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tor 懒设计模板设计需求文案 

【尺寸安排】 
海报（42*59.4cm/300dpi） 

英文海报（42*59.4cm/300dpi） 

DM单（21*28.5cm）(正反面)（DM单的价格为普通模版的 1.5倍） 

手机海报（720*1280px） 

朋友圈邀请函（720*1280px） 

公众号封面大图（900*500px） 

易拉宝（80cm*200cm） 

【注意事项】 
·中文内容为文案结构参考，主题等其他文案均可自行撰写。  

·设计时使用的图片中请不要出现品牌名。 

·若要使用二维码，请使用 fotor提供的二维码 ai文件进行设计。 

·所有文案可按需灵活调节。 

二维码及 logo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GefGJ3 

 

【公众号封面大图】 
公众号封面大图文案请设计师自行预设，可参考热门公众号文章热门主题或标题（时效太抢

的主题不要做，比如某些突发事件）。封面大图是对公众号文章标题与内容的视觉化支撑，

考虑到封面大图的使用场景及用途，设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文案字体不宜过小，否则在手机上完全看不清 

2、一般只放置一条主标题或关键性词汇，不宜放置过多文案 

3、当公众号同时推送多条图文消息时，文章标题会遮挡掉封面下方部分内容，所以不要在

设计的靠下位置放置文案及重要的设计元素 

4、封面不要放置按钮，电话，地址， logo，二维码等内容 

 

【海报/手机海报】 
注：以下内容可选用为海报或者手机海报文案，请在两种尺寸中任选其一制作。手机海报可根据节日或节点设计祝福类海报，

此类文案自定 

 

宠物类 

1、 

光光狗狗美容站 

盛大开业（主） 

光光为狗狗们提供最全面的洗护、最专业的美容以及最贴心的服务。让来的每一只狗狗都能

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全场药浴：18-35元 

洗澡 15元起 



修剪指甲 5元 

清洗耳朵 8元 

毛发开结 10-30元 

更有造型修建全场收费 5折起！ 

PS：30斤以上中大型犬只不提供服务。 

（二维码） 

扫码关注公众号，即可预约时间 

地址：成都市富城大道 23号 

电话：028-333333333 

 

 

保洁类 

2、 

明亮家政（logo位） 

家政服务找我们（主） 

专业提供家政服务的公司 

钟点工丨催乳师丨月嫂丨保姆 

用我们的诚心、专心、细心、耐心 

赢得客户的书信、省心、放心、开心 

免除您雇佣的后顾之忧 

（二维码） 

扫码关注公众号，预约上门家政服务。 

四川省成都市明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武侯大道 88号 

028-999999999 

www.fotor.com.cn 

 

 

装修类 

3、 

要装修 找我们（主） 

省时丨省力丨省钱丨省心 

三花装修有限公司拥有 18年专业品牌，不计其数的业主都放心把信任交到我们手上，保证

业主能够从我们这里得到充足的回馈，对于装修，我们很专业。 

现在预约，立减 999 

028-999999999 

（二维码） 

扫一扫，更多惊喜等着您 

联系地址：成都市光华大道 90号 

官网地址：www.fotor.com.cn 

 

 

旅游类 

4、 

http://www.fotor.com.cn/
http://www.fotor.com.cn/


俄罗斯贝加尔湖 

西伯利亚的蓝色瞳孔（主） 

贝加尔湖+草原+沙漠 4飞 8日游 

所有班期第二人立减 1000元（副） 

- 

遇见·贝加尔 

境外小镇 

6999元/人 

- 

梦幻·贝加尔 

登奥利红岛 

7999元/人 

- 

发班期（每周二.四.六） 

为什么要去贝加尔湖 

免签丨友好的两国关系丨极少数国人去过的目的地 

（二维码） 

扫一扫即可咨询报名，开启你的北境之游。 

咨询电话：028-999999999 

 

 

5、 

出游你做主（主）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补白文字：你有多久没出去走走？你有多久没有放飞心情？穿暖花开，草长莺飞，阳光灿

烂，微风和煦，让我们一起开始一场马上出发的旅行！ 

路线一：耒阳竹海 

漫步竹海享受怡人的自然风光，领略自然的恩赐，远离大都市的喧嚣，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 

路线二：衡阳岐山 

岐山，一望无际的苍翠，溪流潺潺，云雾环绕，宛如仙境。 

行动不如行动，扫码加入我们！ 

（二维码） 

活动费用：耒阳竹海 100元/人  岐山 50元/人 

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8年 7月 1日 

咨询专线：028-99999999 

 

 

6、 

中泉旅行社 

欢乐跨境游（主） 

TOURISM 

【马尔代夫 8999元】 

广州直飞五天三晚 

入驻当地四星级酒店 



体验沙滩屋和水上屋 

【韩国 7999元】 

首尔济州岛 5天赏花星星品质团 

体验当地美食 

和心爱的 TA一起看日出 

【日本 6999元】 

东京北海道 6天赏花优质团 

体验日本新干线直达 

特享北海道&箱根温泉乡，地道日式泡汤 

【新马泰 5999元】 

马入新出东南亚五日游 

全程正餐标准达 220元/人餐 

三轮花车巡游马六甲 

参观世界遗产-新加坡胡姬花园 

（二维码） 

扫一扫 立即报名 

我社地址：成都市人民北路 109号 

热线电话；028-999999999 

 

 

健康类 

 

7、 

好妈妈（logo位） 

月子会所 

Confinement Club 

百万妈妈的优先选择 

☆如家般的温馨舒适 

☆酒店式的贴心服务 

☆医疗级的母婴护理 

服务范围 

月子套房丨月子护理丨月子套餐丨产后康复丨催乳通乳丨游泳 SPA 

（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成为好妈妈会员 更多优惠等你来拿 

 

 

