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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媒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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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传播服务购买说明 

1. 方案回报须至少提前七个工作日报备排期并提前五个工作日提供通过广告审核的素

材。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对页面数据拥有版权，对互动数据拥有知晓及使用权。合

作方如需对外公布互动数据，需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备案。 

3. 节目相关内容版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有，主持人肖像不得随意使用，节目及预告

等相关内容未经总经理室批准，企业不得用于任何形式的二次传播。 

4. 企业可以使用经总台新媒体和总经理室确认的物料进行商业宣传，不可擅自将物料内

容进行修改。 

5. 直播类内容需在总台新媒体及总经理室确认的平台上进行推广。 

6. 内容定制不得过于商业化，若因商业化问题导致内容不能发布，责任由企业承担。 

7. 方案须于广告回报期内执行完毕，若因不可抗力或客户原因（例如客户不提供物料或

物料过于商业化未通过节目组审核等）导致未能执行，逾期不予补播。 

8. 总台新媒体负责内容发布，如平台方依据其相关商业规则对内容进行屏蔽或限流，则

由企业自行承担。 

9. 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在抖音、快手、b 站、微信视频号、微视等平台中不少于两个发布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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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播定制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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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深度直播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1、深度直播定制 

跨平台 直播定制：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企业定

制的直播，在发布直播链接时可体现企业元素。在预热宣传时，

可体现央视新闻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内容和形式由三方协商

而定），1 场。  

2、微博、微信、跨平台回报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围绕直播主题，在微博

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2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新闻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直播主题，在文章中体

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1 篇。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新闻 在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体

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共 2 条。 

 直播海报： 
在节目宣传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 

1 张。 

3、客户端回

报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共 6 天。 

 焦点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最后一帧），独占，共 6 天。 

【广告刊例】  6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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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直播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1、直播定制 

跨平台 直播定制：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

企业定制的直播，在发布直播链接时可体现企业元素。在预

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新闻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内容和

形式由三方协商而定），1 场。  

2、微博、微信、跨平台回报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围绕直播主题，在

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1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新闻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直播主题，在文章

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1 篇。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新闻 在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

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1 条。 

 直播海报： 
在节目宣传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 

1 张。 

3、客户端回报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 动图，独占，共 4 天。 

 焦点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最后一帧），独占，共 3 天。 

【广告刊例】  4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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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深度定制直播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新媒体端回报 

跨平台 

深度直播定制 

 

形式：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

方深度定制的直播 1 场，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财经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场。 

微博体现 形式： 由@央视财经 直发微博，围绕直播主题，在微博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2 条。 

微信体现 形式： 由央视财经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直播主题，在文章中植入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2 条。 

跨平台短视频 

直发 

形式： 由央视财经 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海报 形式：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 共计 1 张。 

央视财经 

客户端 

形式： 开机启动图（1/2 轮）；焦点图（独占）；中部通栏（独占） 

 频次： 各 6 天。 

【广告刊例】 26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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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直播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新媒体端回报 

跨平台 

直播定制 

 

形式：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

定制的直播 1 场，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财经和企业联合 logo。（具

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场。 

微博体现 形式： 
由@央视财经 直发微博，围绕直播主题，在微博中植入企业元素（具体

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微信体现 形式： 
由央视财经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直播主题，在文章中植入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跨平台短视频 

直发 
形式： 

由央视财经 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海报 
形式：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 共计 1 张。 

央视财经 

客户端 

形式： 开机启动图（1/2 轮）；焦点图（独占）；中部通栏（独占） 

频次： 各 4 天。 

【广告刊例】 18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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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直播推流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新媒体端回报 

跨平台 

直播推流 

形式： 

 

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发布企业直播推流 1

场。（具体形式、内容和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场。 

央视财经 

客户端 

形式： 

频次： 

开机启动图（1/2 轮）；焦点图（独占）；中部通栏（独占） 

各 4 天。 

【广告刊例】 5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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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深度定制通案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 

一、深度定制直播： 
央视文艺跨平
台 

深度定制直播： 央视文艺为企业深度定制新媒体直播一场，节目内可充分
体现企业品牌和产品传播诉求（具体内容、形式及发布平
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场 

 发布渠道： 央视文艺客户端及各第三方平台账号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结合定制节目内容，围绕品牌的宣传诉求拍摄相关宣传短

视频，并于央视文艺各平台账号（含视频号）进行发布（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海报 海报植入 在节目宣传海报内植入企业 LOGO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
而定）， 
频次：共 2 张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文艺及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预热视频或海报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或产品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条，共 4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
容中可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三、央视频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央视频各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定制短视频（具体呈现形

式及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预热视频或海报内容，内容中
可体现品牌或产品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四、客户端资源： 
央视文艺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图位置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7 天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7 天 

 内容Push推送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 Push推送直播相关预告或播出内容，
文案中可植入企业名称等元素 
频次：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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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位置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
占 
频次：7 天  

【广告刊例】   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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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定制直播通案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 

一、定制直播： 

央视文艺跨平台 直播定制 央视文艺为企业定制新媒体直播一场，节目内可充分体

现企业品牌和产品传播诉求（具体内容、形式及发布平

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场 

 发布渠道： 央视文艺客户端及各第三方平台账号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结合节目内容，围绕品牌诉求拍摄相关短视频，并于央

视文艺各平台账号（含视频号）进行发布（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海报 海报植入 在节目宣传海报内植入合作品牌 LOGO等元素（形式

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张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文艺及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条，共 4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三、央视频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央视频各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定制短视频（具体呈现

形式及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预热视频或海报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品牌或产品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四、客户端资源： 

央视文艺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

占 

频次：3 天 

 内容Push推送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 Push推送直播相关预告或播出内

容，文案中可植入企业名称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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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1 次/期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位置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

独占 

频次：3 天  

【广告刊例】   1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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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直播推流通案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文艺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 

一、直播推流： 

直播 直播推流 央视文艺客户端及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发布企业直播推流

一场（具体形式及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场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文艺第三方平台新媒体账号（含视频号）发布节目

相关预热或拆条短视频内容，内容中可体品牌元素（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海报植入 在节目宣传海报内植入合作品牌 LOGO等元素（形式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张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文艺及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条，共 2 条 

三、客户端资源： 

央视文艺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5 天 

央视频客户端 综艺 TAB页 

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综艺 TAB 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

独占  

频次：5 天 

【广告刊例】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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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慢直播推流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 

【广告回报

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权益回报 

微信 公众号文章直发：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客户端 慢直播推流 由央视频客户端账号为企业进行慢直播推流，时长不少于 5

小时 

频次：共 5 天 

 首页信息流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信息流，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5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5 天 

【广告刊例】  6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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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深度直播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

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新媒体端回报 

跨平台 

深度直播定制 

 

形式： 

 

 

在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深度定

制的直播 1 场，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频和企业联合 logo。（具

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场。 

微博体现 形式： 由@央视频 直发微博，围绕直播主题，在微博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2 条。 

微信体现 形式： 由央视频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直播主题，在文章中植入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2 条。 

跨平台短视频 

直发 

形式： 由央视频 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海报 形式：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 共计 1 张。 

客户端硬广 形式：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焦点图（最后一帧）、信息流

（首页第 7 位至第 10 位之间）。 

 频次： 开机启动图 2 天，焦点图 2 天、信息流 3 天。 

【广告刊例】 2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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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直播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新媒体端回报 

跨平台 

直播定制 

 

形式： 

 

 

在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定制的

直播 1 场，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频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

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场。 

微博体现 形式： 
由@央视频 直发微博，围绕直播主题，在微博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微信体现 形式： 
由央视频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直播主题，在文章中植入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跨平台短视频 

直发 
形式： 

由央视频 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条。 

海报 
形式：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 共计 1 张。 

客户端硬广 形式： 焦点图（最后一帧）、信息流（首页第 7 位至第 10 位之间）。 

 频次： 焦点图 2 天，信息流 2 天。 

【广告刊例】 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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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直播推流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

期】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新媒体端回报 

跨平台 

直播推流 

形式： 

 

在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合作方直播推

流 1 场，节目内容及参与人员需提前七个工作日报节目组及总经

理室审定，通过后方可发布。（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 共计 1 场。 

客户端硬广 形式：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焦点图（最后一帧）、信

息流（首页第 7 位至第 10 位之间）。 

 频次： 开机启动图 1 天，焦点图 2 天、信息流 2 天。 

【广告刊例】  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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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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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天主题新媒体方案 

【项目介绍】 
央视新闻计划对 2023 年重大航天主题活动/事件进行直播报道（具体以实

际节目播出为标准）全年共 8 场。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12 月底（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具体回报】 

授权称号：20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天筑梦”新媒体直播合作伙伴称号（暂定），使用期限为

合同签订日期至 2023 年底。 

 

【直播相关回报】 

一、跨平台直播内回报 

直播环节定制 形式：在直播中，为企业定制直播环节（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1 次/场，共 2 场 

口播 形式：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形式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场，共 8 场 

字幕 形式：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形式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场，共 8 场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直播过程中可体现企业品牌或产品(具体呈现形式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不少于 30 秒/场，共 8 场 

角标 形式：在直播过程中，可体现企业元素角标（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视节目组

实际情况而定）。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直播头图 形式：在直播过程中，直播入口图可体现企业元素，可出现企业与央视新闻

联合 logo(具体呈现形式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中插 15 秒 形式：直播中可插入 15 秒企业广告片（内容由客户提供，总经理室审核）。 

频次：2 次/场，共 8 场 

二、宣发回报 

海报 形式：直播相关主题的海报，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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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1 次/场，共 8 场 

短视频直发 形式：在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发布的相关主题短视频中，可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发布 形式：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的相关直发或转发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

（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微博互动 

结果公布 

形式：微博公布互动结果时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

定）。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微博评论点赞 形式：微博可对企业相关评论点赞（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微信 

 

形式：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直播主题相关文章中，可出现含有企业

元素（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1 次/期，共 8 场 

小程序露出 形式：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直播主题相关文章中，可出现含有企业

元素的小程序（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3 次/期，共 8 场 

H5 小游戏 式：在央视新闻设计的相关主题小游戏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由企业提

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共 1 个  

三、客户端回报 

包框 形式：客户端直播内页面包框设计，可体现商业元素（内容客户提供，总经

理室审核）。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悬浮标 形式：客户端直播内页面 banner设计，可体现商业元素（内容客户提供，

总经理室审核）。 

频次：1 次/场，共 8 场 

开机启动图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2 轮 

频次：共 60 次 

焦点图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1/2 轮 

频次：共 60 次 

中部通栏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中部通栏，1/4 轮 

频次：共 60 次 

二、定制短视频回报 

短视频定制 形式:由央视新闻为企业定制短视频，可在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

同时发布，可体现央视新闻与企业联合 Logo（具体发布平台、内容由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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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发布 形式：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的相关直发或转发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

（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互动 

结果公布 

形式：微博公布互动结果时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

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点赞评论 形式：微博可对企业相关评论点赞（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共 1 条  

微信 形式：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直播主题相关文章中，可出现含有企业

元素（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共 1 条 

小程序露出 形式：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直播主题相关文章中，可出现含有企业

元素的小程序（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共 1 个  

客户端文章 形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的直播主题相关文章中，可出现含有企业元素

（内容由企业提供，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共 1 篇 

【广告刊例】   2,7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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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青春》冠名方案 

【节目简介】 《@青春》作为总台语言类跨年 IP，以全民互动问答跨年夜的形式，集合

总台主持人、多个行业专家或企业大咖、网生代年轻 icon等嘉宾展开演讲，

并通过多平台传播邀请全民参与全民互动，在公域流量和私域流量同时发

酵，打造年度文化事件。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跨平台；央视一套抖音账号；央视

网矩阵 

【广告回报期】 暂定 2023 年 1 月 1 日播出（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广告回报】 

一、《@青春》节目回报 

（一）直播内  

1、环节定制 形式：节目中为企业定制环节，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

平台协商而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共 3 次。 

2、品牌露出 形式：节目中体现企业品牌或产品（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不少于 30 秒/期，共 1 期。 

3、口播、字幕 形式：在直播口播、字幕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各 6条。 

4、花字 形式：在直播花字中可提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共 8 次。 

5、标版 形式：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共 4 次。 

6、角标 形式：节目角标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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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共 1 期。 

7、直播入口图 形式：直播入口头图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共 1 期。 

8、片尾鸣谢 形式：片尾鸣谢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网跨平台；央

视一套抖音号 

频次：共 1 次。 

（二）制作相关  

1、精切短视频 形式：节目组设计或精切短视频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6 条 

2、宣传海报 形式：宣传海报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张 

（三）宣发相关  

1、短视频直发 形式：在央视新闻、央视频跨平台发布含企业元素的短视频（具体形式、

内容、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央视新闻跨平台共 6 条。 

2、微博直发 形式：在@央视新闻发布的节目相关微博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

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6 条。 

3、央视网相关推

广 

形式：节目相关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如短视频拆条等）

内容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平台：央视网微博、小央视频微博、央视网微信视频号、央视网抖音、小

央视频抖音、小央视频 B 站、央视网快手 

频次：各 6条。 

二、硬广 

开机启动图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图独占、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图独占、央视财经

客户端开机图 1/2 轮、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 

频次：各 6 天 

央视频焦点图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焦点图（倒数第一帧，独占） 

频次：6 天 

央视频信息流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信息流 

频次：6 天 

【广告刊例】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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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医学/健康公开课》冠名方案 

【节目介绍】 《央视新闻·医学/健康公开课》是一档健康科普垂类直播节目，采用记者
体验式直播+专家在线答疑的形式，节目话题精选当下医学热点、科普盲
区、老百姓健康痛点等，实现网友在线实时互动，畅聊分享健康新理念。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12 月底（具体播出和发布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为准） 

新媒体回报 

线上授权：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央视新闻·医学/健康公开课》冠名称号（暂
定），合作期间内企业可与央视新闻/节目名称联合 LOGO，使用期限为合同签订日期至
2023 年底。 
一、直播内回报 
跨平台 环节定制 形式：在节目直播中，为冠名企业定制专属环节（具体形式、

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3 期。 

直播入口图 形式：在直播入口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
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20 期。 

口播 形式：节目口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 
频次：2 次/期，共 20 期。 

字幕 形式：节目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 
频次：2 次/期，共 20 期。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在直播过程中，可体现商业元素，如摆放、背景板等（时
长大于 30 秒，具体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不少于 30 秒/期，共 20 期。 

海报 形式：为企业定制海报，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由企业提供，
央视新闻审定）。 
频次：1 次/期，共 20 期。 

中插 15 秒 形式：在直播过程中，可体现企业中插 15 秒广告（具体呈现
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20 期。 

二、宣发回报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形式：在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发布的相关主题短视频

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6 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281	
	

三、客户端回报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2 轮。 

频次：共 40 次。 
焦点图 
（最后一帧）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1/2 轮。 
频次：共 60 次。 

中部通栏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中部通栏，1/4 轮。 
频次：共 60 次。 

【广告刊例】  1,7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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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医问到底》通案 

【节目介绍】 

随着全民对健康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在面对未知疾病时，亟需权

威专家给予具体的预防和治疗指导。在此背景下，央视新闻在在 2021 年春节

期间，推出医疗类科普短视频栏目——《医问到底》，每期节目时长约 1 分

钟。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一、短视频节目内回报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 

频次： 

节目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字幕 形式： 

频次： 

节目字幕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片头植入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头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鸣谢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二、宣发回报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在微博中体

