双方将通过在线洽谈会议室进行在线洽谈。

2 +1

微信推送通知
SMS短信推送通知



• 15-45分钟的在线宣讲直播
（CTA Live）可以是直播

或预先录制的课程，讲师

可以通过微信宣讲，在线

Q&A互动

• 支持PPT和视频的播放
• 课程在线存储，可以回放

展商如何在线直播宣讲



多媒体直播平台

• 通过电脑进行多媒体流直播，弹幕，提问，问答，抽奖环节

• 多个讲师同时在线

• PPT/视频同步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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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买家发送预约洽谈邀请 下载名片

展商系统更多体验



洽谈（仅限买家）

参加在线宣讲

登记

文件下载

买家可以通过微信聊天与参展商

进行深入的一对一洽谈会议。

（所有参与的买家是受邀而来并

且完全符合买家资质）

买家/业内观众访客可以在线查看展商信

息并且下载相关文件。

买家/业内观众访客可以通过参观展商展

位并登记赚取积分。积分可以兑换为礼

物或参加幸运抽奖。

买家/业内观众访客都可以参加由展商

和行业领军人物举办的在线宣讲会。

COTTM Online买家/业内观众体验



COTTM online买家/业内观众体验

签到 /留言 下载资料观看直播



产品展示&行业领跑者思想聚集

TNTM已经邀请行业领军人物共同举办过数十次微信在线宣讲会



真实案例 – 非公开展会

南非旅游局展区: 展会大厅标识出展商展位；商业微
型网站；野生动物游猎馆；通过洽谈区实现快速在
线配对。

项目:

• 南非旅游局支持10名展商（RTO,酒店）

会同中国买家和同业访客进行商务洽谈

/合作。

截至目前项目数据/结果:

• +80次商务洽谈圆满完成

• +7,000同业访客参观

• +200买家参展

• 平台得到展商和买家/同业访客一致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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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TM 用户数据统计(PC+移动端) 

2019.06.10 – 2020.03.01

展会浏览 70,000+

特别访问 8,900+

注册用户 1,600+

展位浏览 10,000+

交流次数 19,000+

平均月活用户 990+

平均洽谈成功率 81%

注册买家 200+

最高洽谈成功
率

98%

在线洽谈成功率2019.06-2020.01

已完成洽谈排行-Top 10 （2019.06-2020.01）



展商满意度

（截止2020年1月17日）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展商满意度调查问卷



买家满意度

（截止2020年1月17日）



买家满意度



买家/业内观众所在的企业/机构类型

17%

45.8%

12.3%7.6%

6.6%

10.8%

旅行社

MICE

批发商

定制

OTA

其他

*基于TNTM的的数据库



买家/业内观众的职务类型

23%33%

11%

14%

22%

33%

产品

运营

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监/副总监

经理/副经理

采购

31%其他：规划师、定制师等 33% 其他：主管、专员等

*基于TNTM的的数据库



买家/业内观众分析：业务类型

*基于TNTM的数据库



买家/业内观众分析：业务地区

*基于TNTM的数据库



买家/业内观众所在区域

中国北部

中国南部

中国东部

其他

*基于TNTM的数据库



TNTM同业宣传渠道

我们的平台通过多种同业数字渠道进行宣传

宣传渠道 数据库

同业数据库 53,000+ 认证同业用户

微信同业群 7,000+

微信公众号 35,000+

SMS 短信 53,000+ 认证同业用户



COTTM Online 同业宣传渠道

宣传渠道 人数

中国旅游同业数据库（EDM） 36,701+
全球旅游同业数据库（EDM） 17,500+

SMS 短信 10,457+
微信同业群 2398+
微信公众号 10,635+
新浪微博 2,064+

旅游同业合作媒体 20+
COTTM Live直播间 362+

COTTM通过多种同业宣传渠道进行营销推广



100,000+同业数据/ 多平台宣传 (中国)

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接触到超过100,000+名同

业数据:

• 电子邮件EDM & 短信SMS：53,000+认证同业

用户

• 微信同业公众号宣传：45,000+粉丝

• 微信同业群：9,500+群友

多维度大数据库:

• 旅行社/经销商位置信息与联系方式

• 公司性质/行业/市场 EDM循环推送: 100,000 +
微信循环推送： 45,000+ 



同业宣传平台

电子邮件EDM 网站横幅



同业宣传平台

媒体报导 新闻中心



同业宣传平台

微信同业群/朋友圈 微信文章



联系我们

Qinghui Qing（卿清晖）
中国代表
Email：qqing@tarsus.co.uk
Tel：+86 (0)21 6439 5504

Sarah Hu （胡琎琎）
销售&营销经理
Email：shu@tarsus.co.uk
Tel： +86 (0)21 6439 6310

Crystal Chen （陈静静）
中国市场营销&买家经理
Email：cchen@tarsus.co.uk
Tel：+86（21）6439 5536

COTTM官方微信公众号：COTTM_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