8、 

欣欣体检中心（logo位） 

健康体检（主） 

呵护生活 

关爱家人 定期检查 

关爱家人健康·乐享幸福一生 

TAKE CARE OF FAMILY HEALTH HAPPY AND ENJOY LIFE 

健康热线 028-999999999 



地址：成都市顺江路 28号 

（二维码） 

扫一扫 来个简单体测吧 

 

 

珠宝类（珠宝产品可自行设置，以下内容为文案结构参考） 

 

9、（翡翠） 

张大福翡翠（logo位） 

翠如人生 琢以大成（主） 

翡翠，石之雅者,萃聚石之精华。 

可补白文字：在古代，翡翠是一种生活在南方的鸟，毛色十分美丽，通常有蓝、绿、红、棕

等颜色。一般这种鸟雄性为红色，谓之“翡”；雌性为绿色，谓之“翠”。 

（二维码） 

扫码进店 欢迎选购 

店址：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大街 112号 

电话：028-999999999 

 

 

教育培训类  

10、 

海韵艺术馆（logo位） 

声乐梦想班招生啦（主） 

为了丰富广大朋友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帮助声乐爱好者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和情感表达技巧，

海韵艺术馆现特推出声乐梦想班，圆梦你的艺术人生。 

授课地点：海韵艺术馆 1号馆 

课程内容：《声乐发声技巧》、《歌曲的思想以及情感表达方法》 

师资力量：高永生，四川交响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声乐协会主席，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或登录海韵艺术馆官方网站 www.fotor.com.cn  

（二维码） 

 

 

11、 

朝日学校（logo位） 

日语培训（主） 

开学啦！ 

家门口的日本学校 

·日本老师授课班 

·包留学先进教学 

·一比一仿真课堂 

（二维码） 

扫码报名可免费试听日语课一堂 

无需任何基础 完全从 0开始 说日本语 



我校承诺：如果万一学不会，考不过，可以免费继续学习，学会为止。 

授课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望丛祠大街 2号 

办学热线：028-999999999 

 

 

12、 

立昂国际教育（logo位） 

韩语培训班（主） 

宽口径 厚基础 

轻松学习韩语达四级 

我校开设以下班型以供学院选择： 

零基础多元化韩语周末假期班 

零基础多元化韩语全日制半年班 

零基础多元化韩语全日制一年班 

（二维码） 

扫一扫 了解更多详情 

可补白文字：立昂国际教育韩语授课老师金在炫教授在中国已经有十年的韩国语教学经验，

并且成功教授了一大批学生前往韩国的各大学府攻读本科和研究生。 

我们随时恭候您的试听 

联系电话：028-999999999 金老师 

办学地址：成都市龙泉大厦 5楼 

 

 

13、 

汪洋舞蹈培训工作室 

招生啦（主） 

招生范围：4岁-成人 

特别推出 

街舞培训 

原价 200元 

现价 150元 8课时 

·jazz爵士舞 

·breaking地板技巧 

·poppin 机械舞 

·Hip-Hop 嘻哈舞 

另有以下课程开设： 

跆拳道丨肚皮舞丨拉丁舞丨民族舞丨声乐丨吉他 

报名热线：19233333333 王老师 

（二维码） 

扫码了解汪洋舞蹈培训工作室 

 

 

二次元类 

 



14、 

 2018次元喵社团 

新春特典（主要） 

 Spring Special 

 特别感恩计划！打赏红包！丰厚赠品！ 

 宅舞交流会！VCR 免费录制！ 

 萌娘美食街新春特供！ 

 全节日布景！随机福袋赠送！惊喜多多！诚意满满！ 

 2018.1.31-2018.2.2 

 北京国家展览馆 

 （二维码） 

 扫码关注公众号，次元喵备下了小小好礼 

 等你来唷~ 

 

15、 

 水冰二次元社团招新啦 

如果你喜欢二次元 

如果你热爱宅文化 

如果你是 cosplay 达人 

快来加入我们吧！ 

大关二次元社团 

目前还在招募的职位有： 

美工、CV、PV师、音频后期、画手、压制、日翻歌手 

我们的梦想和目标，是帮助社内的每个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 

自由又温馨的大家庭，永远留着你的位置！ 

（二维码） 

扫码关注社团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 

 

餐饮类 

 

16、 

青空泰国菜 

千姿百泰（主） 

双流首家正宗泰式风味餐厅强势登陆！ 

琳琅泰式菜品任您品尝！ 

特别推荐 

椰青太皇翅 

128元/例 

色泽金亮，清醇鲜香； 

泰式伴鲍饭 

28元/例 

皇室北极参 

48元/例 

肉质软口，营养丰富 



宫廷烩官燕 

198元/例 

一菜多味，选料考究 

（二维码） 

更多精美菜品请到店品鉴，恭候您的光临！ 

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บ 

地址：成都市双流去航渡大道 2号 

电话：028-999999999 

 

 

17、 

维多利亚西餐厅 

新品上市 以下菜品第二份半价 

欢迎品尝 

香辣鸡腿扒 

香煎新西兰羊扒佐薄荷汁 

博朗拿肉酱意面 

黑胡椒牛扒 

扒鳕鱼意大利番茄汁 

田园风光拌时蔬 

（二维码） 

扫码可预订坐席 

地址：成都市百货大厦 3F 

电话：028-999999999 

 

 

18、 

一点红江湖川湘菜 

吃 200送 100 

多吃多送，上不封顶 

平民价格，星级享受 

万千吃货的狂欢节 

扫码即可加入 

（二维码） 

活动时间：2017.11.20-2017.12.31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麻将街 1F 

电话：028-88888888 

 

19、 

龙亭韩式烤肉 

地道韩国味 

品质菜肴 炭火烤制 

更有限量大酱厚五花供应（需提前预约） 



让你在重庆的街头 

也能感受大韩民国的风土人情 

（二维码） 

 