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共 2 条 

三、硬广回报 

开机启动图 形式： 

频次：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共 10 天 

焦点图 形式： 

频次： 

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 

共 10 天 

【广告刊例】 555.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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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二十四节气定制短视频冠名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年（以实际日期为准）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新闻为企业定制短视频，可在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

台账号同时发布，可体现央视新闻与企业联合Logo（具体内容

和形式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8条。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新闻 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在文章内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8篇 。 

客户端 开机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 

频次：共8天 。 

【广告刊例】 13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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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态度》冠名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CMG 观察第三方平台账

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央视新闻抖音 片头 
节目片头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1 次/期，共 8

期。 

 口播 
节目口播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2 次/期，共 8

期。 

 字幕 
节目字幕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2 次/期，共 8

期。 

 元素体现 
节目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不少于

30 秒/期，共 8期。 

 角标 
节目角标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每

期不少于节目时长的 1/3，共 8期。 

 片尾鸣谢 
节目片尾鸣谢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1 次/期，共 8期。 

 深度定制 
节目中为企业进行深度定制（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1 期。 

 环节定制 
节目内设计环节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共 7 期。 

二、宣发回报 

央视新闻微博 博文直发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在

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1 条。 

央视新闻抖音 
短视频直

发 

央视新闻抖音平台账号发布短视频，围绕节目主题，体现

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共 3 条。 

CMG 观察抖音 
短视频直

发 

CMG 观察抖音平台账号发布节目视频（内容协商而定），

共 8 条。 

央视新闻客户

端 
文章供稿 

央视新闻客户端直发文章，围绕节目主题，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1 篇。 

 开机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8 天。 

 焦点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最后一帧），独占，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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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 海报 在节目宣传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1 张。 

抖音 视频包框 
节目拆条短视频包框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

商而定），共 9 条。 

【广告刊例】   9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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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热气腾腾的中国》新媒体冠名方案 

【节目介绍】 央视新闻《热气腾腾的中国》系列短视频，计划用“中国人的早餐”为
切口，借“餐”喻“国”。用每集“一个早餐”+“一个人物故事”的交
织结构，体现中国人“讲究生活”、“勤劳工作”、“爱物惜物”的群体共
同品质。节目计划用 2023 年一年的时间，以“四季”为时间轴，设计 4
季节目，每季 5 集左右的竖屏短视频，展现此时此刻中国人的早上的精
神面貌。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12 月底（具体播出和发布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为准） 

新媒体回报 
线上授权：央视新闻《热气腾腾的中国》冠名称号（暂定），合作期间内企业可与央视新
闻/节目名称联合 LOGO，使用期限为合同签订日期至 2023 年底。 
（一）直播内回报 

跨平台 
短视频内 

口播 形式：在短视频内，口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
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20 期。 

字幕 形式：在短视频内，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
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20 期。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在短视频内可体现商业元素，如摆放、logo 等（时
长大于 30 秒，具体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不少于 30 秒/期，共 20 期。 

角标 形式：短视频内可体现带企业元素角标（具体呈现内容由
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20 期。 

片尾鸣谢 形式：在短视频片尾，可出现片尾鸣谢带商业元素（具体
呈现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20 期。 

落版 形式：在短视频片尾，可出现企业落版（具体呈现内容由
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20 期。 

（二）客户端回报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频次：共 10 次。 
焦点图 
（最后一帧）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1/2 轮。 
频次：共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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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通栏 形式：央视新闻客户端中部通栏，1/4 轮。 
频次：共 10 次。 

【广告刊例】  5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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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KUA！未来》冠名通案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客户端及央视新闻、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环球资

讯微博、中国之声微博 

【广告回报期】  2023（具体以实际执行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一、央视新闻回报 

跨平台 环节定制： 
节目中为企业定制环节，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

容、发布平台协商而定），共 2 次。 

 角标： 
节目角标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不

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1/3。 

 口播： 
节目中口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共 2 次。 

 字幕： 
节目中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共 2 次。 

 片尾鸣谢： 片尾鸣谢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1 次。 

 元素体现： 
节目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不

少于 30 秒。 

跨平台 
短视频直

发： 

由央视新闻 在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

题，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共 2 条。 

 直播海报： 
在节目宣传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 

共 2 张。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3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新闻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在文章中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2 篇。 

客户端 文章供稿： 
由央视新闻 直发客户端文章，在文章中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2 篇。 

 开机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共 9 天。 

 焦点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最后一帧），独占，共 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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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视财经回

报 
  

跨平台 直播推流： 
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发布上述

直播推流，1 场。 

 
短视频直

发： 

由@央视财经 在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体现企业

元素（内容协商而定），共 2 条。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财经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2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财经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在文章中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1 篇。 

三、其他回报   

微博 微博发布： 
由@环球资讯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2 条。 

  
由@中国之声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 2 条。 

【广告刊例】   9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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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了不起的城市》指定产品通案 

【项目介绍】 

城市旅游文化类短视频节目，总台主持人作为城市打卡体验者，结合城市特色美食美景、人

文体验、城市名人，回溯城市文化渊源，呈现城市精神风貌，品味城市故事。每期讲述一个城市

的故事，共分成 5-6 条视频播出，全年共约 8期（具体以实际执行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跨平台 短视 频

内环 节

定制： 

在央视财经第三方短视频账号同时发布的节目视频内为企业定制环

节，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口播： 节目视频内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而

定）。 

  频次：2 次/期，共 8期。 

 字幕： 节目视频内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而

定）。 

  频次：2 次/期，共 8期。 

 企 业 元

素 体

现： 

节目视频内可体现企业产品、logo 等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

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8期。 

 短视 频

直 发 /

切条 

在央视财经第三方短视频账号同时发布节目的切条视频，可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条。 

微博 微博直

发： 

由@央视财经 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

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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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展 示

类：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2 轮）；焦点图（独占）；中部通栏

（独占）。 

频次：各 8 天。 

【广告刊例】   31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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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媒体 

2023 年《了不起的城市》单期定制通案 

【项目介绍】 

城市旅游文化类短视频节目，总台主持人作为城市打卡体验者，结合城市特色美食美景、人

文体验、城市名人，回溯城市文化渊源，呈现城市精神风貌，品味城市故事。每期讲述一个城市

的故事，共分成 5-6 条视频播出。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新闻微博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广告回报】 

（一）央视财经 

跨平台 短视频定制： 在央视财经第三方短视频账号同时发布为企业定制的短视频，

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5 条。 

 短视频直发： 在央视财经第三方短视频账号同时发布直发短视频，可体现企

业元素，可发布上述短视频的汇总视频。（具体形式、内容和

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制作节目相关海报，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张。 

客户端 文章供稿 央视财经客户端文章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而

定）。 

  频次：共 1 篇。 

 展示类：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2 轮）；焦点图（独占）；中

部通栏（独占）。 

  频次：各 6 天。 

（二）央视新闻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新闻 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可体现企业元素，可为上

述企业定制短视频（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条。 

【广告刊例】   26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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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经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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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最美自驾路》第二季指定用品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回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平台 直播内 

环节定

制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直播《最

美自驾线路》，可结合合作方特性，进行环节定制。（具体环节设

置可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5 期。 

 口播 在直播过程中可进行合作方口播。（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创可贴/ 

花字 

在直播过程中可出现含合作方元素的创可贴或花字。（具体形式、

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企业元

素体现 

在直播过程中可露出合作方元素。（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 

  频次：每期大于 30 秒，共计 8期。 

 海报 围绕直播主题，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

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5 张。 

跨平台 短视频

直发/拆

条 

由央视财经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入合作方元

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8 条。 

【广告刊例】 2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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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最美自驾路》单期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回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平台 直播内 

环 节 定

制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直播《最

美自驾线路》，可结合合作方特性，进行环节定制。（具体环节设

置可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1 期。 

 口播 在直播过程中可进行合作方口播。（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1 期。 

 创可贴/ 

花字 

在直播过程中可出现含合作方元素的创可贴或花字。（具体形式、

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1 期。 

 企 业 元

素体现 

在直播过程中可露出合作方元素。（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

定）。 

  频次：每期大于 30 秒，共计 1 期。 

 海报 围绕直播主题，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

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张。 

跨平台 短 视 频

直发 /拆

条 

由央视财经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入合作方元

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3 条。 

【广告刊例】 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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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新青年新经济》独家冠名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 

定制 

结合《新青年新经济》新媒体节目，在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同时发布为合作方定制的短视频 1 期，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

央视财经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期。 

 冠名角标 冠名企业联合 logo 角标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计 8期，出现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 30%。 

 环节定制 在《新青年新经济》新媒体节目中，根据企业特性，可进行环节

定制。（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4 期。 

 企业元素体现 在《新青年新经济》新媒体节目中，可露出企业元素。（具体形

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大于 30 秒，共计 8期。 

 口播 在《新青年新经济》新媒体节目中，主持人口播可提及企业元素。

（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字幕 在《新青年新经济》新媒体节目中，字幕可提及企业元素。（具

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海报 围绕相关主题，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每期 1 张，共计 8期。 

客户端 硬广 开机启动图（1/4 轮）；焦点图（最后一帧） 

  频次：各 8 天。 

【广告刊例】   2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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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新青年新经济》单期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 

定制 

结合《新青年新经济》新媒体节目，在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同时发布为合作方定制的短视频 1 期，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

视财经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期。 

 海报 围绕相关主题，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共计 1 张。 

微信 微信发布 由央视财经直发微信文章，围绕相关主题，在微信中植入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篇。 

【广告刊例】   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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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萌萌哒健康》独家冠名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

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 

定制 

结合新媒体节目，在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定

制的短视频 1期，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财经和企业联合 logo。

（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期。 

 企业元素体

现 

在新媒体节目中，可露出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

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大于 30 秒，共计 8期。 

 口播 在新媒体节目中，主持人口播可提及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

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字幕 在新媒体节目中，字幕可提及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

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客户端 硬广 开机启动图（1/4 轮）；焦点图（最后一帧） 

  频次：各 5 天。 

【广告刊例】   1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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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萌萌哒健康》单期定制通案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客户端和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 平

台 

一般短视频 

定制 

结合新媒体节目，在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

定制的短视频 1 期，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财经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期。 

 海报 围绕相关主题，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共计 1 张。 

微信 微信发布 由央视财经直发微信文章，围绕相关主题，在微信中植入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1 篇。 

【广告刊例】   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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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财运道道道》单期定制通案 

【节目简介】 财经知识类节目，由财经主持人周运担任主持人，紧扣热点财经新闻，将是新

闻背后的商业故事，每期节目约 5 分钟。 

【播出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执行时间为准） 

【项目回报】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为企业定制

的视频，视频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

平台三方协商而定，具体发布平台以节目组意见为准）。 

  频次：共 1 条。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财经微博账号上直发微博，微博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财经微信账号上直发文章，文章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形式及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1/2。 

  频次：共 6 天。 

 焦点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焦点图，最后 1 帧。 

  频次：共 6 天。 

【广告刊例】 1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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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浪潮之巅》冠名通案 

【节目简介】 《浪潮之巅》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 IP 视频系列，由主持人陈伟鸿以沉浸

式访谈的方式，与企业家一同问商道、探趋势、找答案。 

【播出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执行时间为准） 

【项目回报】  

一、节目宣传片 

跨平台 短视频字幕：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短视频内企业元

素体现：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二、《浪潮之巅》节目 

跨平台 短视频内片头植

入：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进行片头植入，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

平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内口播：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的口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字幕：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内企业元

素体现：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内环节定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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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内进行环节定制，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

平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3 期。 

 短视频内片尾鸣

谢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浪潮之巅》视频

内的片尾鸣谢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

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0 期。 

三、节目拆条及宣传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围绕《浪潮之巅》发布

直发短视频，视频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

布平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3 条。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财经微博账号上直发微博，微博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3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上直发文章，文章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形式及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篇。 

 顶部通栏： 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内顶部通栏（形式、内容及可

发布的文章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月。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1/2。 

  频次：共 5 天。 

 焦点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焦点图，最后 1 帧。 

  频次：共 5 天。 

   

【广告刊例】 4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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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媒体 2023 年《浪潮之巅》单期定制通案 

【节目简介】 《浪潮之巅》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 IP 视频系列，由主持人陈伟鸿以沉浸式

访谈的方式，与企业家一同问商道、探趋势、找答案。 

【播出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执行时间为准） 

【项目回报】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为企业定制的

《浪潮之巅》视频定制，视频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

内容、发布平台三方协商而定，具体发布平台以节目组意见

为准）。 

  频次：共 1 条。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财经微博账号上直发微博，微博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财经微信账号上直发文章，文章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形

式及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1/2。 

  频次：共 5 天。 

 焦点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焦点图，最后 1 帧。 

  频次：共 5 天。 

【广告刊例】 111 万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04	
	

财经新媒体 2023 年《穿越思想的风暴》冠名通案 

【节目简介】 《穿越思想的风暴》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 IP 视频系列，由主持人陈伟鸿

与企业家及其他跨界嘉宾进行对谈，共同穿越思想的风暴。 

【播出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执行时间为准） 

【项目回报】  

一、节目宣传片 

跨平台 短视频字幕：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短视频内企业

元素体现：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二、《浪潮之巅》节目 

跨平台 短视频内片头

植入：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进行片头植入，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

布平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内口

播：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的口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字幕：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内企业

元素体现：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的字幕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台三

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0 期。 

 短视频内环节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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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视频内进行环节定制，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

布平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3 期。 

 短视频内片尾

鸣谢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发布《穿越思想的风暴》

视频内的片尾鸣谢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发布平

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0 期。 

三、节目拆条及宣传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上围绕《穿越思想的风暴》

发布直发短视频，视频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

发布平台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3 条。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财经微博账号上直发微博，微博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3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上直发文章，文章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形

式及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篇。 

 顶部通栏： 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内顶部通栏（形式、内容及可发

布的文章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月。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1/2。 

  频次：共 5 天。 

 焦点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焦点图，最后 1 帧。 

  频次：共 5 天。 

   

【广告刊例】 4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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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春晚进行时》独家冠名方案 

【项目介绍】 《春晚进行时》：作为一款春晚预热新媒体节目已连续播出 6 年，节目

在春晚播出前，集齐春晚嘉宾亮相，通过揭秘春晚看点，爆料筹备花絮等方

式引发全网关注。项目 2023 年再度升级，通过春晚级明星阵容与业界顶尖

创作团队双重加持，以“节目+活动”的新模式，灵活追踪全新热点，创造

新媒体大事件，为观众奉上精彩的春晚 IP 网综节目。 

【发布平台】 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相关新媒体平台帐号 

【 广 告 回 报

期】 

2023 年 1 月 10 日-21 日（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 

一、授权 

授权 称号权益 授予企业“2023 年《春晚进行时》独家冠名（暂定名）”

权益，可用于线上宣传（相关宣传安排需向总经理室报备审

定后方可使用，具体可协商而定）。 

授权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二、直播内回报 

播出平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相关新媒体平台帐号 

跨平台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等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直播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

现独家冠名品牌及产品宣传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个。 

 冠名角标 设计制作节目独家冠名企业联合 logo，在节目角落位置出

现（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产品专区 在节目现场植入冠名相关产品，并在镜头内体现（具体形

式和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主背景植入 在节目主视觉背景中植入带有冠名品牌 logo 等商业元素

的内容，并在镜头内体现（具体形式和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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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属场景 在节目内现场定制设计冠名品牌和产品专区，可在场景内

充分体现企业品牌和产品元素（具体形式和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冠名口播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次。 

 冠名字幕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次。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三、央视文艺回报 

短视频 定制短视频 为企业定制节目预热短视频，短视频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条。 

