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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传播健康知识，拯救世界！ 

意义：正确引导人们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参加, 保守预估金池 

           国际移动健康项目每年可使超过400万人免遭癌症等  

           疾病痛苦而过早去世，每年可为世界省下超过     

           4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医药费… 

 

目的：大众：免费获得知识,  健康, 幸福, 预防，远离疾病！ 

           企业:   即赞助传播健康知识，又享受移动广告优势                

           获得范围广, 针对性强, 时效性长, 性价比高，丰厚利 

           润等史无前例的广告效益 。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宗旨 意义 目的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特       色 

 
        正确引导人们: 不需改变目前工作, 生活方式， 

不需忌口, 不受时间, 天气, 年龄, 经济等限制, 无论在 

天涯海角，仅用手机，或平板电脑, 或手提电脑, 或台 

式电脑，充分利用已被自己忽视的，浪费的，零碎的 

5分钟，10分钟参加，像婴儿学习讲话一样简单，真 

正实现轻松地每天参加运动，获知识, 健康, 快乐, 朝 

气,提高生活质量, 为千家万户带来欢笑，预防疾病!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是以教导大众利用零碎时 

间参加, 获知识, 健康, 幸福为目的，与传统舞蹈以挑 

战人体极限为目的存在本质上的完全不同。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背       景   

        世界癌症日2000年发起。 当时《世界癌症报告》: 全球共有 

1000万名癌症患者，有620万死亡（平均每5.09秒一人死亡）; 《 

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达1400多 

万例, 死亡人数每年820万（平均每3.85秒一人死亡）报告又说， 

随着全球人口成长与老化，加上愈来愈多人染上不健康的生活习 

惯，癌症死亡人数增至20年之后1300万人（每2.43秒一人死亡）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2》报告指出,  

我国心血管病，现病患人数2.9亿, 每10秒有1人死于心血管病…;  

        面对无数的报告叠加，疾病在与我们争夺！到医院看看，人 

满为患, 越来越高的财政医疗费用支出…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发展     现状 

 

       2000年我院开始在美国研究，发展金池国际移动健 

康项目; 2003年转北京继续！历时14年，耗资巨额，面对面教 

学参加者超过2000万，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地区，从事不 

同的工作学习，年龄层覆盖5- 72岁，人人受益，现在我院集创 

造, 编导, 教学, 录制, 制作, 出品为一体，每年出品60000至 

80000集健康教学视频，并快速增长。  

      我院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面向全世界免费下载,从2013 

年试运行至今,下载量超过100亿次，参加者超过1亿, 来自全世 

界不同的国家，地区，年龄覆盖2 - 80岁，效果远远超出预期!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N次方传播方式    形成  原理 

        因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是免费传播专业健康知 

识，拥有诸多优点，每位参加免费下载后将自愿，主动 

储存到手机上, 或平板电脑， 或手提电脑，或台式电脑 

上（将不再下载该视频） 但是每位将主动的向亲朋好 

友或同事或同学传播，亲朋好友或同事或同学再向他们 

的亲朋好友或同事或同学传播，一次次的自动自愿传播 

形成金池国际健康项目N次方的传播方式。 

      例如学校，一个课件一次上传获得几万次下载！请 

参见金池国际健康项目N次方传播示意图;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金池国际健康教学视频N次方传播示意图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植入赞助视频具备优点（一） 

1.传播范围广: 受惠于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N次方传播 

     方式传播到全世界; 

2. 获忠实客户: 受惠于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需反复多遍观看 

    跟随学习的特点, 植入赞助视频被几十遍，甚至几百遍观看
从陌生成为忠实客户; 

3. 展现量高:  受惠于学习金池国际健康教学的特性，参加者不
会跳过植入赞助视频！ 

4. 针对性强，依据大众的年龄段，学习程度，分为五大类: 针
对2-8岁幼儿,  8-12岁少儿, 青少年, 上班休闲族人士和学
习专业人士，学习高水平健康教学者; 

5. 性价比高:  受惠于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的优点，赞助视频
的展现次数将越来越多，赞助视频展现的费用越来越少！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植入赞助视频 具备优点（二） 

6. 时效期长: 与学习其他知识不同,例数学1+1=2， 一 

   遍可达标准答案，受惠于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学习特性,  

   全身运动，所以需反复多遍的观看跟随学习，因此均主动 

   储存在手机等设备上几月，几年，甚至终生;每天跟随学习
看一遍教学, 展现三次赞助视频； 

7. 效益高:  赞助视频获得史无前例的传播效益, 丰厚利润； 

8. 为了健康, 人们自愿参加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下载， 自
愿传递， 依据我院14年的调查结论, 通常, 金池国际移动健
康项目教学一次下载 将被主动传播, 展现1万次 甚至百万次

内植赞助视频同样受惠，并是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展现
量的三倍或多倍；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移动    免费下载 

内植赞助视频展现量计算 

 

 

 
  