20、 

红玉港式茶餐厅 

4 月 9日 

会员日特别大惠 

VIP开放办理 

特色港式笼仔蒸饭全场 7折 

甜品小食买三赠一 

限时特供极品鹅肝 

早茶/午市/晚市/夜宵档 

欢迎到店品尝 

为保证会员日食材风味 当日外送服务暂停 

营业时间：早上 6:30-凌晨 1:00 

（二维码） 

地址：成都市世纪城天府二街大都广场 2号 

正宗老港味 就在大关 

 

21、 

阿瓦利亚牛排西餐厅 

新鲜丨营养丨美味 

1 周年店庆日 

特别推出 

神户牛排套餐 只要 99元/客（店长推荐） 

T 骨牛排 68元/客 

西冷牛排 68元/客 

肋骨牛排 68元/客 

和牛 128元/客 

 

地址：成华区建设北路 199号 

电话：028-99585858 

营业时间：10:30-23:00 

 （二维码） 

 

健身类 

 

22、 

飞鱼游泳中心 

泳敢做自己（主要） 

2018夏日游泳培训班热招中 

前 100名学费只要 998 

专业师资 专业培训 



成都体育学院游泳教练丨国家二级运动员丨国家初级救生员 

来飞鱼，一起清凉一夏 

（二维码） 

扫一扫了解更多 

场地：飞鱼游泳中心二号泳池 

报名时间：2018年 6月 24日-2018年 10月 23日 

热线电话：028-123457890 

 

 

23、 

飞跃健身部落 

夏日开卡季 

低至 288元起（突出） 

折扣多多 先到先得 

（二维码） 

扫码了解更多飞跃健身部落资讯 

单人单月卡：原价 588  活动价：288 

单人季度卡：原价 1188 活动价：788 

单人半年卡：原价 1888 活动价：1388 

单人年度卡：原价 2988 活动价：2388 

一卡在手丨全市通行丨加入飞跃丨拥有健康 

总店地址：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5号 

一分店地址：青羊区骡马市顺城大街 26号 

二分店地址：高新区大源 3线中段 

三分店地址：天府新区兴隆湖环湖路 157号 

服务热线：028-348128392 

 

 

24、 

 威尔士搏击俱乐部 

 搏击爱好者集聚地 

专业教练指导 

 强身健体 

勇气做自己 

 挑战每一天 

 （扫码） 

 这里有一个变强的二维码 扫扫看 

 

美容美发类 

 

25、 

 韩国卡拉整形 

 Ulthere超声刀 

春季大惠 



 重塑青春/锁住 6 年 

 一次超声刀=5次热玛吉=15年护理保养=年轻 5-8岁 

 雕塑面部轮廓丨紧致肌肤丨消除皱纹丨淡化色斑丨祛除黑眼圈 

 美丽热线：028-88585858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 

 （二维码） 

 了解卡拉 

 

26、 

 娇姿美体馆 

释放女人原本的美丽 

 professional slimming perfect metamorphosis 

 瘦身塑形 绽放你的美 

 做美丽女人 

 从娇姿美体馆开始 

 GIVE YOU A PERFECT CHARM CURVE 

 瘦身热线：028-88898989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环球中心 

 （二维码） 

 

27、 

 闪亮时尚潮流美发会所 

 美容美发 顶级定制 

 SKIN CARE BEAUTY 

 专注美容美发二十年 

 缔造完美潮流达人 

 （二维码） 

 扫码关注公众号 更多活动等你参加 

 电话：028-88888888 

 地址：成都市高新西区中海国际社区 

 

 

 

【英文海报】 

注： 

 以下中文文案为英文注释，Tips为注意事项，请不要添加在海报设计中。不建议删减

文案或自设主题 

 设计要求及风格可参考 Fotor海外版海报相关设计：

https://www.fotor.com/app.html#/design/new/f752a0875f02433188c096e575394

edd，或参考 behance和 Pinterest上类似主题设计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小编 

  



主题：Alcohol Awareness（理性饮酒）*2 

1  

Don’t drink and drive.（拒绝酒驾） 

Stay sober. (保持清醒) 

Stay Safe.（安全第一） 

A friendly reminder from Fotor.com（Fotor友情提示） 

Tips: 强调 Don’t drink and drive.（拒绝酒驾） 

 

 

2  

Think Before you drink.（三思后“饮酒”） 

Alcohol Awareness Campaign(理性饮酒运动) 

www.fotor.com 

Tips: 强调 Think Before you drink.（三思后“饮酒”） 

 

 

主题 Anti-Bullying（反欺凌）*2 

 

3 

Don't stand by! （别再袖手旁观） 

Stand together! （马上团结起来） 

The Student Council of Amina University strongly rejects all forms of bullying .（Amina大

学学生会反对任何欺凌） 

Visit www.fotor.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登录 www.fotor.com 了解更多) 

Tips: 强调 Don't stand by! （别再袖手旁观） 

Stand together! （马上团结起来） 

 

4 

Be kind behind the screen.（别做键盘侠） 

Think twice before saying something so mean.（难听的话，想想再说。） 

Know how to stop cyberbullying by visiting www.fotor.com（登录 www.fotor.com，了解如

何制止网络暴力） 

Tips: 强调 Be kind behind the screen.（别做键盘侠） 

 

主题：Animal Rights（保护动物）*2 

5 

Don’t shop! 