 短视频直发 在央视文艺新媒体跨平台（含微信视频号）分发的节目相

关短视频，视频内体现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具体

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7 条。 

 海报 围绕节目，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共 5 张。 

微博 微博直发 由@春晚 @央视文艺 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海报或拆条

等宣传内容，内容中体现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各 5 条，共 10 条。 

微信 微信直发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直播相关内容，在内容中植入

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全天独占 

频次：共 5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全天独占 

频次：共 5 天。 

四、央视频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在央视频新媒体跨平台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视频内体现

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具体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7 条。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频 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海报或拆条等宣传内

容，内容中体现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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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共 5 条。 

微信 公众号直发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直播相关内容，在内容中植入合

作方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全天独占 

频次：共 1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全天独占 

频次：共 1 天。 

 直播页内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内走马

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期 

 内容 push推送 央视频客户端 PUSH 推送内容中植入冠名企业元素（具体

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五、央视新闻回报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央视新闻新媒体跨平台分发《春晚进行时》节目相关短视

频，内容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发布平台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新闻 微博账号发布直播相关内容，在内容中植入

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条。 

微信 公众号直发 由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直播相关内容，在内容中植入

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全天独占 

频次：共 1 天。 

【广告刊例】 1,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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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中国潮我看》独家冠名合作方案 

【节目介绍】 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重磅推出的大型国潮文化类节目，整体聚焦国潮服饰文

化，通过总台主持人搭配一线艺人及知名超模，结合总台前沿制播技术手段，充

分聚合国家级文化资源。节目将纳新求变，万物互联，通过预热传播、Vlog定

制、先导预热、国潮大秀等形式，探寻高端审美方式，实现传统文化时尚化。 

【播出平台】 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中国潮我看》独家冠名”称号（暂定名），可用于

线上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节目内权益 

节目分为“国潮大秀（正片）”及“先导片”两期，其中： 

国潮大秀发布平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以实际播

出为准） 

先导片发布平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以实际播出为准） 

节目内回报 直播头图 直播头图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冠名角标 冠名企业联合 logo 角标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

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次 

 国潮场景定制 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化国潮品牌专区，

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 logo 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共 1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次 

 字幕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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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共 3 次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共 1 期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回报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央视文艺围绕企业传播理念，深度结合节目主题，推出定制

化短视频，视频内体现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相关

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短视频直发 在直播精彩内容短视频内体现品牌 logo 等元素，并于第三

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7 条 

微信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文艺视频号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内容，内容中可体现

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

中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品牌 logo 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0 张 

微博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央视文艺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内容 push推送 客户端进行节目 push 时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二）央视频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央视文艺制作的短

视频（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共 10 条 

微博发布 央视频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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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发布 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中

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5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5 天 

 内容 push推送 客户端节目内容 push 时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直播页内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内走马

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

定） 

频次：共 1 期 

（三）央视新闻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央视文艺制作的

短视频（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共 2 条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央视新闻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3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3 天 

【广告刊例】 1,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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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主题歌会”冠名合作方案 

【节目介绍】 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依据 2022 年夏日歌会成功经验，继续推出的大

型主题歌会节目。通过预热传播、Vlog定制、演唱会等形式，唱响与

主题对应的数首青春之歌，聚焦几代人的青春情怀和当代人的新貌。 

【播出平台】 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艺”xxx主题歌会”独家冠名”称号（暂定名），

可用于线上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合作平台相关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

号以实际播出为准），直播分为“演唱会”和“先导垫片” 

演唱会内回报 直播头图 直播头图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倒计时 在直播开始前倒计时画面内植入冠名企业 logo 等

元素 

频次：共 1 期 

 冠名角标 冠名企业联合 logo 角标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

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

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

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次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 logo 等商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共 1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次 

 字幕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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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条 在歌曲相关压屏歌名条内体现冠名品牌 logo 等元

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共 1 期 

先导垫片内 冠名角标 冠名企业联合 logo 角标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

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30 秒广告片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播放冠名品牌相关 30秒 TVC 广

告片（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次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

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

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 logo 等商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共 1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字幕 主持人口播同时出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共 1 次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回报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央视文艺围绕企业传播理念，深度结合节目主题，

推出定制化短视频，视频内体现品牌 logo 或产品

等元素，并于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

布（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短视频直发 央视文艺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

切条，视频内体现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

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7 条 

微信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文艺视频号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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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

内容，内容中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品牌 logo 等元素（具体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张 

微博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

视频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共 10 条 

央视文艺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内容 push推送 客户端进行节目 push 时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二）央视频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央视文

艺制作的短视频（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

际为准） 

频次：共 10 条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

频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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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push推送 客户端节目内容 push 时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专题页内 

定制模块 

在央视频客户端专题页内相关位置体现冠名合作

企业相关内容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内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形式为

独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内走马

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

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三）央视新闻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央视

文艺制作的短视频（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

实际为准） 

频次：共 2 条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

视频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共 1 条 

央视新闻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广告刊例】  1,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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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主题歌会”特约方案 

【节目介绍】 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依据 2022 年夏日歌会成功经验，继续推出的大型

主题歌会节目。通过预热传播、Vlog定制、演唱会等形式，唱响与主题

对应的数首青春之歌，聚焦几代人的青春情怀和当代人的新貌。 

【播出平台】 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艺”xxx主题歌会”特约”称号（暂定名），可

用于线上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合作平台相关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

以实际播出为准），直播分为“演唱会”和“先导垫片” 

演唱会内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

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次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共 1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次 

 压屏字幕 主持人口播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共 3 次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共 1 次 

先导垫片内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

协商确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共 1 期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

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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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播 主持人口播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字幕 主持人口播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共 1 次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回报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央视文艺围绕企业传播理念，深度结合节目主题，推

出定制化短视频，视频内体现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

素，并于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含视频号）同步

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央视文艺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

条，视频内体现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文

艺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含视频号）内同步发

布（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具体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6张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

容，内容中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6 条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6 条 

央 视 文艺客户

端 

首页焦点图 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二）央视频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央视文艺制

作的短视频（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共 6 条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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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共 6 条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 直播页内走马

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具体

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内容，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7 天 

（三）央视新闻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央视文艺

制作的短视频（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

准） 

频次：共 1 条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2 条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内容，形式为独

占 

频次：共 7 天 

【广告刊例】  7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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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最 IN 中国节”独家冠名 

【节目介绍】 依托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

《重阳晚会》的节目团队、主持人及明星嘉宾资源，通过新媒互动玩法，

捕捉“新生代”热点话题，深度体现冠名企业元素，打造贯穿全年的国

潮主题新媒体特别节目。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

实际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总台新媒体·2023 年“最 IN 中国节”独家冠名”称号（暂定名），可用

于线上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

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发布内容：共 4 期（《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重阳晚会》）

新媒体特别节目 

直播内回报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冠名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冠名品牌和产品特

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

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独家冠名品牌及相关服装品牌

或产品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共 4 期 

 冠名角标 设计制作节目独家冠名企业联合 logo，在节目角落位

置出现（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期 

 冠名口播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3 次/期，共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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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字幕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3 次/期，共 4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名称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传播资源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依托节目相关晚会及新媒体节目相关主持人录制冠名

独家预热短视频，视频内可体现冠名品牌元素，并于

央视文艺各平台账号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和发布平台

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4 期 

 短视频直发 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频内

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文

艺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含央视文艺微信视频

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

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3 张/期，共 4 期 

微信发布 央视文艺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

容，内容中体现独家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1 条/期，共 4 期 

微博发布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3 条/期，共 4 期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3 条/期，共 4 期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启动图出企业相关广告，形式为独

占 

频次：3 天/期，共 4 期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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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push推送 央视文艺客户端进行节目内容推介 push 时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二）、央视频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短视频

内容（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3 条/期，共 4 期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3 条/期，共 4 期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4 期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形式为独

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

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期 

【广告刊例】  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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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最 IN 中国节”合作伙伴 

【节目介绍】 依托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重

阳晚会》的节目团队、主持人及明星嘉宾资源，通过新媒互动玩法，捕捉“新生

代”热点话题，深度体现冠名企业元素，打造贯穿全年的国潮主题新媒体特别节

目。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为

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总台新媒体·2023 年“最 IN 中国节”合作伙伴”称号（暂定名），可用于线上

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

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发布内容：共 4 期（《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重阳晚会》）新媒

体特别节目 

直播内回报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合作品牌和产品特性，设

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合作品牌及相关服装品牌或产品等商

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共 4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合作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次/期，共 4 期 

 字幕 主持人口播合作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次/期，共 4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合作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具体

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频内体现合

作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文艺相关第三方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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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账号（含央视文艺微信视频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

形式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合作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具体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2 张/期，共 4 期 

微信发布 央视文艺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

中体现合作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发布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合作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合作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4 期 

（二）、央视频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短视频内容

（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

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中

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4 期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

定） 

频次：共 4 期 

【广告刊例】  540 万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25	
	

文艺新媒体 2023 年五四新媒体特别节目 

《UP 青春》独家冠名 

【节目介绍】 依托总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的主持人及明星嘉宾资源，通过

中国青年说、校园音乐会、校园回忆杀等节目形式，结合新媒互动玩法，

捕捉“新生代”热点话题推出新媒体特别节目。 

【节目安排】 2023 年 4 月 16日-5 月 15 日（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

实际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总台新媒体·2023 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UP 青春》独家冠名称号（暂

定名），可用于线上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

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直播内回报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节目联合 logo 等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期 

 冠名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冠名品牌和产品特

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 

 品牌专区定制 在节目场景内设计独家冠名企业定制“品牌专区”，充

分体现品牌及产品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个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独家冠名品牌及相关品牌或产品

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 

 冠名角标 设计制作节目独家冠名企业联合 logo，在节目角落位置

出现（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冠名口播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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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3 次/期 

 冠名字幕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3 次/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名称等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传播资源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依托节目相关晚会及新媒体节目相关主持人录制冠名独

家预热短视频，视频内可体现冠名品牌元素，并于央视

文艺各平台账号（含微信视频号）发布（具体内容形式

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2 条 

 短视频直发 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频内体

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文艺相关

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含微信视频号）内同步发布（具

体内容形式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3 条 

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

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5 张 

微信发布 央视文艺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

内容中体现独家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发布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5 条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5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启动图出企业相关广告，形式为独占 

频次：5 天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7 天 

 内容push推送 央视文艺客户端进行节目内容推介 push 时体现企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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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次 

（二）、央视频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短视频内

容（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5 条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5 条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

容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 

央 视 频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5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7 天 

 直播页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具体协商而

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

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广告刊例】 5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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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配速 7.5》产品植入方案 

【节目介绍】 该项目是文艺节目中心主持人朱迅，以慢跑为主呈现模式，融合户外行进

间漫聊推出的短视频项目。由主持人朱迅，及热爱慢跑的行业内知名人士大咖

参与，以艺术分享，健康交流，歌单，书单等话题分享为主，最终在某打卡点

总结当日感受，为下一次相遇留下无尽想象。节目共 20 期（19 期常规节目，

1 期为赞助企业定制） 

【节目安排】 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平台】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短视频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合作平台相关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

际为准） 

视频节目内回

报 

环节定制 在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植入

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期，共 5 期 

 元素体现 在视频内植入品牌产品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0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1 次/期，共 20 期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文艺第三方平台账号（含视频号）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

节目拆条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5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海报内植入品牌 logo 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张 

微博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内容，内容中可体

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0 天 

三、央视频内容传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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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频号第三方平台账号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节目拆条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广告刊例】  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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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配速 7.5》行业赞助定制方案 

【节目介绍】 该项目是文艺节目中心主持人朱迅，以慢跑为主呈现模式，融合户外
行进间漫聊推出的短视频项目。由主持人朱迅，及热爱慢跑的行业内知名
人士大咖参与，以艺术分享，健康交流，歌单，书单等话题分享为主，最
终在某打卡点总结当日感受，为下一次相遇留下无尽想象。节目共 20 期
（19 期常规节目，1 期为赞助企业定制） 

【节目安排】 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平台】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短视频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相关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

际为准） 

视频节目内回

报 

环节定制 在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

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期，共 9 期 

 元素体现 在视频内植入品牌产品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9 期 

 字幕 节目内相关位置出字幕条（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19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1 次/期，共 19 期 

定制视频回报 短视频定制 围绕合作品牌传播诉求，深度结合节目主题，推出定制化

短视频节目，充分体现品牌理念和产品诉求（具体内容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文艺第三方平台账号（含视频号）发布节目相关短

视频节目拆条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海报内植入品牌 logo 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张 

微博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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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0 天 

三、央视频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频号第三方平台账号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节目拆

条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0 天 

【广告刊例】  4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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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配速 7.5》单期定制方案 

【节目介绍】 该项目是文艺节目中心主持人朱迅，以慢跑为主呈现模式，融合户

外行进间漫聊推出的短视频项目。由主持人朱迅，及热爱慢跑的行业内

知名人士大咖参与，以艺术分享，健康交流，歌单，书单等话题分享为

主，最终在某打卡点总结当日感受，为下一次相遇留下无尽想象。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 

一、深度定制： 

央 视 文艺跨平

台 

单期定制： 央视文艺为企业深度定制新媒体视频节目一期，节目内可

充分体现企业品牌和产品传播诉求（具体内容及发布平台

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发布渠道： 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结合定制节目内容，围绕品牌的宣传诉求拍摄相关宣传短

视频，并于央视文艺各平台账号（含视频号）进行发布（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海报植入 在节目宣传海报内植入企业 LOGO等元素（具体形式协

商而定）， 

频次：共 2 张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文艺及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预热视频或海报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或产品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条，共 4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

容中可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央 视 文艺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图位置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 

 内容push推送 央视文艺客户端进行节目内容推介push时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三、央视频内容传播资源 

微博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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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 

直播页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具体协商而

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期 

【广告刊例】   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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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超时空小卖部》冠名 

【节目介绍】 该新媒体节目由《金牌喜剧班》团队打造为企业定制打造的情景喜剧+

种草带货，通过三名风格迥异的好友（主持人+嘉宾）化身“古代商贾”，接

受定制企业给予的相关任务，合伙打造“金牌小卖铺”，打入品牌内部，选

择优质产品，为网友“砍价”赢福利。以“种草好物”“爆款砍价”为任务

线完成十二款小卖铺主题情景喜剧。 

节目共 12 期 

【节目安排】 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平台】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总台新媒体·2023 年《超时空小卖部》独家冠名”称号（暂定名），可用于线上

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短视频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央视文艺客户端及相关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

为准） 

节目内回报 冠名角标 设计制作节目冠名企业联合 logo，在节目角落位置出现

（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协商确定） 

频次：共 12 期 

环节定制 在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

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期，共 12 期 

 元素体现 在视频内植入品牌产品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2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12 期 

 字幕 节目内相关位置出字幕条（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12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1 次/期，共 12 期 

三、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文艺第三方平台账号（含视频号）发布节目相关短

视频节目拆条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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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发布 央视文艺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

容中体现独家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海报内植入品牌 logo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张 

微博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央视文艺客户

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12 期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12 期 

综艺 TAB 页 

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综艺 TAB 页焦点图出企业广告图，形式

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12 期 

【广告刊例】   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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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超时空小卖部》单期合作 

【节目介绍】 依托总台《金牌喜剧班》超强喜剧团队，由总台主持人及节目嘉宾等三

名风格迥异的好友化身“古代商贾”，接受创业任务，深入企业内部，合伙

打造“金牌小卖铺”，打入品牌内部，选择优质产品，为网友“砍价”赢福

利。以“种草好物”“爆款砍价”为任务线完成小卖铺主题情景喜剧。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 

