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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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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 第一黄金时间 

【广告亮点】 l 两大黄金频道，打通午间、晚间黄金时段，重点新闻栏目广告全覆盖。 

l CCTV-1《新闻 30 分》、《晚间新闻》；CCTV-新闻《国际时讯》，

国家平台黄金栏目前强势发声，聚焦关注。 

【广告回报】  

电视端广告回报   

15 秒广告+5 秒报时标板 形式： 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及 5 秒报时标板，表盘画面出现企业名

称或标识，配音：“***（企业名称）为您报时”。 

15 秒广告+5 秒报时标板播出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位置 频次 

CCTV-1 

新闻 30 分前 周一至周日 11:59:40 倒一 1 次/天 

晚间新闻前 
周一至周日 21:59:40 

（不包含2023 年 1月21日） 
倒一 1 次/天 

CCTV-新闻 国际时讯前 周一至周五 21:59:40 倒一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价格 

 上半年单日 4,839 万元 

 上半年双日 4,669 万元 

 下半年单日 5,049 万元 

 下半年双日 4,709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2. 方案广告如有错漏播按《电视广告错漏播处理办法（试行）》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

经理室相关规定处理。 

3. 指定位置加价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价格体系为准。 

4. 投放期优惠：累计 3 个月优惠率： 5%；累计半年及以上优惠率： 10%。投放期优惠

在执行的最后一个月体现。 

5.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6. 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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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 整点报时 

【广告亮点】 

l 新闻频道强势广告项目，打通全天重要时间点，最大限度覆盖不同收视

群体，造就更极致的品牌传播路径。 

l 独占多档新闻前广告段倒一位置，更包括朝闻天下、新闻 30 分两大黄

金栏目前广告段位，广告与节目无缝衔接，全方位传播品牌。 

l 每天 6 次播出 15 秒广告+5 秒报时广告, 附加黄金时间“新闻 1+1 后”

15 秒广告，为广告主的广告投放带来更佳资源支持。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每天 6 次 

周一至周日：5:59:40、9:59:40、11:59:40、13:59:40、17:59:40、23:59:4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报时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报时广告 

形式： 于整点节目前倒一位置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及 5 秒报时广告，5

秒报时广告表盘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

名称）为您报时”。 

 位置： 5:59:40、9:59:40、11:59:40、13:59:40、17:59:40、23:59:40

播出。 

 频次： 共计 6 次/天，在 CCTV-新闻播出。 

二、企业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CCTV-新闻“新闻 1+1 后“广告段位播出，播出时间约 21:55。 

频次： 周一至周五播出，1 次/天，在 CCTV-新闻播出（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广告刊例（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1 5,225 

 下半年连续 184 5,282 

 全年单日 186 5,368 

 全年双日 179 5,138 

 全年连续 365 9,980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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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案广告如有错漏播按《电视广告错漏播处理办法（试行）》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回报在 2023 年 3 月 3 日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两会期间（暂定）不承诺播出。

此期间如有错漏播，不予补偿。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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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2《正点财经》报时组合 

【广告亮点】 l 财经频道王牌广告项目，优质财经资讯广告特征深入人心。 

l 独占多档财经新闻前广告段倒一位置，更包括《正点财经》前中插

黄金点位，广告与节目完美贴合，让品牌传播力最大化。 

l 覆盖全天重点时段，高频次传播，增强企业传播力。 

【节目播出安排】 l 财经频道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周一至周五：9:00 前、

10:00 前、11:00 前、14:00 前、15:00 前、16:00 前、17:00 前。 

【广告回报】  

报时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报时广告 
形式： 

《正点财经》前倒一位置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及 5 秒报

时广告，5 秒报时广告表盘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配音：“***（企业名称）为您报时”。 

 位置： 
8:59:40、9:59:40、10:59:40、13:59:40、14:59:40、

15:59:40、16:59:40 播出。 

 频次： 共计 7 次/天，共计 1820 次。 

【广告刊例】 5,330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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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2《天下财经》12 点报时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周一至周日 11:59:40。 

【广告回报】  

报时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报时广告 
形式： 

于《天下财经》12 点前前倒一位置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及

5 秒报时广告，5 秒报时广告表盘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

识，配音：“***（企业名称）为您报时”。 

 位置： 11:59:40 播出。 

 频次： 共计 1 次/天，共计 365 次。 

【广告刊例】 1,400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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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2 黄金档报时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每周一至周五晚 20:00 前，共 26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15 秒广告+5 秒报

时标版 
形式： 

20 点《经济半小时》前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后跟 5 秒报时标

版，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名称）为您报

时” (内容可协商确定)。 

 位置： 《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前倒一位置 19:59:40 播出。 

 频次; 1 次/期，共计 260 次。 

【广告刊例】 3,050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