Adopt! （领养宠物，拒绝购买） 

Adoption Weekend（动物领养周末） 

Join us on June 16th & 17th to have a new family member! （时间：6月 16日和 17日，

一起找个新的家庭成员吧！） 

Meet adoptable pets from local animal rescue organizations at any Petcare foundation 

near you.（地址：任何你附近的宠物关爱基金会均可）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alcohol-awareness/
http://www.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anti-bullying/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animal-rights/


www.petcarefoundation.com 

Tips: 强调 Adoption Weekend（动物领养周末） 

 

6 

It’s time to  

lend voice to  

those who haven’t.（此刻，为动物发声） 

Support animal rights and donate at www.fotor.com（支持动物权利，捐款请登录

www.fotor.com） 

Tips: 强调 It’s time to  

Lend voice to  

Those who haven’t.（此刻，为动物发声） 

 

 

 

主题：Business（商业）*2 

7   

Join us!（加入我们） 

We are hiring!（招聘启事） 

Product Designer（产品设计） 

Marketing Assistant（市场助理） 

Contact us 1234567890（联系方式） 

887 Pauline Lane, London Hammonton Corp. （地址及 Hammonton公司）  

Visit www.hammontoncorp.com for submission. 

（登录 www.hammontoncorp.com 投递简历） 

Tips: 强调We are hiring!（招聘启事） 

 

8 

You are invited to （诚邀您参加） 

Our new store  

Grand Opening Party（我们的新店开业派对） 

October 25,2020（日期） 

9 AM（时间） 

1344 Ridge Lane, Florida（地址） 

RSVP to 1234567890 or 123@fotor.com（联系方式） 

Tips: 强调 Grand Opening Party（开幕派对） 

 

主题：Conference会议*2 

9  

10th Annual Business Conference（第 10届商务会议） 

May 15th & 16th, 2020（日期） 

9 AM – 5 PM（时间） 

Johnno Hotel（XX酒店） 

No. 223 North Lane, N.Y.（地址） 

http://www.petcarefoundation.com/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business/
http://www.hammontoncorp.com/
http://www.hammontoncorp.com/
mailto:123@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conference/


Contact 1234567890（联系方式） 

Tips:强调 10th Annual Business Conference（商务会议） 

 

 

 

10 

Join us for  

Medicine Seminar（欢迎参加医药学术会） 

June 29-30 2020（日期） 

9 AM – 5 PM（时间） 

North hall, Weston College （地址） 

Speakers（演讲嘉宾） 

James Goh 

Mylles Sinise 

Alan Greisman 

Ticket Price $40（票价） 

Buy 4, get 1 free（买 4增一） 

www.westoncollege.com 

Tips:强调 Medicine Seminar（医药学术会） 

 

主题：Car Wash（洗车）*2 

11 

Time to shine（让车“靓”起来） 

Car wash（洗车） 

 

Our Services（我们的服务） 

Basic $10（基础：$8） 

Includes Foaming Presoak  

Spot Free Rinse 

High Pressure Rinse 

Dry 

（服务项目） 

 

Super $15（超级：$15） 

Includes Wheel Cleaner 

Clear Coat Protectant 

Double Foaming Presoak  

Spot Free Rinse 

High Pressure Rinse 

Flash Dry Triple Pass 

（服务项目） 

 

Deluxe $20（奢华：$20） 

Includes Total Surface Gloss 

http://www.westoncollege.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car-wash/


Wheel Cleaner 

Clear Coat Protectant 

Double Foaming Presoak  

Spot Free Rinse 

High Pressure Rinse 

Flash Dry Triple Pass 

（服务项目） 

Tips:强调 Car wash（洗车） 

 

 

12  

Garage Clean（洗车） 

Free for the first 10 in line when we open（开业的前 10名免费） 

August 1, 2020 at 8 AM（时间） 

No. 100 Golden Ave, San Francisco（地址） 

Tips:强调 Garage Clean（洗车）和 Free for the first 10  

In line when we open（开业的前 10名免费） 

 

 

 

主题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环保）*1 

 

13 

Less ocean trash（减少海洋污染） 

More marine life.（保护海洋生物） 

 

Donate Now（马上捐款） 

www.fotor.com 

Tips:强调 Less和 More 

 

主题：Farmers Market（农夫市场）*2 

14 

Weekend Farmers Market（周末农夫市场） 

Get the freshest and organic local produce from local farmers 

（选购最新鲜的有机土产，均由当地农户供应） 

Join us every weekend of May 2020 !（5月每周末，欢迎光临） 

9:00 am - 2:00 pm Sunday （时间） 

2334 Gretna Green Way Los Angeles, CA 90049（地点） 

Visit www.fotor.com for more details(登录 XX了解更多详情) 

Tips:强调Weekend Farmers Market（周末农夫市场）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environmental-protection/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farmers-market/
http://www.fotor.com/


15 

From Farm to Fork（新鲜农产品） 

Harvest Bazaar（丰收集会） 

Sunday November 15th （日期） 

8 AM – 1 PM（时间） 

Handpicked produce & Vegan products & artisanal goods 

（精选农产品&有机产品&工艺品）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fotor.com（更多详情，登录 www.fotor.com） 

Tips:强调 Harvest Bazaar（丰收集会） 

 

 

主题：Gender Equality（性别平等）*2 

16 

Careers require no gender. 

（职业无性别） 

Females can do everything males can do. 