一、深度定制： 

央 视 文艺跨平

台 

单期定制： 央视文艺为企业深度定制新媒体视频节目一期，节目内可充

分体现企业品牌和产品传播诉求（具体内容及发布平台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期 

 发布渠道： 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二、央视文艺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结合定制节目内容，围绕品牌的宣传诉求拍摄相关宣传短视

频，并于央视文艺各平台账号（含视频号）进行发布（具体

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海报植入 在节目宣传海报内植入企业 LOGO等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

定）， 

频次：共 2 张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文艺及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预热视频或海报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品牌或产品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条，共 4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央 视 文艺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开机图位置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 

 内容push推送 央视文艺客户端进行节目内容推介 push 时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三、央视频内容传播资源 

微博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

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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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 

直播页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具体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

定） 

频次：共 1 期 

【广告刊例】   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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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国潮品牌”单期冠名 

【节目介绍】 依托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

《重阳晚会》的节目团队、主持人及明星嘉宾资源，整合国潮元素，通过

新媒互动玩法，捕捉“新生代”热点话题，深度体现冠名企业元素，打造

贯穿全年的国潮主题新媒体特别节目。 

（该方案为以上四个节目的单期节目方案）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

际为准）。 

一、授权 

授予企业“总台新媒体·2023 年“国潮品牌”xxx项目冠名”称号（暂定名），可用于

线上及线下宣传使用，授权使用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

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发布内容：四个节目中的一个（《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重

阳晚会》）新媒体特别节目 

直播内回报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节目联合 logo 等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 

 冠名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冠名品牌和产品特性，

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1 次/期 

 国潮专区定制 在直播内通过设计独家冠名企业定制“国潮专区”，充分

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独家冠名品牌及相关服装品牌或产

品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 

 冠名角标 设计制作节目独家冠名企业联合 logo，在节目角落位置出

现（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冠名口播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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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3 次/期 

 冠名字幕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3 次/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 

三、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传播资源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依托节目相关晚会及新媒体节目相关主持人录制冠名独家

预热短视频，视频内可体现冠名品牌元素，并于央视文艺

各平台账号（含微信视频号）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和发布

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 

 短视频直发 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频内体现

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文艺相关第

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含微信视频号）内同步发布（具体

内容形式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 

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

（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3 张/期 

微信发布 央视文艺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

容中体现独家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发布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3 条/期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

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3 条/期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启动图出企业相关广告，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 

 内容push推送 央视文艺客户端进行节目内容推介 push 时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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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1 次/期 

（二）、央视频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短视频内容

（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3 条/期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3 条/期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

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 

央 视 频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 

 直播页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具体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期 

【广告刊例】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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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新媒体 2023 年“国潮品牌”单期合作伙伴 

【节目介绍】 依托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

《重阳晚会》的节目团队、主持人及明星嘉宾资源，整合国潮元素，通过

新媒互动玩法，捕捉“新生代”热点话题，深度体现冠名企业元素，打造

贯穿全年的国潮主题新媒体特别节目。 

（该方案为以上四个节目的单期节目方案）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

际为准）。 

一、直播节目权益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

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发布内容：四个节目中的一个（《元宵晚会》、《端午晚会》、《七夕晚会》、《重

阳晚会》）新媒体特别节目 

直播内回报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合作品牌和产品特

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

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 

 国潮专区定制 在直播内通过设计冠名企业定制“国潮专区”，充分

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合作品牌及相关服装品牌或产

品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 

 口播 主持人口播合作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次/期 

 字幕 主持人口播合作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2 次/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合作品牌 logo或名称等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 

二、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文艺传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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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频内

体现合作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文艺相关

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含央视文艺微信视频号）内

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 

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合作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

（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2 张/期 

微信发布 央视文艺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文艺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

容，内容中体现合作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发布 央视文艺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2 条/期 

 春晚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2 条/期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 

（二）、央视频传播资源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步发布相关短视频

内容（不少于两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频次：2 条/期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 

微信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相关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内容

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广告刊例】  1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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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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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新媒体 

2023 年《守护最好的中国节》新媒体直播冠名方案 

【发布平台】 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CCTV4 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全年共 40 期，每期 4 小时（每期具体日期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合作回报】  

一、CCTV4 新

媒体回报 

CCTV4 在央视

频及第 三 方平

台账号 

 

 

短视频定制 

 

频次： 

 

 

CCTV4 的抖音账号，围绕节目主题，为企业定制宣传片并发布（具

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短视频拆条 

 

频次： 

CCTV4 的抖音账号，在直播后对直播精彩内容进行拆条并发布（具

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5 条。 

 口播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2 次，共 40 期。 

 字幕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下方字幕内设计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2 次，共 40 期。 

 角标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右下角角标内设计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40 期。 

 片尾鸣谢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结束时，片尾鸣谢内设计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1 次，共 40 期。 

 企业元素体

现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背景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40 期。 

 直播内环节

定制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为企业定制环节，可深度展示企

业品牌理念、故事或相关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1 个，共 5 期。 

 海报 

 

在节目相关预告海报中，设计体现冠名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

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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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共 40 张。 

 微博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发布含冠名企业元素的海报（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

确定）。 

共 40 条。 

 直播推流 

 

频次： 

CCTV4 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以及快手号，对直播节目进

行推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40 场。 

 短视频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以及快手号，直发短视频，

短视频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5 条。 

二、央视频回报 

央 视 频 第 三 方

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直发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直发短视频，短视频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5 条。 

 直播推流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对直播节目进行推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

可协商确定）。 

共 5 场。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5 天。 

 首页焦点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共 5 天。 

【广告刊例】 1,16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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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新媒体 

2023 年《环球直击》新媒体直播合作方案 

【发布平台】 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CCTV4 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全年共 40 期，每期 4 小时（每期具体日期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合作回报】  

一、CCTV4 新媒

体回报 

CCTV4 在央视频

及第三方平台账

号 

 

 

短视频拆条 

 

频次： 

 

 

CCTV4 的抖音账号，在直播后对直播精彩内容进行拆条并发

布（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5 条。 

 片尾鸣谢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结束时，片尾鸣谢内设计体现

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1 次，共 40 期。 

 企 业 元素体

现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背景内设计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40 期。 

 直播 内环节

定制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为企业定制环节，可深度

展示企业品牌理念、故事或相关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

协商确定）。 

每期 1 个，共 5 期。 

 直播推流 

 

频次： 

CCTV4 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以及快手号，对直播

节目进行推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40 场。 

 短视频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以及快手号，直发短

视频，短视频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

定）。 

每个账号 5 条。 

二、央视频回报 

央视频第三方短

视频平台 

 

 

短视频直发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直发短视频，短视频内设计体现

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5 条。 

 直播推流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对直播节目进行推流播出（具体

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5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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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5 天。 

 首页焦点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共 5 天。 

【广告刊例】 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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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新媒体 

2023 年《奔跑的小摊》新媒体独家冠名 

【发布平台】 CCTV4及中国舆论场在央视频和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新闻微博账号；
央视频客户端；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合作回报】  
一、华语新媒体回报 
CCTV4 及中国舆论
场在央 视 频和第 三
方平台上的账号 

 
企业元素体现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背景内设计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0 期。 

 口播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内设计体现
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3 次，共 10 期。 

 字幕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下方字幕内设计体
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3 次，共 10 期。 

 角标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画面右下角角标内设计
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0 期。 

 片尾鸣谢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结束时，片尾鸣谢内设计体
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1 次，共 10 期。 

 直播内环节定
制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中，为企业定制环节，可深
度展示企业品牌理念、故事或相关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
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1 个，共 10 期。 

 短视频定制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为冠名企业定制并发布短视频（时长 5
分钟以内），短视频可深度展示企业品牌理念、故事或相
关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短视频拆条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直播节目后，对直播的精彩内容进行
拆条，短视频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
确定）。 
每期 1 条，共 10 期。 

 海报 
 

在节目相关预告海报中，设计体现冠名企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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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共 2 张。 
 微博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发布含冠名企业元素的海报（具体呈现形
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直播推流 
 
频次： 

CCTV4 的微博、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中国舆论场的央视
频号，对直播节目进行推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
定）。 
每个账号 10 期。 

 短视频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中国舆论场的央视
频号，直发短视频，短视频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11 条。 

 文章供稿 
 
频次： 

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由企业提供稿件的文章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篇。 

二、央视新闻回报 
央视新闻微博 

 
微博直发 
 
频次： 

 
央视新闻的微博，直发微博，微博内容中设计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三、央视频回报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2 天。 

 首页焦点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共 2 天。 

央 视 频 第 三 方短视
频平台 

短视频直发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短视频内设
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广告刊例】 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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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新媒体 2023 年《中国舆论场》新媒体合作 

【发布平台】 中国舆论场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合作回报】  

中国舆论场微

信公众号 

 

微信菜单 内

企 业 元素体

现 

频次： 

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在积分商城菜单页内，头图以及兑换

链接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2 个月。 

中国舆论场央

视频号、抖音

号、微信视频

号 

 

口播 

 

频次： 

字幕 

 

频次： 

中国舆论场央视频号、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在直播节目中，主

持人口播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2 次，共 50 期。 

中国舆论场央视频号、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在直播节目中，屏

幕下方字幕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2 次，共 50 期。 

【广告刊例】 111.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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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体育青少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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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青少新媒体 

2023 年《于嘉的嘉时赛》冠名方案 

【节目介绍】 以知名篮球主持人于嘉为核心，篮球为切入点，采访篮球比赛相关教练、

裁判、球员等业内人士，结合时下热点，分为不同板块。 

【发布平台】 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直播 口播 在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每期2次，共16次 

 字幕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每期2次，共16次 

 企业元素体

现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共8期 

 直播环节定

制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

植入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每期1个，共2期 

中视频 

（3-10 分钟） 

口播 在新媒体中视频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相关广告语（具

体内容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每期1次，共24次 

 字幕 新媒体中视频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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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每期1次，共24次 

 企业元素体

现 

新媒体中视频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

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

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 

频次：共24期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拆条 

在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体育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10条，央

视频客户端“于嘉的嘉时赛”账号50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在@央视体育 发布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微博中出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2条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32天 

 专题页搭建 在央视频客户端内为企业搭建专题页 

频次：1个 

 专题页企业

元素体现  

在央视频专题页内体现企业元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个 

央视体育客户端 篮球Tab页

焦点图（独

占）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篮球Tab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32天 

【广告刊例】 3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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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青少新媒体 

2023 年《擎动中国》线上赛合作伙伴方案 

【节目介绍】 《擎动中国》汇聚国内顶尖赛车手，“线上赛”采用模拟器对战方式。《擎

动中国 2021》线上赛共有两万余名车手参与比拼，节目总触达率近 5 亿，

全网话题词总阅读量近 5 亿，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 

【发布平台】 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一、央视频回报： 

跨平台 

直播内 

口播 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与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2次/期，共6次 

 字幕 在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2次/期，共6次 

 企业元素体

现 

在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每期2种不同形式企业元素体现，共3期 

 直播环节定

制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

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

确定）。 

频次：1个/期，共3个 

 片尾鸣谢 在直播节目片尾鸣谢提及企业相关信息（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3次 

跨平台 

短视频 

 

一般短视频

定制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为企业定制短视频，

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1条 

 短视频直发/

拆条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短视频直发或拆条中

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3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在@央视频 发布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微博中出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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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频发布微信文章，围绕节目主题，微信文章中出现

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1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独占）。 

频次：共3天 

 体育Tab页焦

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体育Tab页焦点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独

占）。 

频次：共30天 

二、央视体育回报： 

跨平台 

直播内 

口播 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与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2次/期，共6次 

 字幕 在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2次/期，共6次 

 企业元素体

现 

在直播节目中，出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每期2种不同形式企业元素体现，共3期 

 直播环节定

制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直播节目中，通过

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相关元素（具体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个/期，共3个 

 片尾鸣谢 在直播节目片尾鸣谢提及企业相关信息（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3 次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拆条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短视频直发或拆条

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在@央视体育 发布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微博中出现企

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1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独占）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开机启动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 

频次：共 3 天 

 首页焦点图 

（独占）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首页焦点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 

频次：共30天 

【广告刊例】 3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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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青少新媒体 

2023 年《健身动起来》冠名方案 

【发布平台】 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

台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一、央视频回报： 

客户端 

“健身动起来”账

号直播内 

直播环节定制 在央视频客户端“健身动起来”账号直播的节目中，

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相关元

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个/期，共20期 

 口播 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与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次/期，共40期 

 字幕 在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2次/期，共40期 

 角标 在直播内角标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

协商确定）。 

频次：共40期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40期 

 片尾鸣谢 在直播节目片尾鸣谢提及企业相关信息（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40期 

跨平台 

 

一般短视 频定

制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为企业定制短

视频，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1条 

 短视频直发/拆

条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直发或

拆条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3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在@央视频 发布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微博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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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3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频发布微信文章，围绕节目主题，微信文章

中出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3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形式

为1/4轮。 

频次：共12天 

二、央视体育回报： 

客户端 

直播内 

直播环节定制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

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1个/期，共20期 

 口播 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与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次/期，共40期 

 字幕 在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2次/期，共40期 

 角标 在直播内角标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

协商确定）。 

频次：共40期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节目中，出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40期 

 片尾鸣谢 在直播节目片尾鸣谢提及企业相关信息（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40 期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拆

条 

在央视体育新媒体跨平台短视频直发或拆条中体现

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开机启动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形

式为1/4轮。 

频次：共 12 天 

【广告刊例】 376 万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58	
	

体育青少新媒体 

2023 年《健身动起来》特约方案 

【发布平台】 央视体育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

台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一、央视频回报： 

客户端 

“健身动起来”账

号 

直播内 

直播环节定制 在央视频客户端“健身动起来”账号直播的节目中，

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相关元

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个/期，共20期 

 口播 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与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40期 

 字幕 在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40期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40期 

 片尾鸣谢 在直播节目片尾鸣谢提及企业相关信息（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40期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拆

条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短视频直发或

拆条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3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在@央视频发布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微博中出现

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3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形式

为1/4轮。 

频次：共5天 

二、央视体育回报： 

客户端 直播环节定制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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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内 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1个/期，共20期 

 口播 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与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40期 

 字幕 在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40期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节目中，出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40期 

 片尾鸣谢 在直播节目片尾鸣谢提及企业相关信息（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40 期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拆

条 

在央视体育跨平台短视频直发或拆条中体现企业相

关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央视体育客户端开机启动图体现企业相关广告，形

式为1/4轮。 

频次：共 5 天 

【广告刊例】 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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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军事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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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新媒体 

2023 年《中国军迷大会》独家冠名方案 

【发布平台】 央视军事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跨平台 口播 在直播过程中可进行合作方口播。（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

商而定）。 

  频次：每期 2 次，共计 8期。 

 字幕 在直播过程中可出现含合作方元素的字幕。（具体形式、内容

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每期 2 次，共计 8期。 

 直播内 

环节定制 

在直播过程中，可结合合作方特性，进行环节定制。（具体环

节设置可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 1 次，共计 8期。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过程中可露出合作方元素。（具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

商而定）。 

  频次：每期大于 30 秒，共计 8期。 

 短视频直发 /拆

条 

由央视军事微信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军事账号直发短视频，

在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

协商而定）。 

  频次： 每期每个平台 1 条，共 8期。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军事 直发微博，围绕相关主题，在微博中植入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3 条。 

微信 微信发布 由央视军事 直发微信公众号文章，围绕相关主题，在文章中

植入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计 3 条。 

跨平台 海报 围绕直播主题，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每期 1 张，共计 8期。 

【广告刊例】   1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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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影视剧纪录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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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纪录新媒体 