       受惠于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N次方方式传播，移动 加 

免费下载的展现完全与目前常规互联网 移动广告不同，对 

网站下载点击量的统计不能套用目前针对互联网 移动广告 

统计的方法！ 

        人们为了获知识, 健康, 快乐等原因自愿参加金池国 

际移动健康项目免费下载，因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教学 

的特殊性, 引导人们自愿的观看内植的国际品牌赞助视频 

自愿传递，通常，一次下载，植入的赞助视频将产生每天 

10000次展现至 50000次展现至更多, 时效性延续几月, 几 

年，甚至几十年至终生。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内植赞助视频       定位 

        鉴于植入国际品牌视频受惠于金池国际移动健 

康项目N次方传播, 产生移动免费下载内植视频的优 

点，传播效应, 为了向人民负责，保证赞助视频的品 

质, 所以目前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内植赞助 

定位在世界500强企业， 国际品牌企业; 

         

        请参见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N次方传播实际 

案例;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N次方传播     实际案例 

 

 

 
  

        2014年3月4日我院从学院网站下载一次一个健康教 

学视频上传到学院新浪微薄， 内植国际品牌奔驶的赞助广告,  

得到的数据：体现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受到欢迎的程度,  

现在每天展现量仍在增加;  

1. 微薄名称: 金池国际舞蹈学院 Golden Int'l Dance Academy 

    上传时间：2014年3月4日9点47分 

2. 微薄名称: 金池国际电影学院 Golden Int'l Film Academy 

    上传时间：2014年3月4日9点55分 

3. 微薄: 金池国际语言学院 Golden Int'l Language Academy  

   上传时间：2014年3月12日17点35分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N次方传播      实际案例 

赞助视频展现次数越来越多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N次方传播       实际案例 

赞助视频展现1000次费用 越来越少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赞助视频投放方式      参见赞助样本方式  

 

 

 
  

1.赞助视频投放方式 : 

1-1 金池国际免费下载 http://6.8a99.com 

1-2 金池国际手机免费下载  http://6.8a99.com; 

1-3 金池国际免费下载英语网站 http://6.8a99.com/en;  

1-4 金池国际手机免费下载英语网站 http://6.8a99.com/en 

1-5 赞助者的官方微薄; 

1-6 赞助方网站增加健康教学下载页面（赞助20集及以上） 

1-7 提前内置手机，平板电脑， 手提电脑， 台式电脑等等 

1-8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机构 机关 公司等等 

2. 参见赞助样本方式:  访问http://6.8a99.com   再按如下步:   

2-1. 击 广告合作 击视频网页精选案例;击 案例下载到手机； 

2-2. 击 广告样本 选类别  在线观看或下载手机；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合作网站增加健康教学下载页面   

管理工作   视频格式等    说明 

管理包括如下：  

1. 免费下载网页制作；  

2. 网页日常管理工作; 

3. 金池国际品牌健康教学视频内植赞助广告;   

4. 每90天可调换视频的种类; 

5. 每90天可调换内植广告内容; 

6. 提供服务器空间等;  

7. 视频格式为3 GP  WMV, FLV, MP4, DVD,  用WMV, 

FLV, MP4价格将增加10%; 用DVD价格将增加30%; 依据
下载到不同的设备而定视频格式；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幼儿  少儿  参加的益处 

幼儿:    发展心智，增强大脑活力， 促进身体健康, 除去多余 

            脂肪， 培养审美能力， 身体姿态， 动作的协调性， 

            预防抑郁症，罗圈腿，驼背等疾病。身体的平衡度，     

            发展思维,自信心,开朗的良好个性，获德智体全面发展 

少儿:    增强体质，促进健康快乐成长。增加抵抗力，减少得病,      

             多余脂肪减肥，塑身，预防抑郁症罗圈腿，驼背等疾病     

             提高平衡度, 协调性，加快新陈代谢，使机体不断生长发 

             育。陶冶情操，帮助形成良好性格。启迪智慧,想象力、 

             创造力、记忆力, 增强自信心,想象力,创造性, 为德智 

            体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青少年    上班族休闲族    参加的益处 

青少年:    培养优雅举止, 优美形体，美的陶冶, 积极、健康、乐 

                观向上。增强思维能力，灵活敏锐，发展智力。减少 

                多余的脂肪，减肥，塑身, 瘦身，预防颈椎，腰椎，  

                抑郁症，罗圈腿，驼背等疾病。提高乐感和节奏感增 

                强创造能力。提高身体素质，气质，协调性，平衡度                    

                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上班休闲: 减少多余的脂肪，减肥，塑身, 瘦身，预防颈椎，腰 

                 椎，肩周，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痴呆症，失眠         

                 抑郁症， 罗圈腿，驼背，癌症等疾病, 保持身体平衡  

                 协调，加速新陈代谢 自然排毒，放松大脑，美丽，         

                享受美食, 健康自信, 精力充沛，远离疾病！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崭新的创造性的项目 

 
 

        中国有句古话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30年前, 宣 

传戒烟，现在人人参与！今天我们宣传健康知识, 预防 

诸多现代疾病，30年后，全世界人人知道利用零碎时 

间参加，获得知识, 健康, 快乐，远离疾病！ 

      金池国际移动健康项目,  是崭新的，创造性的项 

目，将带给人类幸福，企业又可获得丰厚的回报！ 

      

      欢迎国际品牌企业合作！  
Email:ga888ba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