（女性可以从事任何男性可以做的工作）  

Join the march for gender equality on 8th March,2020 at 9 AM 

（2020 年 3 月八日加入性别平等游行）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fotor.com or contact 1234567890 

（更多详情，登录 www.fotor.com 或联系电话：1234567890） 

 

Tips:强调 Careers require no gender.（职业无性别） 

 

 

 

17 

Love Wins!（真爱无敌） 

Regardless of gender（无关性别） 

Join us for a LGBT rights movement on July 20,2020 at 9 AM（时间） 

Downtown Detroit's Hart Plaza（地址） 

Contact us:1234567890（联系电话） 

www.fotor.com（网址） 

Tips:强调 Regardless of gender（无关性别） 

 

 

主题：Global Warming（全球变暖）*1 

18 

Save the Arctic（拯救北极圈） 

A seminar by Environment Association（环境协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Oct. 15th & 16th 2020（日期） 

10 AM – 4 PM（时间） 

North Tower, Irving University（地址） 

Get involved at 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gender-equality/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global-warming/
http://www.fotor.com/


Tips:强调 Save the Arctic（拯救北极圈） 

 

主题：Homelessness（无家可归，流浪人士）*1 

19 

Don’t just pass away（拒绝冷漠） 

2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homeless.（无家可归的人占世界人口的 2%） 

Donate now visit www.fotor.com 

（请登录 www.fotor.com，马上捐款） 

Tips:强调 2% 和 homeless 

 

 

主题 Poverty（贫穷）*1 

20 

Can their future still be bright? （他们可以憧憬美好的明天吗？） 

End child poverty from today（从今天开始，改善儿童贫穷） 

Donate now visit www.fotor.com（登录 www.fotor.com，马上捐款） 

 

Tips:强调 End child poverty 

 

【朋友圈邀请函】 
 

1、开业 

 

邀请函 

invitation 

MIH 桌游吧（主） 

成都太古里旗舰店开业剪彩（一级副标题） 

设备最齐全 

配套最完善 

价格最实惠 

体验最舒适 

诚邀张代明莅临 

（二维码） 

扫码了解太古里旗舰店 

 

时间 

2018年 12月 25日 

地点 

成都市春熙路 98号 

 

 

2、讲座 

邀请函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homelessness/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https://www.canva.com/templates/posters/poverty/
http://www.fotor.com/
http://www.fotor.com/


您还在为提高孩子成绩而感到困惑吗？ 

您还在为孩子不良的学习习惯而忧愁吗？ 

您还在为解答孩子的作业问题而绞尽脑汁吗？ 

专家答疑——帮助所有想培养孩子的家长 

诚邀王代明同学家长 

参加“加油今天”主题知识讲座 

讲座时间：2018年 12 月 12日 10:00 

讲座地点：成都市第八中学大礼堂 

 

 

3、讲座 

 

2018（主） 

invitation 

互联网广告营销大会（一级副标题） 

诚邀李代名光临 

 

（二维码） 

北京·北京展览馆 

2018.12.31 

 

 

4、晚宴 

大关科技 

答谢晚宴 

邀请函（主） 

诚邀张代明出席 

（二维码） 

2018年 12月 31日 19:00 

北京国际饭店·腾龙厅 

 

 

5、培训会 

 

五一集团 

2018年 

首届全国运营精英握手会（主） 

交流先进经验丨打开垮业市场 

时间：2018.12.24-30 

参与人员：全国各地运营中心中高层管理者 

地点：五一集团成都总部 

（二维码） 

长按扫描即可下载相关培训材料 

 



 

6、晚会 

 

2018年 

流金岁月 

-艺术与金融与传承闭门论坛及晚宴 

 

诚邀 

张代明 

出席 

 

时间 

2018年 12月 20日 14:00-21:00 

 

地点 

锦城艺术宫 人民南路 3号 

 

 

【DM 单】 
 

 

1、小宝金融 

 

正面： 

小宝金融（logo位） 

保证收益性理财产品 

汇理财（副） 

多种期限任您选择 历史年化收益率 

4.9%（主） 

·最低 5万元起购 

·手机网银微信轻松交易 

（二维码） 

关注汇理财 

快来扫一扫 

咨询地址：芦花县和平大饭店西（电信大楼隔壁） 

 

反面： 

小宝金融（logo位） 

保证收益型“汇理财”产品 

期限 起点 历史年化收益率 每 10万到期收益/元 

35天 5万 4.8% 466.6 

3个月 5万 4.9% 1224.9 



6个月 5万 4.85% 2424.9 

一年 5万 4.8% 4800 

 

封闭式理财产品 

期限 起点金额 历史年化收益率 每 10万到期收益/元 

34天 5万 5.5%-5.7% 512-531 

90天 5万 5.7%-5.9% 1405-1454 

188天 5万 5.8% 3028 

363天 5万 5.9% 5949 

 

风险提示： 

理财费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产品主要有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延

迟兑付风险、再投资风险、募集失败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风险以及申购赎

回交易失败等风险。 

 

2、老灶火锅 

 

正面： 

老灶火锅 

盛大开业（主） 

单笔消费满 199元享受 7.5折优惠 

单笔消费满 299元享受 6折优惠 

活动期间到店就餐赠送手打小吃一份 

 

反面： 

特别推荐： 

Special Recommendation 

秘制麻辣牛肉——38元 

Spicy Beef——¥38 

屠场大刀毛肚——48元 

Superior Beef Omasum——¥48 

阿根廷红虾——66元（需提前预约） 

Pleoticus Muelleri——¥66（Need to make an appointment） 

 

套餐： 

Set Meal 

精彩单人餐——99元 

Single Meal——¥99 

实惠双人餐——169元 

Couple Meal——¥169 

欢聚四人餐——339元 

Four Men Meal——¥339 

豪华六人餐——499元 



Six Men Meal——¥499 

 

3、木炭烤肉 

 

正面： 

木炭烤肉 

亚洲风味 

一起来吃烤肉吧！（主） 

扫描关注二维码 

转发活动文章 

截图发送至微信公众号 

即可享受饭食类全场半价 

 

背面： 

精品厚五花肉 

精品薄五花肉 

酱汁牛小排 

特色护心肉 

特色牛舌 

品质保障 吃得更放心 

招牌腌制厚五花每日限量供应（需要预约） 

扫描二维码订位每桌即送例汤一份 

（二维码） 

电话：400-000-0000 

地址：长沙市文艺路美诺广场 

 

4、HARBOR CAFE 浓香巴黎梦 

 