2023 年《国剧访谈录》节目新媒体冠名方案 

【节目介绍】 

《国剧访谈录》立足央视“国之大剧”“国之好剧”“国之热剧”，

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邀请

国内一线品质文艺工作者，以深度访谈为载体，以 XR技术融合为创新，

匠心呈现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心路历程，以全情投入、用心诠释每个角色、

每部作品，坚守艺术底线和道德底线为表现内容，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讲

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借新媒体东风形成引导合力，掀起“国剧风

潮”，坚定文化自信。 

【发布平台】 CCTV 纪录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 

【播出时间】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播出为准） 

【具体回报】  

CCTV 电视剧 

微信公众号

号 

文章内软性

植入 

在 CCTV 电视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内适当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7 篇 

CCTV 电视剧 

微博账号 

博文直发 在@CCTV 电视剧微博账号发布博文，博文中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7 条 

CCTV 电视剧 

央视频账号 

短视频环节

定制 

 

在 CCTV 电视剧央视频账号发布节目短视频，短视频环节

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7 期 

央 视 频 客户

端 

影视 TAB 页 

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纪录 TAB 页焦点图广告（最后一帧，独占） 

  频次：共 17 天 

【广告刊例】  2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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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纪录新媒体 2023 年《这！就是纪录》 

主题纪录片新媒体冠名方案 

【节目介绍】 

《这！就是纪录》是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在新媒体端搭建起的与观众

互动交流的新媒体产品，将用年轻化的视角，创新纪录影像生态，带来可爱、

可敬、可信的影像故事。 

【发布平台】 CCTV 纪录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 

【播出时间】 2023 年（具体时间以实际播出为准） 

【具体回报】  

CCTV 纪录 

微信公众号 

定制文字 在 CCTV 纪录微信公众号发布定制文章，文章中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篇 

CCTV 纪录 

微博账号 

博文直发 在@CCTV 纪录微博账号发布博文，博文中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条 

 短视频环节定

制 

 

在@CCTV 纪录微博账号发布纪录片短视频，短视频环节

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0 期 

央 视 频客户

端 

纪录 TAB 页 

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纪录 TAB 页焦点图广告（最后一帧，独占） 

频次：共 20 天 

【广告刊例】   2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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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媒体 

2023 年《亲爱的阳台》合作伙伴方案 

【节目介绍】 以阳台作为感受外面世界的窗口，拟选取有改造需求的 20 个家庭阳台，将

改造过程和前后对比进行展示，彰显自然带给人的无穷力量，发现家中的

美。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其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三农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

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慢直播回报 企业元素体现 慢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央视三农账号；央视三农微

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20期 

 直播环节定制 慢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

节，植入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央视三农账号；央视三农微

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4个 

短视频回报 短视 频直发 /

拆条 

短视频直发或拆条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

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

农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4条 

海报 海报植入 在央视频及央视三农微博微信发布的节目海报中体

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张 

微博 微博直发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央视三农微博账号 

频次：央视频、央视三农各1条，共2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信，在微信中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央视三农 

频次：央视频、央视三农各1篇，共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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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田园 Tab 页焦

点图（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田园Tab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0 天 

【广告刊例】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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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媒体 2023 年《预制菜争霸赛》冠名方案 

【节目介绍】 本节目以当今风口预制菜为主体，联合农科院、农业大学、卫健委等，共同

搭建舞台让预制菜企业进行菜品比拼，建立和促进行业标准化。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直播 口播 在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每期2次，共12次 

 字幕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每期2次，共12次 

 企 业 元素体

现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 6期 

 直播 环 节定

制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

植入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共3个 

海报 海报植入 在直播海报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2张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为企业定制短视频，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频次：1条 

 短视频直发/

拆条 

短视频直发或拆条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

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各6条；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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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三农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各7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微博、央视三农微博 

频次：各2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信，在微信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微信、央视三农微信 

频次：各2篇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6天 

 田园Tab页焦

点图（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田园Tab页焦点图最后一帧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30天 

【广告刊例】 3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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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媒体 

2023 年《乡村服务社》合作伙伴方案 

【节目介绍】 《乡村服务社》将邀请中国农科院、中国农机院等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运

用直播加短视频的形式，传播农技知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三农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直播 口播 在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每期2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

条、微信视频号发布5期，共10次，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

社账号发布20期，共40次。 

 字幕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每期2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

条、微信视频号发布5期，共10次，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

社账号发布20期，共40次。 

 企业元素体

现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

视频号共5期，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共20期。 

 直播环节定

制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

植入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

视频号共2个，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5个。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拆条 

在新媒体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三农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各20条，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50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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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账号及频次：央视频微博1条、央视三农微博1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信，在微信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微信1篇、央视三农微信1篇 

客户端 田园Tab页焦

点图（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田园Tab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20天 

 专题页搭建 在央视频客户端内为企业搭建专题页 

频次：1个 

 专题页企业

元素体现  

在央视频专题页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个 

【广告刊例】 2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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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新媒体 

2023 年《超级卡车人》合作伙伴方案 

【节目介绍】 聚焦卡车司机生活，营造全社会关爱卡车司机弘扬行业正能量，展现卡车司机

的奋斗故事，搭建彰显国家力量的卡车司机公益服务平台，为 3000 万卡车司

机带来援助和关爱。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其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三农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具体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直播中回报 口播 在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每期2次，共16次 

 字幕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每期2次，共16次 

 企业元素体现 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其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

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共8期 

 直播环节定制 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

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其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

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每期1个，共3个 

短视频回报 短视频直发/拆

条 

短视频直发或拆条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

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其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

三农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频次：共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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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 海报植入 在节目海报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张 

微博 微博直发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央视三农微博账号 

频次：央视频、央视三农各1条，共2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信，在微信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央视三农 

频次：央视频、央视三农各1篇，共2篇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8天 

 田园 Tab页 焦

点图（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田园Tab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8 天 

【广告刊例】  2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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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视听新媒体中心（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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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乘着大巴看中国——美丽城市》 

城市主题定制合作方案 

【节目介绍】 《乘着大巴看中国——美丽城市》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与文旅部

重磅打造的主题城市定制系列宣传活动，可根据地方需求结合城市景观、民

俗非遗、风土人文社会发展等方向进行深度策划，制作符合地方特色的定制

化节目，通过城市游、音乐会、直播带货等多种传播形态全方位、立体展示

城市形象，展现地方整体风貌，树立旅游品牌。 

    该系列活动包括一场“乘着大巴看城市”定制直播，一场“城市音

乐会”和一场“地方特产直播带货”。 

【播出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 

【节目安排】 2023 年内（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一、乘着大巴看城市 

一、“乘着大巴看城市”直播 

发布平台：央视频及合作平台相关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直播分为“启动仪式”和“大巴游城市”，共 2 场直播 

跨平台 

 

深度直播定制：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定

制的“启动仪式”和“大巴游城市”直播，在预热宣传时，

可体现央视频和合作方联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和发

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场 

二、传播资源 

跨平台 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

布为合作方定制的短视频，可体现央视频与合作方联合

Logo（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条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短视

频（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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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方元

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条 

微信 文章定制：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方

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6 天 

 直播页浮标（展

示）： 

在直播页内挂合作方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 天 

 直播页 

评论背景图： 

在直播间评论区设计评论区背景底图，在背景底图内体现

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天 

 直播页走马灯： 在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合作方元素 

频次：共 2 天 

二、城市专场直播带货 

一、城市专场直播带货 

发布平台：央视频及合作平台相关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专场直播 

 

直播带货： 在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合作方定

制的直播 1 场，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频和合作方联

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场 

二、传播资源 

跨平台 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

布为合作方定制的短视频，可体现央视频与合作方联合

Logo（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短视

频（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3 张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方元

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微信 文章定制：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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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1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3 天 

 直播页浮标（展

示）： 

在直播页内挂合作方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1 天 

 直播页走马灯： 在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合作方元素 

频次：共 1 天 

 直播页 

评论背景图： 

在直播间评论区设计评论区背景底图，在背景底图内体现

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天 

三、城市主题演唱会 

一、演唱会节目内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合作平台相关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演唱会内回

报 

直播头图 直播头图中体现合作方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倒计时 在直播开始前倒计时画面内植入合作方 logo 等元素 

频次：共 1 期 

 角标 合作方联合 logo 角标体现合作方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期 

 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合作方特性，设计定制

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合作方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次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合作方 logo 等商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共 1 期 

 口播 主持人口播合作方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次 

 字幕 主持人口播合作方相关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共 3 次 

 歌名条 在歌曲相关压屏歌名条内体现冠名合作方 logo 等元素

（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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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合作方 logo 或名称等元素 

频次：共 1 期 

二、内容传播资源 

（一）央视频传播回报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围绕合作方传播理念，深度结合节目主题，推出定制化短

视频，视频内体现合作方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相关

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围绕节目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频内体现合

作方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

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6 条 

微信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

中体现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合作方 logo 等元素（具体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 6张 

微博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

内容中可体现合作方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6 条 

央视频客户

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6 天 

 内容 push推送 客户端节目内容 push 时体现合作方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次 

 直播页内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挂合作方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

（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直播页内走马

灯 

在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合作方元素（内容协

商而定） 

频次：共 1 期 

（二）央视新闻回报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于央视新闻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短视频（不少于两

个发布平台，具体以实际为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79	
	

频次：共 1 条 

微博 微博发布 由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合作方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广告刊例】  1,500 万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80	
	

央视频 2023 年《一起下厨房》冠名通案 

【节目介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推出首档乡村振兴主题慢综艺，打造可移动的

田园“露营厨房”。倡导年轻人一起行动，分享生活方式推介中国好食材。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12 月（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为准）。 

【回报】 

（一）直播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

播出为准） 

直播内回报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冠名品牌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6期 

 直播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冠名品牌和产品特

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3 次/期，共 6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冠名品牌及相关服装品牌或产品

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共 6期 

 冠名角标 设计制作节目冠名企业联合 logo，在节目角落位置出现

（具体呈现形式及时长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6期 

 冠名口播 主持人口播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4 次/期，共 6期 

 冠名字幕 主持人口播冠名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4 次/期，共 6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名称等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6期 

定制短视频 独家冠名 

短视频 

央视频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视

频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央视频

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布（具体内容形式

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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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1 条/期，共 6期 

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

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张/期，共 6期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

容，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6期 

微信发布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

容中体现独家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共 2 期 

（二）、总台新媒体客户端硬广资源（央视频） 

   

总台旗舰新媒体央视频客户端硬广资源同步支持。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频客户端（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首页焦点图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

占 

频次：1 天，共 8期 

首页信息流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

占 

频次：1 天，共 8期 

H5 页面内 直播页面评论

背景图 

在直播页评论背景图体现企业相关元素 

频次：1 天，共 6期 

直播页面内 走马灯 以走马灯形式体现企业相关元素 

频次：1 次，共 6期 

 浮标 以浮标形式体现企业相关元素 

频次：1 次，共 6期 

【广告刊例】   7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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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一起下厨房》单期定制通案 

【节目介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推出首档乡村振兴主题慢综艺，打造可移

动的田园“露营厨房”。倡导年轻人一起行动，分享生活方式推介中国

好食材。 

【节目安排】 2023 年 1 月-12 月（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为准）。 

【回报】 

（一）直播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频客户端及各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步直播（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

播出为准） 

 

直播内回报 直播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冠名品牌和产品

特性，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

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4 次/期，共 1 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独家冠名品牌及相关服装品

牌或产品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每期时长大于 30 秒，2 次/期，共 1 期 

 冠名口播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冠名字幕 主持人口播独家冠名品牌广告语同时出字幕条（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名称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1 期 

定制短视频 独家冠名 

短视频 

央视频围绕各直播精彩内容进行短视频制作及切条，

视频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素，并于

央视频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同步发布（具体

内容形式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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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

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 张/期，共 1 期 

微博发布 央视频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

内容，内容中可体现独家冠名品牌相关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2 条/期，共 1 期 

微信发布 央视频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节目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

内容中体现独家冠名品牌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共 1 期 

（二）、总台新媒体客户端硬广资源（央视频） 

   

总台旗舰新媒体央视频客户端硬广资源同步支持。 

发布平台：总台央视频客户端（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首页焦点图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

独占 

频次：3 天 

首页信息流 独占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

独占 

频次：3 天 

H5 页面内 直播页面评论

背景图 

在直播页评论背景图体现企业相关元素 

频次：1 天，共 1 期 

直播页面内 走马灯 以走马灯形式体现企业相关元素 

频次：1 次，共 1 期 

 浮标 以浮标形式体现企业相关元素 

频次：1 次，共 1 期 

【广告刊例】   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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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实景航天故事会》冠名通案 

【节目简介】 实景航天故事会”是一档大型实景航天主题故事分享访谈节 目，通过在文昌、西

昌、酒泉、北京等地搭建“实景+XR”演播区，邀请航天员、航天科技专家、01

指挥员、航天专业爱好者等，以故事会分享访谈的形 式，为网友讲述中国航天故

事，科普航天知识，传扬中国航天精神。 

【播出安排】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央视频回报 

一、直播内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跨平台 

 

直播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植

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个/期，共 4 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期，共 4 期 

 口播： 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4 期 

 字幕： 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4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二、内容传播资源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企

业定制的短视频，可体现央视频与企业联合 Logo（具体内容协

商而定） 

频次：1 条/期，共 4 期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短视频（具体

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海报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张/期，共 4 期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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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2 条/期，共 4 期 

微信 公众号文章直发：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篇/期，共 4 期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浮标（展

示）： 

在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 

评论背景图： 

在直播间评论区设计评论区背景底图，在背景底图内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前 15 秒广告： 在直播前出企业 15 秒广告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央视新闻回报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广告刊例】  5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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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实景航天故事会》单期定制通案 

【节目简介】 实景航天故事会”是一档大型实景航天主题故事分享访谈节 目，通过在文昌、西
昌、酒泉、北京等地搭建“实景+XR”演播区，邀请航天员、航天科技专家、01
指挥员、航天专业爱好者等，以故事会分享访谈的形 式，为网友讲述中国航天故
事，科普航天知识，传扬中国航天精神。 

【播出安排】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央视频回报 

一、直播内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跨平台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期，共 4 期 

 口播： 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字幕： 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

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二、内容传播资源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企业定

制的短视频，可体现央视频与企业联合 Logo（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条/期，共 2 期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短视频（具体内

容协商而定） 

频次：1 条/期，共 2 期 

海报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张/期，共 2 期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2 期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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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前 15 秒广

告： 

在直播前出企业 15 秒广告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广告刊例】  2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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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少年问》冠名方案 

【节目简介】 央视频推出国内首档原创大型实景科普演说/访谈节目《少年问》，以少年视角探问

求索新时代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的各行各业。邀请各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各行业重

大事件亲历者，以科普演说+察体验类真人秀+户外实景访谈演说的形式，畅聊各

行各业奋进历程的中国故事，为新一代少年展示国之大者的重要成就和风范 

【播出安排】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央视频回报 

一、直播内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跨平台 

 

直播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

植入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个/期，共 4 期 

 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时长大于 30 秒/期，共 4 期 

 口播： 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4 期 

 字幕： 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2 次/期，共 4 期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而定） 

频次：1 次/期，共 4 期 

二、内容传播资源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企

业定制的短视频，可体现央视频与企业联合 Logo（具体内容协

商而定） 

频次：1 条/期，共 4 期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短视频（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2 条/期，共 4 期 

海报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张/期，共 4 期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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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2 条/期，共 4 期 

微信 公众号文章直发：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2 篇/期，共 4 期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3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浮标（展示）： 在直播页内挂企业相关浮标，形式为独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 