正面： 

HARBOR咖啡厅，浓香巴黎梦（主） 

来自法国的蓝带主厨 Mark 

为你精心烹调巴黎味道 

咖啡甜点  西餐简餐   特调饮品（可以用图片容器拼图表示） 

电话：028-00000000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鹅湖花园南区 18栋 

扫微信，享好礼 

（二维码） 

 

背面： 

 

本店特色： 

Smurt Latte  /  蓝藻拿铁 



Red Velvet Latte  /  红丝绒拿铁 

Cookie  /  曲奇饼干 

Croissant  /  原味可頌 

Chocolate Crolssant  /  巧克力可頌 

Whole Grain Walnut Bread  /  全麦核桃面包 

Raisin Danish bread  /  葡萄干丹麦面包 

Brownie Cake  /  布朗尼蛋糕 

Cheese Cake  /  芝士蛋糕 

Chocolate Cake  /  巧克力蛋糕 

Lamlngton Cake  /  莱朗顿蛋糕 

Waffke  /  华夫饼 

 

另有法式简餐供应，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公众号二维码） 

 

HARBER CAFÉ 来自巴黎的味道（一级副标题） 

电话：028-00000000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鹅湖花园南区 18栋 

 

 

5、餐厅开业 

 

正面： 

米斯卡伦欢乐餐厅 

Miskaren Happy Restaurant 

隆重开业（主） 

欢乐餐厅邀您共享 

·给予最真实的童年回忆 

·体验最完美的服务品质 

·品尝最精致的西餐美食 

2018.4.1-2018.6.5 

09:00（突出） 

每天上午九点营业 

米斯卡伦全体员工全心为您服务 

 

反面： 

隆重开业（主） 

3大惊喜活动 

1、到店顾客与米斯卡伦欢乐餐厅合影留念并发至朋友圈或微博@米斯卡伦，即可免费获赠精

美小吃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活动期间一楼水吧凭此单可享受 19.9元超值下午茶一份； 

3、活动期间餐厅特别推出两款超值午餐：迷迭香烧肉/白酱意面，只要 9.9元； 

（菜品图罗列） 



咨询热线：028-88888888 

地址：成都市世纪城路 55号 

（微信二维码）扫码关注有惊喜好礼 

 

6、健身房开业 

 

正面： 

极限健身丽都店 

1月 20日盛大开业（主） 

Grand Opening 

当天入会可享 8折优惠（突出 8折） 

仅限一天，更有精美礼品赠送 

人生不健身到老一场空！ 

丽都店地址： 

成都市红牌楼广场大东国际 3F 

健身热线：028-99999999 

（官方网站二维码）（官方微信二维码） 

 

反面： 

极限健身秉承健康、时尚、尊贵的品牌经营理念，采用连锁化经营模式，体现以高品质的服

务标准，经济消费价格，全力服务于大众的经营目的。极致健身第二家分店丽都分店拥有近

4000平米的场地，共设有 19大功能区，包括：有氧训练区、组合器械区、自由重量区、团

体课功能区、高温瑜伽区、钢管舞厅、动感单车听、搏击训练区、私教授课去、体能测试区、

台球娱乐区、乒乓球娱乐区、篮球区、网上冲浪区、休息区、营养餐吧、体感游艺区、高尔

夫训练区、桑拿区。 

（九宫格图片展示，运动管内场景） 

心动不如行动 

丽都店地址： 

成都市红牌楼广场大东国际 3F 

健身热线：028-99999999 

（官方网站二维码）（官方微信二维码） 

 

7、培训班 

 

正面： 

至美艺术班 

开始招生啦 

艺术影响孩子 梦想成就未来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可补白文字：至美艺术教育，并不仅仅是以培养少数艺术家为目的，也是对孩子进行观察



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以及心智、情操和人格培养的综合性教育。） 

招生时间：2018.9.5-9.30 

备注：周六下午 3:00-5:00，可凭此单免费试听一节儿童班课程，请各位小朋友们带上你们

的油画棒或彩笔，一张 16开以上的大白纸，铅笔，橡皮。 

 

反面： 

招生简章 

创意型教学：脱离意境和主题，让孩子的想想具备艺术的气息； 

启发式教学：打破条条框框，走进孩子内心的奇幻世界，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 

情景化教学：在情景中想象，在主题创作中让孩子学会驾驭自己的想象力 

 

针对学生在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我们精心设置了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体系让学

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每节课的内容。 

幼儿稚趣班（4-5周岁） 

开设课程：粘贴画、吹画、手指画、刮画、剪纸、泥塑、拼贴、涂鸦、手工、色彩感知训练

等； 

启蒙创想班（6-8周岁） 

开设课程：彩线画、水粉画、立体手工、雕塑、版画、黑白画、剪纸、泥塑等； 

色彩版画班（8-10周岁） 

开设课程：粉彩版画、装饰色彩、拓印版画、纸版、吹塑纸版、石膏版、综合手工等； 

DIY手工启智班（7-14 周岁） 

开设课程：纸浆画、树叶拼贴、袜子娃娃、立体花卉、蛋壳画、壁挂、画塑、布艺制作、裱

画、吹管创意等； 

中育考班（10-22周岁） 

开设课程：色彩、素描、设计。 

 

报名热线：028-000000000 11239238434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101号能源大厦 3F 

 

 

8、幼儿托管 

 

正面： 

启力教育 

托管班 

给您的孩子细心呵护 

语文丨数学丨英语丨各类课后作业 

全日制托管丨高效课堂丨供应营养两餐 

我们承诺：进步率可达 90% 

招生对象：1-6年级小学生 

每个年级 1个班，小班制教学 

校址位于校园内，家长更加安全放心 

孩子开心丨老师用心丨父母放心 



 

反面： 

启力托管班 

全面整装上线 

全托班流程：中午放学由本校老师到校接学生→营养午餐→高效课堂→午休→本校老师送去

上学→放学由本校老师到校接学生→晚餐→辅佐作业完成 

晚托班流程：下午放学由本校老师接学生（外校孩子家长送到启力）→用餐→辅导作业完成 

我们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依托品牌，专业化规范化 

·拥有独立餐厅，环境优雅 

·午休每人一张床，劳逸结合 

·一日两餐营养搭配，干净卫生 

·加入国学课堂，丰富课余生活 

我们用心去教每一个孩子（slogan）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中山路 112号 

电话：12938481239 

 

 

9、健身房 

 

正面： 

沸城运动会所 

好身材，练出来 

私人教练：专属课程 量身定制 

特色小课：来自北美 每周三节 

塑形美体：形体训练 轻松塑身 

系统设备：进口器械 任意使用 

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获取免费体验课程 

还可享受 150元/月办卡折扣（12月起订） 

 

背面： 

开设课程： 

有氧操厅： 

周一：综合有氧/形体身韵/普拉提 

周二：腰腹训练/民族舞/瑜伽 

周三：流瑜伽/肚皮舞/身心平衡 

周四：热力搏击/尊巴/高冲击有氧 

周五：拉丁舞/爵士/芭蕾形体 

周六：美体健美操/流行舞蹈/形体舞 

动感单车室： 

周一：环行之旅 

周二：酷炫起飞 



周三：德国战车 

周四：风驰电掣 

周五：动感狂奔 

周六：极品飞轮 

联系电话：010-12345678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 155号 

 

 

10、粤菜馆 

 

正面： 

中雅陈记粤菜馆 

成都新店开张 

全场菜品 6折！ 

经典广州味 香飘锦官城（slogan） 

活动时间：2018年 6月 6日-2018年 6月 9日 

新店地址：成都市汇金广场 1F33号 

 

反面： 

第一次不来是你的错 

第二次不来是我的错 

招牌特色： 

深井烧鹅（388元/只） 

正宗原味经典港式烧腊，腹含卤汁，滋味醇厚。将烧烤好的鹅斩成小块，其皮、肉、骨连而

不脱，入口即离，具有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的特点。若是佐以酸梅酱蘸食，更显风

味别具。 

经典咖喱蟹（188元/份） 

改良自东南亚明星菜式，精选几十种东南亚新鲜的天然香料精心调配煮成的咖喱——“世界

之香”，与红色肥硕的膏蟹共同烹饪，愈发纯真、新鲜、香浓。 

生猛沙虾（13.8元/斤） 

白切黄牛仔（18元/例） 

原只菠萝炒饭（28元/份） 

新店开张 全场菜品 6 折！ 

活动时间：2018年 6月 6日-2018年 6月 9日 

营业时间：早上 8:30-晚上 12:00 

活动期间一律免茶位费，欢迎各位街坊光临惠顾。 

 

 

11、家私 

 

正面： 

提高居家生活品质 



有家的地方就有大关家私 

劲爆低价（主） 

零利特惠 

活动时间：2018.1.13-2018.4.1 

新店开业有礼丨三件套限量折扣丨全场 6.8折起 

电话：13333333333 

地址：茅箭区五堰街道 188号 

 

反面： 

买家具送大礼： 

开业活动期间，翻购买大关家私产品满： 

10000元（含），送缤纷三斗柜一个（价值 580元） 

18000元（含），送北欧电视柜一个（价值 880元） 

25000元（含），送大关家私超密床垫一张（价值 1280元）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畅销产品： 

卧房三件套 380元（限量 100套） 

卧房六件套 1380元 

刀具四件套 188元 

转角布艺沙发 3030元 

电话：13333333333 

地址：茅箭区五堰街道 188号 

 

 

12、游泳培训班 

 

正面： 

飞鱼游泳中心 

泳敢做自己（主要） 

2018夏日游泳培训班热招中 

前 100名学费只要 998 

游泳健身丨运动快乐 

场地：飞鱼游泳中心二号泳池 

报名时间：2018年 6月 24日-2018年 10月 23日 

热线电话：028-123457890 

 

反面： 

夏日炎炎 为什么不来游泳呢？ 

飞鱼培训班 

办学目的：传授基本游泳技能，给您一个清凉愉快的夏天。 

教学内容：蛙泳，自由泳（以蛙泳为主） 

师资配备：成都体育学院游泳教练、国家二级运动员、国家初级救生员 



招生对象：3岁以上（8岁以下儿童须有监护人陪同） 

报名时间：2018年 6月 24日-2018年 10月 23日 

热线电话：028-123457890 

飞鱼培训班 期待您的到来 

 

 

13、雅思培训班 

正面： 

雅思轻松过（主） 

橡果国际 轻松逆袭 

橡果国际雅思培训班 

30 天刷新你的雅思成绩 

凭此单到店报名立减 200 元！ 

思维训练丨习惯培养丨方法传授丨点拨技巧丨个性教学丨直线提分 

成都橡果国际有限公司 

青羊大道 298 号 

028-99384848 

www.fotor.com.cn 

 

反面： 

优势介绍： 

橡果国际 封闭基地 三十天集训 承诺保障 

1、小班授课，享受 VIP 教学和服务，与国际名师零距离 

2、专家一对一咨询，个性化雅思备考方案设计 

3、配有学习管理老师，家长专线 

4、实行晚自习学习模式，结合教学监控 

5、保分承诺，教学品质的双保险 

（微信二维码）扫码关注公众号，了解更多培训基地相关资料 

 

 

 

14、面馆 

正面： 

秦风老陕西安面馆（主） 

XI’AN NOODLE 

鲜丨香丨美丨味 

凭此单到店消费 享受所有餐品 8.5 折优惠 

西安小孩具有浓郁的西北风情，油泼面、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岐山臊子面都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陕西名吃。 

 