评论背景图： 

在直播间评论区设计评论区背景底图，在背景底图内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页走马灯： 在直播页走马灯内植入企业元素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直播前 15 秒广告： 在直播前出企业 15 秒广告 

频次：1 天/期，共 4 期 

央视新闻回报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广告刊例】  5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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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央视频之夜》冠名通案 

【播出安排】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及账号 

【项目描述】 

    央视频之夜是一台融文化＋艺术＋运动＋科技文化交流，体育竞技，娱乐教育的大型互动直播

晚会。采用线上互动，线下参与的形式，在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矩阵。节目设有“红毯”“热门神

曲”“虚拟会场”“答题抽奖”“云游世界”“世界杯”“脱口秀”等多个主题，打造高品质视听

盛宴的同时，捕获粉丝喜好，提高粉丝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文化传播，品牌宣传，寓教于

乐的效果。 

 

跨平台 

 

口播： 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次。 

 字幕： 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次。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次（时长大于 30 秒）。 

 直播环节定

制： 

在直播节目内为合作方设计定制植入环节，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

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4 个 

 直播海报：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共计 1 张。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

入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计 3 条。 

二、其它宣推资源 

微信 文章定制：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5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3 天。 

 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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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滑泳道：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横滑泳道，3 天。 

【广告刊例】 6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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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央视频之夜》合作伙伴通案 

【播出安排】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及账号 

【项目描述】 

    央视频之夜是一台融文化＋艺术＋运动＋科技文化交流，体育竞技，娱乐教育的大型互动直播晚

会。采用线上互动，线下参与的形式，在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矩阵。节目设有“红毯”“热门神曲”

“虚拟会场”“答题抽奖”“云游世界”“世界杯”“脱口秀”等多个主题，打造高品质视听盛宴的

同时，捕获粉丝喜好，提高粉丝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文化传播，品牌宣传，寓教于乐的效果。 

一、直播内权益 

跨平台 

 

口播： 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字幕： 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时长大于 30 秒）。 

 直播环节定

制： 

在直播节目内为合作方设计定制植入环节，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

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3 个 

 直播海报：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共计 1 张。 

 短视频拆条： 由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短视频中植

入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计 1 条。 

二、其它宣推资源 

微信 文章定制：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客户端 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轮播焦点图，2 天。 

 信息流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信息流，2 天。 

【广告刊例】  2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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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酒赋盛名》单期定制通案 

【播出安排】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及账号 

【客户数量】每期一家企业+文化盛典 

【项目描述】 

    《酒赋盛名》是一档文化＋地域＋艺术＋科技＋文创的有传承、具创新、共话新未来的原创融

媒体节目。将以 9 期定制专场+1 期文化盛典的季播形态播出。通过线上互动，线下论坛的形式，提

高品牌热度，展现品牌魅力，打开年轻消费者市场，传递民族品牌的文化精神。 

一、直播内权益 

1.定制专场： 

跨平台 

 

定制直播： 在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企业定制的直播 1

场，在预热宣传时，可体现央视频和企业联合 logo。（具体形式、内容

和发布平台由三方协商而定），共计 1 场。 

 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直发为企业定制的短视频，围绕直播主题，在

短视频中植入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共计 1 条。 

 直播海报： 围绕直播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共计 1 张。 

2.文化盛典： 

 直播环节定

制： 

在文化盛典内为企业设计定制植入环节，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

协商而定），1 个 

二、其它宣推资源 

微信 文章定制：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次），3 天。 

 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3 天。 

 信息流：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信息流，3 天。 

【广告刊例】  311 万元/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94	
	

央视频 2023 年《节气长城》短视频单期定制通案 

【项目介绍】 总台知名主持人敬一丹主持的文化类短视频节目。讲述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二十四节气，与飞行嘉宾置身于由“长城所构建的独特节气空间场景”中，沉浸

在关于节气的中式美学生活方式中。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12 月（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新媒体端回报 

（一）央视频短视频定制 

定制短视频 

 

 

定制 

短视频 

 

围绕主题进行短视频定制，并于央视频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发

布（具体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1 期 

海报 形式： 围绕主体，设计相关海报，海报内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共 1 张 

微博 博文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预热海报或短视频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

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条/期，共 1 期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预热或宣传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1 篇/期，共 1 期 

（二）配套宣发资源：央视频客户端硬广 

央视频客户端 首页焦点

图 

在首页焦点图内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二分之一 

频次：共 1 天 

 开机启动

图 

在开机启动图位置展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二分之一 

频次：1 天 

【广告刊例】 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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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节气长城》短视频定制冠名通案 

【项目介绍】 总台知名主持人敬一丹主持的文化类短视频节目。讲述中国特有的文化遗

产---二十四节气，与飞行嘉宾置身于由“长城所构建的独特节气空间场

景”中，沉浸在关于节气的中式美学生活方式中。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具体时间以实际执行为准） 

广告回报 

（一）央视频回报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由央视频客户端和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号同时发布为企

业定制的短视频，可体现央视频与企业联合 Logo（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24 期 

微信 公众号文章直发 在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24 期 

海报 元素体现 在节目官方海报内植入独家冠名品牌 logo 或产品等元

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24 期 

（二）其它回报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二分之一轮 

频次：共 24 天 

 频道页信息流： 央视频客户端频道页信息流，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4 天 

【广告刊例】  8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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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频 2023 年二十四节气单期定制通案 

【节目简介】 以孙雨彤、孙雨朦清新活力的表达方式+深厚文化底蕴的节气知识+丰富多变的场景

的形式，打造总台知识 ip 组合。 

【播出安排】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一、直播内权益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跨平台 

 

直播环节定制： 在直播节目内通过结合节目内容及品牌和产品特性，设计定制植入

环节，充分体现品牌传播诉求（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个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内相关位置植入品牌商业元素（具体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时长大于 30 秒） 

 口播： 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次 

 字幕： 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次 

 片尾鸣谢： 在节目片尾鸣谢位置体现品牌 logo 或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次 

二、内容传播资源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由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同时发布短视频（具体内

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海报 企业元素体现： 在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个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相关内容，内容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形式为 1/4 轮 

频次：共 1 天 

 首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1 天 

【广告刊例】  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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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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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吾家吾国》方案 

【节目简介】 《吾家吾国》节目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来自科技、音乐、美术、文学等不同领域
的国之大家，进行全方位的影像纪录，通过有温度的真诚记录和对话将他们风云跌

宕的人生经历与观点见解娓娓道来，传递人生感悟、家国情怀以及精神力量。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宁听”央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

台账号 

【项目回报期】 2023年1月-2023年12月（以实际日期为准） 

【项目回报】 
一、节目直播权益 

央视新闻跨平

台、“宁听”央
视频号 

角标 形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宁听”央视频号

播出的节目的角标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及平台协商
确定）。 

频次：共10期。 

 环节定制 形式：上述节目直播中为企业定制环节，环节内设计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形式、内容及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1个/期，共10期。 

 落版广告展示 形式：上述节目直播后落版广告展示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
内容及平台协商确定）。 

频次：1次/期，共10期。 

 头图 形式：上述节目直播头图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及平
台协商确定）。 

频次：1个/期，共10期。 

二、内容传播资源 
海报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节目主题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1张/期，共10期。 

微博 微博直发 形式：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节目相关内容，内容可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10条。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形式：在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发布节目相关短视频，短视频
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平台、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10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轮。 
频次：共10天。 

 焦点图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频次：共10天。 
 走马灯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直播页内走马灯。 

频次：共 10 期。 

【广告刊例】 666.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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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空天逐梦航天主题新媒体直播方案 

【项目介绍】 
2023 年，总台“空天逐梦”工作室将对重大航天主题活动/事件进行直播报道，

彰显航天领域成就，讲述航天故事，发扬航天精神。 

【发布平台】 空天逐梦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12 月（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一、空天逐梦回报 

空天逐梦在央

视 频及第 三 方

平台账号 

环节定制 形式：在空天逐梦的微博账号发布的直播中为企业定制环

节，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1 个/场，共 6 场。 

 入口头图 形式：上述直播入口图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

商而定)。 

频次：1 个/场，共 6 场。 

 角标 形式：上述直播屏幕右下角出现带企业元素的角标（呈现形

式及时长视实际情况而定）。 

频次：共 6 场。 

 口播 形式：上述直播过程中口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

协商而定)。 

频次：3 次/场，共 6 场。 

 字幕 形式：上述直播过程中字幕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

协商而定)。 

频次：3 次/场，共 6 场。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上述直播过程中可体现企业品牌或产品(具体内容、

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每场不少于 30 秒，共 6 场。 

 中插 15 秒 形式：上述直播中可插入 15 秒企业广告片（内容由客户提

供，总经理室审核）。 

频次：2 次/场，共 6 场。 

 海报 形式：上述直播主题海报中体现企业元素。 

频次：共 6张。 

 博文直发 形式：在@空天逐梦 微博账号发布主题海报等内容，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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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而定)。 

频次：共 6 条。 

 短视频拆条 形式：在空天逐梦的央视频号、微博账号、微信视频号，发

布含企业元素的直播精切短视频（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

定）。 

频次：共 6 条。 

 直播推流 形式：在空天逐梦的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对直播进行推

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频次：每个账号 6 场。 

二、央视频回报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频次：共 6 天。 

 焦点图 形式：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频次：共 6 天。 

【广告刊例】   16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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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融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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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发中心新媒体 2023 年《你好！火星》 

科普沉浸展方案 

【项目介绍】 《你好！火星》（暂定名）以我国火星探测获得的一手数据为创作基础，以

总台同名纪录片为内容支撑，充分运用当下最前沿的交互式、沉浸式技术，

并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展现我国探火工程取得的最新成就，打造全球首个

以真实探测数据为依据的科普艺术大展。 

【发布平台】 《你好！火星》主题展览；《你好！火星》新媒体平台账号；央视科教微信

公众号；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 

一、主题展览回报 

主题展览 展览外墙企

业元素体现 

在该展览外墙设计体现企业品牌或产品元素等（具体内容形式

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入口大屏15

秒广告 

在该展览入口裸眼大屏轮播 15 秒企业广告（具体内容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展览内 15

秒广告 

在该展览内的屏幕轮播 15 秒企业广告（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个。 

 产品 /品牌

植入 

在该展览中植入企业品牌或产品元素等（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个。 

 场景定制 结合展览主题内容，为企业品牌定制展览场景，体现企业品牌

理念诉求等（具体内容形式等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场地使用 为企业提供举办发布会等营销活动的场地（具体使用根据实际

情况协商确定，使用天数共计不超过 3 天） 

频次：共 1 场。 

 海报企业元

素体现 

在该展览主题海报上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个。 

 宣传页企业

元素体现 

在该展览相关的宣传折页上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

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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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共 1 个。 

 公告板企业

元素体现 

在该展览公告板上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个。 

 地贴企业元

素体现 

在该展览相关区域地贴上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

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门票企业元

素体现 

在该展览门票上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主题宣传片

企业元素体

现 

在该展览现场播放的主题宣传片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形

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个。 

二、《你好！火星》新媒体平台账号回报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在《你好！火星》新媒体平台账号发布火星展主题短视频，短

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0 条。 

三、央视科教回报 

微信 文章供稿 由央视科教微信公众号发布企业供稿，内容中体现企业元素

（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2 篇。 

四、央视频回报 

微博 博文直发 由央视频新浪微博账号发布微博，内容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

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5 条。 

跨平台 短视频定制 在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为企业定制的探展短视

频，短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在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火星展主题短视频，短视

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5 条。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 

频次：共 3 天。 

 浮标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浮标。 

频次：共 4 天。 

 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频次：共 4 天。 

【广告刊例】 666.6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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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直击品牌扬帆出海现场（通案） 

CGTN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播，是一个多平台的国际传播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在内

罗毕、华盛顿和伦敦设有三个海外区域制作中心。作为中国媒体融合领域的先锋，CGTN 通过

数字平台进行内容分发，包括 CGTN 网站 cgtn.com、移动客户端和优兔、脸书、推特、微博

以及其它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账号。CGTN 全球平台账号是央媒第一大号，跻身全球媒体号前十

名。在 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境外新媒体平台全球活跃粉丝超 3 亿。 

CGTN 官网自上线以来浏览量累计超 19.6 亿，海外受众浏览量占比均超 94%，CGTN 客

户端下载量达 1297 万，海外下载占比 96.3%。CGTN主账号全球活跃粉丝超过 1.67 亿（其中

海外粉丝 1.49 亿）	

【发布平台】  CGTN英/西/法/阿语境外新媒体账号；海外总站 America、Africa、Europe、

Asia Pacific、MiddleEast 境外新媒体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具体回报】 

一、CGTN英、西、法、阿多语种的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传播矩阵 

Facebook 直播定制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账号为企业定制一场探厂直播，

直播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可体现

企业与总台新媒体联合 logo）。 

共 1 场 

 海报 形式： 

 

频次： 

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可体

现企业与总台新媒体联合 logo）。 

共 1 张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及 CGTN阿语 Facebook账号直发博文，内

容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形式： 

 

频次： 

在CGTN英语及CGTN阿语 Facebook账号发布直播相关

短视频，短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

定） 

共 1 条 

跨平台 直播推流 形式： 

 

频次： 

在 CGTN 法语、西班牙语境外新媒体账号及 CGTN 阿语

Facebook 账号为本次直播进行推流（具体呈现形式可协

商确定） 

各 1 场，共 3 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406	
	

二、海外总站新媒体 

跨平台 直播推流 形式： 

 

 

频次： 

在 CGTN America、CGTN Africa、CCTV Asia Pacific、

CMG MiddleEast 境外新媒体账号为本次直播进行推流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各 1 场，共 4 场 

Facebook 直播推流 形式： 

 

频次： 

在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为本次直播进行推流（具

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场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直发博文，内容中体现

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发布直播相关短视频，

短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广告刊例】   2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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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品牌扬帆出海护航计划（通案） 

CGTN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播，是一个多平台的国际传播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在内

罗毕、华盛顿和伦敦设有三个海外区域制作中心。作为中国媒体融合领域的先锋，CGTN通过数

字平台进行内容分发，包括 CGTN网站 cgtn.com、移动客户端和优兔、脸书、推特、微博以及

其它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账号。CGTN 全球平台账号是央媒第一大号，跻身全球媒体号前十名。在

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境外新媒体平台全球活跃粉丝超 3 亿。 

CGTN官网自上线以来浏览量累计超 19.6亿，海外受众浏览量占比均超 94%，CGTN客户

端下载量达 1297 万，海外下载占比 96.3%。CGTN 主账号全球活跃粉丝超过 1.67 亿（其中海

外粉丝 1.49 亿）	

【发布平台】  CGTN英/西/法/阿语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海外总站 America、Africa、

Europe、Asia Pacific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

为准）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具体回报】 

一、CGTN英、西、法、阿多语种的一流新型主流媒体传播矩阵 

跨平台 短视频定制 形式： 

 

频次： 

在 CGTN 英语境外新媒体平台账号发布为企业定制的短视

频，短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 法语、西班牙语境外新媒体平台账号发布相关短

视频，短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各 1 条，共 2 条 

Facebook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CGTN 阿拉伯语 Facebook 账号直发推文，内容中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二、海外总站新媒体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 America、CGTN Africa、CCTV Asia Pacific 境

外新媒体平台账号发布相关短视频，短视频内体现企业元

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各 1 条，共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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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直发推文，内容中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条 

【广告刊例】   1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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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海外记者穿戴合作方案一（通案） 