反面： 

地道秦风馆，正宗西安味 

http://www.fotor.com.cn/


嘹咋咧！ 

油泼面 12 元 

腊汁肉夹馍 8 元 

羊肉泡馍 14 元 

凉皮 6 元 

岐山臊子面 16 元 

酸菜肉丝面 12 元 

（每个面配个图） 

地址：长安区韦曲街办西四府村甲字 9号 

电话：10293789 

（二维码） 

扫码关注送冰峰一瓶 

 

 

15、影楼 

正面： 

翡冷翠摄影 

西南地区最大的专业摄影工作室 

真诚回馈好礼大相送 

让美丽永存！ 

金钻婚纱照套餐限时特价 19880 元 

订购即送 iPhoneX 再送 5100 元话费 

限量 28 名 

（二维码） 

扫码关注微信平台，好礼相送 

 

反面： 

翡冷翠摄影 

婚纱摄影丨美丽写真丨人体艺术丨产品摄影丨婚礼跟拍 

影楼简介：（补白文字） 

翡冷翠摄影——专业技术，资深团队，精湛后期，为您呈现完美影像！翡冷翠摄影成立于 2010

年 9 月，是全国连锁企业，一直以来定位于一个用客照说话的摄影公司，坚持服务第一，顾客至

上的宗旨，以其良好的口碑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新老顾客的普遍好评，在成都摄影行业中，

树立了很好的品牌知名度。 

（来一大堆图片拼在一起）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南华路 1 号 

电话：028-98738484 

 

 

【易拉宝】 
1、促销 

长城健身 



甩肉动力班 

火热上线 

会员招募中 

惊爆价格 1888元 

15天内减肥 10-15斤 

减肥不成功马上退款！！ 

（包含健身课 30节费用，健身卡费用，以及专业指导费用） 

满 8人马上开班，老带新另有特别优惠 

五位一体全方位减脂 

瑜伽（配小图）拉丁舞（配小图）动感单车（配小图）爵士舞（配小图）肚皮舞（配小图） 

让赘肉和你说拜拜 

（二维码） 

扫一扫 制定你的瘦身计划 

美丽热线：028-098838383 

地址：成都市高朋东路 34号 

 

 

2、宣传 

平安汽车保养中心 

欢迎您的光临 

服务范围： 

专业四轮定位·轮胎更换·美容装饰·补胎平衡·洗车打蜡·加充氮气·音响升级 

店面全面升级，新老客户惊喜不断 

☆换四条轮胎免费四轮定位一次 

☆换两条轮胎免费四轮定位监测一次 

☆四轮定位老客户介绍新客户送免费补胎卡一张 

☆免费胎压监测（打气） 

☆免费底盘检测 

（二维码） 

扫码关注公众平台，可在线预约保养服务 

服务电话：028-993939393 

地址：芳草东街 509号永发汽配城西门附近 

 

 

3、引导 

2018博鳌 

第 3届互联网大会 

区块链丨因特网 

相得益彰 共创辉煌 

欢迎您 

签到处（突出） 

（二维码） 

扫码查看会场地图和时间安排表 

 



 

4、引导 

品立天下 

创新未来 

2018移动互联网 

两地三学院论坛交流会 

→ 

由此去 

（二维码） 

扫码了解更多资料 

 

 

5、促销 

留香虾庄 

免费（突出） 

吃小龙虾 

活动规则： 

1、单桌消费满 200 元，在买单时获得一次答题免单机会，回答正确一次关于“虾”的问题

即可免单； 

2、单桌消费满 500 元拥有三次资格，回答正确一次打 7折，回答正确两次打 5 折，回答正

确三次免单； 

3、单桌消费满 1000元拥有五次资格，每回答一次见面 20%消费金额，仅限一人回答。 

4、本次活动时间截止至 2018年 12月 6日，最终解释权归留香虾庄所有。 

 

本店特色： 

小图     丨 小图     丨 小图 

手抓小龙虾 ¥88 元/份 丨十三香龙虾¥98 元/份丨椒盐龙虾¥98 元/份 

 

 

6、促销 

金泰城周年庆钜惠 

周年感恩 倾情盛惠 

全场夏装新款系列 

满 500送 500 

购物另外赠送精美礼品一份 

本活动仅限 5 月 1 日-3 日进行，仅限全场正价商品参加，特价商品不参加活动，会员卡享

受积分优惠。 

（二维码） 

扫一扫 发现你所想要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大源镇大源北路 19号 

 

 

7、促销 

东来酒楼 



盛大开业 

新派川菜重磅出击 

全场 6折（突出） 

开业钜惠 

折上折 

凡到店消费的顾客 

不论消费金额一律向享受 6折优惠 

（酒水除外） 

订座电话：028-88888886 

地址：成都市青羊大道 34号 

 

 

8、促销 

魅力夏日 

夏装新/品/上/市 

多彩夏意 活力无限 

50% OFF 

（二维码） 

扫码领取会员卡 

享受专属夏日礼包 

 

 

9、介绍 

天威物流 

纵横天下 

高效丨快捷丨放心丨实惠 

·天威物流——亚太地区最大的物流集团公司 

·2018 年中国物流协会高效金奖，十大安心物流企业 

·同城物流闪送，12小时内达到；跨省物流最快当天到达 

·大件运输低至 18元起 

用心做物流，是我们的追求 

（二维码） 

扫码下单，上门取件。 

热线：028-09736482 

地址：成都市高朋大道 67号 

 

 

10、介绍 

飞跃宽带 

千万网友的专一之选 

带宽 活动价 月均 

50M 1100元/年，送一年 45元 

100M 1900元/年，送一年 79元 

200M 3500元/年，送一年 145元 



电话预约，上门安装 

服务热线：028-88588582 

官方网站：www.fotor.com.cn 

 

 

 

http://www.foto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