全球驻外记者穿戴合作项目通过与电子产品、服装、鞋帽、腕表、雨伞、箱包等企业合作，

在总台驻全球记者新媒体直播报道时呈现该品牌商标 logo，提高品牌曝光率和影响力。  

CGTN 全球平台账号是央媒第一大号，跻身全球媒体号前十名。在 Facebook、Youtube、

Twitter等境外新媒体平台全球活跃粉丝超 3 亿。海外总站 America、Africa、Europe等新媒体

账号是总台 90 余个海外记者站经营的全球地域性、针对性新媒体传播矩阵。	

【发布平台】  CGTN英语境外新媒体账号；海外总站 America、Africa、Europe、Asia Pacific、

MiddleEast 境外新媒体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具体回报】 

一、CGTN英语回报 

Facebook 直播环节定

制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账号的直播中，为企业定制环节，

直播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场 1 个，共 3 场 

 企业元素体

现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直播中，体现企业元素（大于 30

秒，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0 场 

 口播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直播的口播中，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每场 1 次，共 3 场。 

 字幕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直播的字幕中，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每场 1 次，共 3 场。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账号直发博文，内容中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条 

 短视频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英语 Facebook账号发布直播相关短视频，短视

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条 

二、海外总站新媒体回报 

跨平台 直播推流 形式： 

 

在 CGTN America、CGTN Africa、CCTV Asia Pacific、

CMG MiddleEast 境外新媒体账号为直播进行推流（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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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各 3 场，共 12 场 

Facebook 直播推流 形式： 

 

频次： 

在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为本直播进行推流（具体

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场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直发博文，内容中体现企

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条 

 短视频直发 形式： 

 

频次： 

在 CGTN Europe Facebook账号发布直播相关短视频，短

视频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条 

【广告刊例】  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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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新媒体 

2023 年海外记者穿戴合作方案二（通案） 

全球驻外记者穿戴合作项目通过与电子产品、服装、鞋帽、腕表、雨伞、箱包等企业合作，

在总台驻全球记者新媒体连线直播报道时呈现该品牌商标 logo，提高品牌曝光率和影响力。  

【发布平台】  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账号、CCTV4 第三方平台账号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发布时间为准） 

【具体回报】 

一、央视新闻回报 

央视新闻 企业元

素体现 

形式： 

 

频次： 

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及第三方新媒体平台的海外记者连线直播

中，体现企业元素（大于 30 秒，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5 场 

二、华语新媒体回报 

CCTV4 抖音 企业元

素体现 

形式： 

 

频次： 

在 CCTV4 抖音账号的海外记者连线直播中，体现企业元素（大

于 30 秒，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5 场 

CCTV4 微信

视频号 

企业元

素体现 

形式： 

 

频次： 

在 CCTV4 微信视频号的海外记者连线直播中，体现企业元素

（大于 30 秒，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5 场 

CCTV4 微博 企业元

素体现 

形式： 

 

频次： 

在 CCTV4 微博账号的海外记者连线直播中，体现企业元素（大

于 30 秒，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5 场 

【广告刊例】   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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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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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网络春晚》融媒体独家冠名 

【节目介绍】  一、总台最懂年轻人的晚会 IP，青春嘉年华 当燃要开新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宵晚、秋晚、跨年、网晚”五大晚会 IP

之一，《网络春晚》是最懂年轻人的晚会 IP，以年轻态、网络化为抓手，于

小年夜造一场“人人都是主角”的青春嘉年华。2023 年网晚，当燃不让的

中国青年汇聚于此，以“开新”之姿，链接未来，共赴青春嘉年华！引领青

年文化风潮，引爆全网！ 

二、晚会衍生节目 

(一)  《@网晚》——率先开启青春嘉年华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新媒体端衍生节目，强势预热《网络春晚》、

扩大晚会声量。该节目不仅有 2023 年《网络春晚》晚会录制现场一手的台

前幕后资讯，更要邀请到晚会嘉宾梦幻联动，进行游戏 PK，为观众福利而

战。收集网晚嘉宾开新祝福，邀观众一起元气满满迈入 2023。时长约 2 小

时，将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播出。 

(二) 《集结吧！网晚开新局》——国潮青春，开新网晚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新媒体端预热直播节目。延续《网络春晚》

青春嘉年华的主线逻辑，增添“国潮复兴”、“非遗传承”、“青年文化”、

“科技强国”等标签属性，将中国文化自信熔铸于民俗、非遗、歌舞、美食

和互联网之中，将新时代、新青年的价值追求映照于中华民族千百年的追梦

历程之中，一同来叩响历史与时代交织融合的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的

大门。时长约 1 小时 30 分钟，小年夜《网络春晚》播出前总台新媒体端全

平台直播。 

三、项目宣发计划 

传播计划：分为预热期、播出期、发酵期三个传播阶段，不同阶段释放相应

物料。 

（一）预热期： 

1. 系列视频：电视宣传片、网络宣传片、舞美概念�、“开新”主题

微纪录、倒计时视频、知名 KOL联动推荐视频； 

2. 平面物料：概念海报、官宣海报等； 

3. “发出开新的声音”互动征集活动； 

4. “我有�个开新�友”短视频合拍活动 

（二）播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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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晚》：《网络春晚》探班揭秘，互动游戏节目。将释放大量

海报、切条短视频。发布《网络春晚》晚会宣推稿件，制造微博话

题。 

2. 《集结吧！网晚开新局》：小年夜《网络春晚》播出前新媒体端预

热直播。将释放大量海报、切条短视频。发布《网络春晚》晚会宣

推稿件，制造微博话题。 

3. 《网络春晚》：2023 年小年夜大小屏同步播出。将释放大量海报、

切条短视频。发布晚会宣推稿件，制造晚会相关微博话题。 

（三） 发酵期： 

1. 实时跟踪话题热点，通过《@网晚》、《集结吧！网晚开新局》、

《网络春晚》节目精编、精彩片段、幕后花絮等形式释放大量短

视频内容，制造热搜不断。 

2. 全渠道、多角度铺设《网络春晚》解读稿件：节�向，以单个节目

立意为突破点，解读网晚如何开新；�年文化向，从节目中年轻化

的态度表达，解读开新主题下当代�年的新能量；品牌向，将《网

络春晚》IP 打造成年轻�认同的晚会品牌，稳占行业口碑。 

 

【播出安排 

及播出平台】 

1、《@网络春晚》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暂定）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
播出。 
2、《集结吧！网晚开新局》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暂定）《网络春晚》开
始前 2 小时，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播出。 
3、 《网络春晚》 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晚（暂定）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
播出，电视端 CCTV-1、CCTV-3 同步播出 

一、授权 

授权权益： 授予企业“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网络春晚》融媒体独家冠名”（暂
定名）权益，企业可用于线上宣传使用（相关宣传安排需向总经理室报备
并审定后方可使用，具体协商而定）。 

授权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二、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晚会及衍生节目内权益 

（一） 《网络春晚》晚会 
播出平台：总台电视端：CCTV-1、CCTV-3；总台新媒体端：央视网 PC 端；央视音影、

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央视网、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
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1、晚会内回报 冠名片头 晚会片头画面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晚会名称组

成的联合 LOGO 

  频次：各 1 次 

 冠名片花 晚会转场时出现晚会 LOGO和冠名企业 LOGO 组

成的联合 LOGO 

  频次：各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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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现场植入 现场主舞台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晚会名称组成

的联合 LOGO，现场 LED灯箱展现，出现企业名

称或 LOGO 

 5 秒冠名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冠名标版画面可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

配音：“本晚会由***（冠名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

出”（配音内容可协商确定）15 秒企业广告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位置：l  晚会内第一个中插广告段正一和倒一位

置； 

l      晚会内第二个中插广告段正一和倒一位

置； 

l      晚会内第三个中插广告段正一和倒一位

置； 

  频次：各 6次 

 歌舞节目名称条植入 晚会播出时，屏幕上出现歌曲、舞蹈等节目名称时

可出现冠名企业 LOGO等品牌元素（具体呈现形式

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互动口播 互动口播“晚会由***（冠名企业名称）独家冠名，

互动玩法介绍”（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6次 

 互动动态压屏条 互动压屏字幕：屏幕下方出现动态字幕条，字幕介

绍参与活动的链路图（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6次 

 互动返屏（全屏） 互动返屏：全屏出现互动玩法介绍视频（具体互动

方式可协商确认） 

  频次：各 6次 

 冠名角标 晚会播出时，屏幕右下角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晚

会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 

  冠名企业 LOGO出现时长不少于晚会播出时长的

30% 

 冠名环节定制 根据企业及产品特点，在不影响晚会效果的前提

下，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片尾鸣谢 晚会片尾出现：鸣谢***（冠名企业名称），可带企

业 LOGO（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2、晚会配套宣推资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与晚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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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财经客户端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与晚会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文艺客户端 内容 PUSH 央视文艺客户端向用户发布直播内容 PUSH推送，

可在文案中体现独家冠名企业名称等元素（具体内

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与晚会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频客户端 内容 PUSH 央视频客户端向用户发布直播内容 PUSH推送，可

在文案中体现独家冠名企业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

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二） 预热直播《集结吧！网晚开新局》 

播出平台：总台央视网 PC 端；央视新闻、央视影音、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频客

户端及央视网、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

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1、节目内回报 演播室现场植入 演播室现场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

合 LOGO，现场 LED灯箱展现，出现企业名称或 LOGO 

 冠名片头 节目片头画面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

联合 LOGO 

  频次：各 1 次 

 冠名片花 节目转场时出现节目 LOGO和冠名企业 LOGO 组成

的联合 LOGO 

  频次：各 4 次 

 5 秒冠名标版 5 秒冠名标版画面可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

音：“2023 年《网络春晚》由***（冠名企业名称）

独家冠名播出”（配音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互动口播 口播“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由***（冠名企业名称）

独家冠名，互动玩法介绍”（口播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互动动态压屏条 互动压屏字幕：屏幕下方出现动态字幕条，字幕介绍

参与活动的链路图（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互动返屏（全屏） 互动返屏：全屏出现互动玩法介绍视频（具体互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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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协商确认） 

  频次：各 4 次 

 角标 节目播出时，屏幕右下角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

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 

  冠名企业 LOGO出现时长不少于节目播出时长的

30% 

 定制环节 根据企业及产品特点，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下，

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定制版块 

 

在节目精彩处出现定制版块“开新 YOUNG”（暂定

名）。版块名称及位置根据实际情况由总经理室、栏

目组、冠名企业协商确定。 

版块字幕条：屏幕下方出现版块字幕条“***（冠名企

业名称）开新 YOUNG”（内容可协商） 

版块角标：屏幕上出现企业名称和版块名称组成的联

合 LOGO，不少于 15 秒/版块 

  频次：各 3 次 

 片尾鸣谢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冠名企业名称），可带企业

LOGO（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2、节目配套宣推资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与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财经客户端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与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文艺客户端 内容 PUSH 央视文艺客户端向用户发布直播内容 PUSH推送，可

在文案中体现独家冠名企业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协

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独家冠名品牌与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频客户端 内容 PUSH 央视频客户端向用户发布直播内容 PUSH推送，可在

文案中体现独家冠名企业名称等元素（具体内容协商

而定） 

  频次：共 1 次 

（三） 探班直播《@网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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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平台：总台央视网 PC 端；央视新闻、央视影音、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

端及央视网、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

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1、节目内回报 演播室现场植入 演播室现场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

合 LOGO，现场 LED灯箱展现，出现企业名称或 LOGO 

 冠名片头 节目片头画面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

联合 LOGO 

  频次：各 1 次 

 冠名片花 节目转场时出现节目 LOGO和冠名企业 LOGO 组成

的联合 LOGO 

  频次：各 4 次 

 5 秒冠名标版 5 秒冠名标版画面可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

音：“2023 年《网络春晚》由***（冠名企业名称）

独家冠名播出”（配音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定制环节 根据企业及产品特点，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下，

设计定制植入环节（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互动动态压屏条 互动压屏字幕：屏幕下方出现动态字幕条，字幕介绍

参与活动的链路图（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各 3 次 

 角标 节目播出时，屏幕右下角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

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 

  冠名企业 LOGO出现时长不少于节目播出时长的

30% 

 口播 如“1 月 25 日小年夜收看由***（企业名称）独家冠

名播出的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口播内容可协

商确定） 

  频次：各 3 次 

 字幕 如“1 月 25 日小年夜收看由***（企业名称）独家冠

名播出的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字幕内容可协

商确定） 

  频次：各 3 次 

 产品露出 节目现场摆放企业产品，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具体

以呈现为准） 

  频次：各 3 次 

 片尾鸣谢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冠名企业名称），可带企业

LOGO（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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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目配套宣推资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网络春晚》独家冠名品牌与

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财经客户端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网络春晚》独家冠名品牌与

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文艺客户端 内容 PUSH 央视文艺客户端向用户发布直播内容 PUSH推送，可

在文案中体现《网络春晚》独家冠名企业名称等元素

（具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直播头图 在直播头图页面内体现《网络春晚》独家冠名品牌与

节目联合 logo 等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张 

央视频客户端 内容 PUSH 央视频客户端向用户发布直播内容 PUSH推送，可在

文案中体现《网络春晚》独家冠名企业名称等元素（具

体内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次 

三、定制内容传播资源 

宣传片 融 媒 体 冠 名宣传

片 

《网络春晚》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画面体现冠名企

业与网晚的联合 LOGO，宣传片后播出 5 秒冠名企业

标版，标版画面可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 LOGO， 并配

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网络春晚》由***

（冠名企业）独家冠名播出（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共 1 支 

 网络版冠 名宣传

片 

拍摄网络版宣传片，片中画面体现冠名企业与网晚的

联合 LOGO 及含企业元素的镜头，仅用于网络端传播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共 1 支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根据品牌需求，定制拍摄短视频（具体内容形式协商

确定，可用于总台新媒体全平台宣推资源使用） 

  共 3 条 

 精剪短视频 将《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内企业相关精彩活动精切

用于互联网传播，并带企业 LOGO落板（具体内容形

式协商确定，可用于总台新媒体全平台宣推资源使用） 

  共 5 条 

宣传海报 独 家 冠 名海报植

入 

《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宣传海报以及宣传图片上露

出企业 LOGO（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可用于总台

新媒体全平台宣推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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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4 张 

宣传文案 微博文案 《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内容宣传，带企业相关元素，

或@企业官微（具体内容和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篇 

 宣传稿件 《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内容宣传，带企业相关元素

（具体内容和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篇 

 定制稿件 定制撰写冠名企业节目相关宣传稿件（具体内容和形

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篇 

 微博话题制造 融入企业或品牌相关元素，制造网络社交话题（具体

内容和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3 个 

四、总台新媒体矩阵配套内容传播资源 

（一） 网络春晚官网（央视网 PC 端和客户端同步） 

官网页面回报 头图 总冠名独占，官网头图设计带企业联合 LOGO（具体

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直播视频前贴片 节目内容推广，可露出企业相关元素，形式为 1/4 轮

（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天 

 点播视频前贴片 节目内容推广，可露出企业相关元素，形式为 1/4 轮

（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8 天 

（二） 央视网配套传播资源 

微博平台 央视网微博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

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CCTV 网络春晚微博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

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篇 

 小央视频微博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

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篇 

微信平台 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宣传

稿件、定制稿件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央视网微信视频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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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央视网快看微信视频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抖音平台 央视网抖音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央视网快看抖音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小央视频抖音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快手平台 央视网快手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B 站平台 央视网 B 站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央视网快看 B 站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今日头条 央视网今日头条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百家号 央视网百家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

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三） 央视网其他推资源 

主流及地方媒体报道 总台大屏新闻矩阵；门户网站发稿；新闻 APP 发稿；

地方媒体发稿等主流及地方媒体报道（以最终宣推为

准） 

  频次：不少于 15 家 

（四） 央视新闻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新闻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

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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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央视财经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

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

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4 条 

微博权益 微博发布 由央视财经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微信权益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宣传稿件、定制稿件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六） 央视文艺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文艺快手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

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4 条 

  在央视文艺抖音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

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权益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

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由央视文艺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七） 央视频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频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定制内容传播资

源回报内 IP 定制短视频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

确定） 

  频次：共 4 条 

微博权益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

博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微信权益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宣传稿件、定制稿件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五、总台新媒体客户端资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开机位出企业相关启动图，图片内容为带企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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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目官方宣传内容，形式为 1/4 轮 

  频次：共 2 天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 天 

央视财经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开机位出企业相关启动图，图片内容为带企业元素

的节目官方宣传内容，形式为 1/2 轮 

  频次：共 2 天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 天 

央视文艺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独占 

  频次：共 2 天 

 首页信息流 在首页（推荐页）出企业相关信息流广告，形式为独

占 

  频次：共 2 天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在开机位出企业相关启动图，图片内容为带企业元素

的节目官方宣传内容，形式为 1/4 轮 

  频次：共 2 天 

 首页焦点图 在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出企业广告图，形式为 1/2 轮 

  频次：共 2 天 

 首页信息流 在首页（推荐页）出企业相关信息流广告，形式为独

占 

  频次：共 2 天 

【广告刊例】  6,4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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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网络春晚》融媒体特别支持 

【项目介绍】  一、总台最懂年轻人的晚会 IP，青春嘉年华 当燃要开新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宵晚、秋晚、跨年、网晚”五大晚会 IP 之

一，《网络春晚》是最懂年轻人的晚会 IP，以年轻态、网络化为抓手，于小年

夜造一场“人人都是主角”的青春嘉年华。2023 年网晚，当燃不让的中国青年

汇聚于此，以“开新”之姿，链接未来，共赴青春嘉年华！引领青年文化风潮，

引爆全网！ 

四、晚会衍生节目 

(三)  《@网晚》——率先开启青春嘉年华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新媒体端衍生节目，强势预热《网络春晚》、扩

大晚会声量。该节目不仅有 2023 年《网络春晚》晚会录制现场一手的台前幕

后资讯，更要邀请到晚会嘉宾梦幻联动，进行游戏 PK，为观众福利而战。收集

网晚嘉宾开新祝福，邀观众一起元气满满迈入 2023。时长约 2 小时，将在总台

新媒体端全平台播出。 

(四) 《集结吧！网晚开新局》——国潮青春，开新网晚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新媒体端预热直播节目。延续《网络春晚》青春

嘉年华的主线逻辑，增添“国潮复兴”、“非遗传承”、“青年文化”、“科

技强国”等标签属性，将中国文化自信熔铸于民俗、非遗、歌舞、美食和互联

网之中，将新时代、新青年的价值追求映照于中华民族千百年的追梦历程之中，

一同来叩响历史与时代交织融合的 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的大门。时长约 1

小时 30 分钟，小年夜《网络春晚》播出前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直播。 

五、项目宣发计划 

传播计划：分为预热期、播出期、发酵期三个传播阶段，不同阶段释放相应物

料。 

（一）预热期： 

1. 系列视频：电视宣传片、网络宣传片、舞美概念�、“开新”主题微纪

录、倒计时视频、知名 KOL联动推荐视频； 

2. 平面物料：概念海报、官宣海报等； 

3. “发出开新的声音”互动征集活动； 

4. “我有�个开新�友”短视频合拍活动 

（二）播出期： 

1. 《@网晚》：《网络春晚》探班揭秘，互动游戏节目。将释放大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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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切条短视频。发布《网络春晚》晚会宣推稿件，制造微博话题。 

2. 《集结吧！网晚开新局》：小年夜《网络春晚》播出前新媒体端预热

直播。将释放大量海报、切条短视频。发布《网络春晚》晚会宣推稿

件，制造微博话题。 

3. 《网络春晚》：2023 年小年夜大小屏同步播出。将释放大量海报、切

条短视频。发布晚会宣推稿件，制造晚会相关微博话题。 

（四） 发酵期： 

3. 实时跟踪话题热点，通过《@网晚》、《集结吧！网晚开新局》、《网

络春晚》节目精编、精彩片段、幕后花絮等形式释放大量短视频内容，

制造热搜不断。 

4. 全渠道、多角度铺设《网络春晚》解读稿件：节�向，以单个节目立

意为突破点，解读网晚如何开新；�年文化向，从节目中年轻化的态

度表达，解读开新主题下当代�年的新能量；品牌向，将《网络春晚》

IP 打造成年轻�认同的晚会品牌，稳占行业口碑。 

【播出安排 

及播出平台】 

1、《@网晚》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暂定）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播出。 

2、《集结吧！网晚开新局》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暂定）《网络春晚》开始

前 1 小时 30 分钟，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播出。 

3、 《网络春晚》 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晚（暂定）在总台新媒体端全平台播

出，电视端 CCTV-1、CCTV-3 同步播出 

一、授权 

授权权益： 授予企业“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网络春晚》融媒体特别支持”（暂定

名）权益，企业可用于线上宣传使用（相关宣传安排需向总经理室报备并审定

后方可使用，具体协商而定）。 

授权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二、2023 年总台《网络春晚》晚会及衍生节目内权益 

（一） 《网络春晚》晚会 

播出平台：总台电视端：CCTV-1、CCTV-3；总台新媒体端：央视网 PC 端；央视音影、

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及央视网、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

财经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实际播出为准） 

晚会内回报 5 秒特别支持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5秒特别支持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音：

“本晚会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配音内

容可协商确定）15 秒企业广告紧跟 5 秒特别支持标版

播出 

  频次：各 4 次 

 “下节更精彩”标版 在晚会第一个中插广告段开始时，出现“下节更精彩”

5 秒标版，画面为企业 5 秒无声广告，配音及字幕：

“***（企业名称）提示您下节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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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次：各 3 次 

 晚会压屏条 晚会播出“新年开新”（暂定名）环节时，出现压屏

字幕条“***（企业名称） 新年开新祝语”（内容可协

商确定） 

  频次：各 3 次 

 口播 口播：“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内

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字幕 字幕：“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内

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产品露出 节目现场摆放企业产品，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具体

以呈现为准） 

  频次：各 4 次 

 滚动字幕 晚会播出时，屏幕下方滚动出现字幕，可使用企业名

称及 LOGO （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4 次 

 片尾鸣谢 晚会片尾出现：鸣谢***（冠名企业名称），可带企业

LOGO（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二） 预热直播《集结吧！网晚开新局》 

播出平台：总台央视网 PC 端；央视新闻、央视影音、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

及央视网、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

实际播出为准） 

节目内回报 环节植入 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下，根据企业需求，在节目内植入

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5秒特别支持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特别支持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音：

“本晚会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配音内容

可协商确定）15 秒企业广告紧跟 5 秒特别支持标版播出 

  频次：各 2 次 

 “下节更精彩”标

版 

在晚会第一个中插广告段开始时，出现“下节更精彩”5

秒标版，画面为企业 5 秒无声广告，配音及字幕：“***

（企业名称）提示您下节更精彩”。 

  频次：各 2 次 

 节目压屏条 晚会播出“新年开新”（暂定名）环节时，出现压屏字幕

条“***（企业名称） 新年开新祝语”（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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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露出 节目现场摆放企业产品，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具体以呈

现为准） 

  频次：各 2 次 

 口播 口播："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字幕 字幕："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滚动字幕 晚会播出时，屏幕下方滚动出现字幕，可使用企业名称及

LOGO （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片尾鸣谢 晚会片尾出现：鸣谢***（冠名企业名称），可带企业 LOGO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三） 探班直播《@网晚》 

播出平台：总台央视网 PC 端；央视新闻、央视影音、央视财经、央视文艺、央视频客户端

及央视网、央视文艺、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平台账号。（具体平台及账号以

实际播出为准） 

节目内回报 环节植入 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下，根据企业需求，在节目内植入

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5秒特别支持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特别支持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音：

“本晚会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配音内容

可协商确定）15 秒企业广告紧跟 5 秒特别支持标版播出 

  频次：各 2 次 

 “下节更精彩”标

版 

在晚会第一个中插广告段开始时，出现“下节更精彩”5

秒标版，画面为企业 5 秒无声广告，配音及字幕：“***

（企业名称）提示您下节更精彩”。 

  频次：各 2 次 

 节目压屏条 晚会播出“新年开新”（暂定名）环节时，出现压屏字幕

条“***（企业名称） 新年开新祝语”（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产品露出 节目现场摆放企业产品，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具体以呈

现为准） 

  频次：各 2 次 

 口播 口播："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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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次：各 2 次 

 字幕 字幕："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滚动字幕 晚会播出时，屏幕下方滚动出现字幕，可使用企业名称及

LOGO （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各 2 次 

 片尾鸣谢 晚会片尾出现：鸣谢***（冠名企业名称），可带企业 LOGO

（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各 1 次 

三、定制内容传播资源 

短视频 IP 短视频定制 根据品牌需求，定制拍摄短视频（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

可用于总台新媒体全平台宣推资源使用） 

  共 1 条 

 精剪短视频 将《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内企业相关精彩活动精切用于

互联网传播（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可用于总台新媒体

全平台宣推资源使用） 

  共 3 条 

宣传海报 海报 《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宣传海报以及宣传图片上露出企

业 LOGO（具体内容形式协商确定，可用于总台新媒体全

平台宣推资源使用） 

  共 1 张 

宣传文案 宣传稿件 《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内容宣传，带企业相关元素（具

体内容和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篇 

 微博文案 《网络春晚》及衍生节目内容宣传，带企业相关元素，或

@企业官微（具体内容和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篇 

四、总台新媒体矩阵配套内容传播资源 

（一） 网络春晚官网（央视网 PC 端和客户端同步） 

官网页面回报 抽奖活动介绍 在官网抽奖活动介绍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

商确定） 

  频次：共 1 次 

 H5 抽奖页面 H5 抽奖活动页面展示企业产品（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

定） 

  频次：共 1 次 

（二） 央视网配套传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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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平台 央视网微博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

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CCTV网络春晚微博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

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小央视频微博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

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微信平台 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宣传稿

件、定制稿件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抖音平台 央视网抖音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

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小央视频抖音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

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快手平台 央视网快手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

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B 站平台 央视网 B 站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

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今日头条 央视网今日头条号 节目内容推广，可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

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三） 央视新闻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新闻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

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条 

（四） 央视财经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财经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

传播资源回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

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权益 微博发布 由央视财经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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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微信权益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宣

传稿件、定制稿件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1 篇 

（五） 央视文艺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文艺快手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

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3 条 

  在央视文艺微信视频号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

源回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

定） 

  频次：共 2 条 

  在央视文艺抖音平台账号内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

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权益 微博发布 由春晚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案

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六） 央视频配套传播资源 

短视频权益 短视频发布 在央视频相关第三方新媒体平台账号定制内容传播资源

回报内 IP 短视频定制或精剪短视频（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条 

微博权益 微博发布 由央视频微博账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微博文

案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微信权益 微信公众号 由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定制内容传播资源回报内 宣传

稿件、定制稿件或海报（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频次：共 2 篇 

【广告刊例】   4,2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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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综合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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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媒体 

2023 年《与城市一起撒开聊》-城市定制（单期） 

【发布平台】 央视一套和 CCTV1 开讲啦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第三方平台账

号；央视频客户端。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合作回报】  

一、综合频道

新媒体回报 

央 视 一 套 和

CCTV1开讲啦

在央视频及第

三方平台账号 

 

 

短视频定制 

 

频次： 

直播定制 

 

频次： 

短视频拆条 

 

频次： 

直播推流 

 

频次： 

短视频直发/拆条 

频次： 

海报 

 

频次： 

微博直发 

 

频次： 

微信公众号文章

供稿 

频次： 

 

 

央视一套的抖音账号，为合作方定制宣传品和直播预热短

视频并发布（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央视一套的抖音账号，为合作方定制探访任务直播和城市

快闪店直播并发布（具体时长和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场。 

央视一套的抖音账号，在直播后对直播精彩内容进行拆条

并发布（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央视一套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CCTV1 开讲

啦微博，对央视一套抖音账号定制的直播进行推流播出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2 场。 

央视一套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直发央视一套

抖音账号定制的预热短视频或短视频拆条（具体呈现形式

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4 条。 

央视一套的微博，设计直播海报，海报内设计体现合作方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张。 

央视一套和 CCTV1 开讲啦的微博，发布为合作方设计的

直播海报（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2 条。 

央视一套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由合作方提供的稿件（具体呈

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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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 篇。 

二、央视频回

报 

央视频第三方

短视频平台 

 

 

 

 

央视频微博 

 

 

央视频客户端 

 

短视频直发/拆条 

频次： 

直播推流 

 

频次： 

微博直发 

 

频次： 

开机启动图 

频次： 

搜索预设灰字 

频次： 

首页焦点图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直发央视一套抖音账号定制的

预热短视频或短视频拆条（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4 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对央视一套抖音账号定制的直

播进行推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场。 

央视频的微博，直发微博，微博内容设计体现合作方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3 天。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预设灰字（独占）。 

 

共 3 天。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共 3 天。 

【广告刊例】 588.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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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媒体 

2023 年《与城市一起撒开聊》行业赞助方案 

（单期） 

【发布平台】 央视一套和 CCTV1 开讲啦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第三方平台

账号；央视频客户端。 

【播出时间】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合作回报】  

一、综合频道新媒

体回报 

央 视 一 套 和

CCTV1 开讲啦在

央 视 频及第 三 方

平台账号 

 

 

直播内企业

元素体现 

频次： 

直播环节定

制 

 

频次： 

短视频拆条 

 

频次： 

直播推流 

 

频次： 

短视频直发

/拆条 

频次： 

海报 

 

频次： 

微信公众号

文章供稿 

频次： 

 

 

央视一套的抖音账号，在探访任务直播和城市快闪店直播中，

为合作方在画面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

定）。 

共 2 期。 

央视一套的抖音账号，在探访任务直播和城市快闪店直播中，

为合作方定制环节，可深度展示合作方品牌理念、故事或相关

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个。 

央视一套的抖音账号，在直播后对直播精彩内容进行拆条并发

布（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央视一套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CCTV1 开讲啦微

博，对探访任务直播和城市快闪店直播进行推流播出（具体呈

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2 场。 

央视一套的微博、央视频号、微信视频号、CCTV1 开讲啦微

博，直发直播后拆条短视频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2 条。 

央视一套的微博，设计直播海报，海报内设计体现合作方元素

（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张。 

央视一套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由合作方提供的稿件（具体呈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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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篇。 

二、央视频回报 

央 视 频 第 三 方短

视频平台 

 

 

 

 

央视频微博 

 

 

央视频客户端 

 

短视频直发

/拆条 

频次： 

直播推流 

 

频次： 

微博直发 

 

频次： 

开机启动图 

频次： 

搜索预设灰

字 

频次： 

首页焦点图 

频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直发央视一套抖音账号定制的预热

短视频或短视频拆条（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央视频第三方短视频平台，对探访任务直播和城市快闪店直播

进行推流播出（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场。 

央视频的微博，直发微博，微博内容设计体现合作方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2 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3 天。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预设灰字（独占）。 

 

共 3 天。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独占，最后一帧）。 

共 3 天。 

【广告刊例】 388.89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