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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民族匠心品牌 

为助力民族企业发展，总台推出“CCTV·民族匠心品牌”已达 4 年，合作的中国自主品牌逐年递增，

覆盖行业涉及快消、金融、酒业等多个品类。2023 年，民族匠心品牌持续创新、升级。一方面，加大

“CCTV·民族匠心品牌”整体视觉的传播，提高传播频次，在元宵节和中秋节两个传统节日，为合作民

族品牌定制“团圆”主题宣传片，向消费者传递品牌的美好心愿。 

另一方面，该产品设计理念将进一步聚焦总台优质文化类 IP 节目、传统节日特别节目以及跨频道

黄金档电视剧三大优势资源，持续传达品牌服务美好生活的理念。2023 年延续“黄金档剧场、东方时空

中插”核心黄金新闻资讯栏目，每日固定与消费者见面，保持稳定的品牌传播。依托总台文化类 IP 节目

和传统节日特别节目、晚会等为主题的产品，纳入更具性价比的“特别呈现”、“特别支持”等特殊广告

资源的合作，通过品牌元素与节目自然融合，实现品牌的高质量传播，形成独特记忆。2023 年增加

“CCTV·民族匠心品牌”与总台优质电视剧的合作，将总台重点大剧、CCTV-1、8 频道晚间黄金档贴片

资源以及电视剧年度盛典晚会打通，强化品牌与目标人群的触达。以下具体产品，企业可选择购买推荐

资源或根据需求，定制品牌专属传播方案。 

合作要求 

1. 合作企业覆盖民生所需文化传承的传统行业或具匠心品质的新兴产业。 

2. 合作企业须追求诚信、品质以及良好的社会形象，能够在所属行业起到示范

作用。 

3. 合作企业为中国本土企业或中方控股企业（既中方股权总额超过 50%）。 

4. 合作企业在两年内无重大舆情。 

权  益 
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2023 年 CCTV·民族匠心品牌”字样，须经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权益有效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合作金额 常规行业刊例价 8000 万元起 

一、 通案 

1. 主资源 

投放期：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隔日 

15 秒企业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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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总频次 

CCTV-1  
黄金档剧场 

第一集贴片 

周一至周五约 20:01； 

周六日 20:00-22:00 间 
15 秒 1 次/天 186 次 

CCTV-新闻 东方时空中插 周一至周日约 20:00-20:55 15 秒 1 次/天 179 次 
 

2. 个性化组合资源 

根据客户需求及电视端各频道可售资源情况，客户最多可购买实付价值 4473 万元的资源。（各频

道资源实付价值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价格体系核定） 

3. 新媒体话题共创 

合作企业可择重点节日、热议话题等，与央视新闻团队共创 1 条微博，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上发布。

全年 3 条。  

微信体现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企业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

商而定），共计 3 条。 

4. 增值回报：  

（1） 5 秒主题标版 

形式： 
在 CCTV-1“黄金档剧场第一集贴片”和 CCTV-新闻“东方时空中插”播出 5

秒“CCTV·民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标版中，呈现入选客户的品牌标识。 

（2） 15 秒“CCTV·民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广告在

总台电视端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200 次。 

（3） 15 秒“元宵团聚”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元

宵团聚”口播及字幕为：“共享元宵团聚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元宵节前

一周，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4） 15 秒“中秋团圆”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中

秋团圆”口播及字幕为：“月圆、团圆，相聚中秋美好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

告于中秋节前一周，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5） 企业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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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秒企业故事，可在客户产品宣传期及重大节日内，传播企业品牌特色，讲述企业文化精神。全年

8 天，3 次/天，共 24 次。可在如下资源中进行选择：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CCTV-1 22 点半精品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2:38-23:3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2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间 60 秒 1 次/天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60 秒  1 次/天 

CCTV-8 佳人剧场三四集间 周一至周日 15:00-15:30  60 秒 1 次/天 
 

【广告刊例】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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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播主题定制样例 

客户可选择购买推荐资源或置换所需资源，结合每个客户需求定制专案产品。 

(一) 文化类 IP 节目主题样例 

1. 主资源 

投放期：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隔日 

15 秒企业硬广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总频次 

CCTV-1  
黄金档剧场 

第一集贴片 

周一至周五约 20:01； 

周六日 20:00-22:00 间 
15 秒 1 次/天 186 次 

CCTV-新闻 东方时空中插 周一至周日约 20:00-20:55 15 秒 1 次/天 179 次 
 

2. 以《中国地名大会》（第四季）行业合作伙伴为例 

《中国地名大会》将以地名知识为载体，从地理、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展

现中华大地的万千风貌，引导人们发现地名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蕴、文化华彩和人生百态。预计于 2023

年第四季度起每周六 19:00 在 CCTV-4 播出，共 12 期。 

（1） 栏目内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元素或标识，配音：“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具体形式与栏目组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频

次： 
在节目内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1 次/期 

现场植入 形式： 
节目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可依据赞助企业定制，需与节目

组协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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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具体时长视每期节目情况而定，共 12 期。 

口播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内容可协商

确定），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 

频次： 各 2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2） 栏目硬广宣传片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元素或标识，配音：“本节目由***（企

业名称）特别支持”（具体形式与栏目组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

业广告。 

播出安排： 
各频道从节目播出前 30 天起播至节目播出结束，宣传片播出安排

如下：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上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 07:00-12:00 1 次/天 90 

今日关注 周一至周日 21:30-22:00 1 次/天 90 
 

注：保证播出总频次，在上述时段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将调整为邻近等价时段。 

3. 以《寻古中国》特别支持为例 

2023 年 CCTV-1《寻古中国》（暂定名）于 CCTV-1 晚间 22：38 首播，共计 30 集。每集时长 30 分

钟。 

5 秒 赞 助 标 板

+15 秒广告 

形式： 

赞助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2023 年

CCTV-1《寻古中国》（暂定名）由***（企业名称）赞助播出”（内

容可协商确定）。标版后播出冠名企业 15 秒广告。 

频次： 节目内第一中插广告段正常位置,各播出 1 次/期。 

字幕 形式： 
节目播出时，字幕出现“2023 年 CCTV-1《寻古中国》（暂定名）

由***（企业名称）赞助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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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播出 1 次/期。 

企业元素曝光 
形式： 企业元素在节目片断巧妙露出。 

频次： 全季共计 1 次。 

4. 新媒体传播资源 

为助力企业产品推广，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及美誉度，2023 年增加“新媒体话题共创”和“与文化

节目契合的新媒体传播资源”。 

（1） 新媒体话题共创 

合作企业可择重点节日、热议话题等，与央视新闻团队共创 1 条微博，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上发布。

全年 3 条。  

微信体现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企业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

商而定），共计 3 条。 

（2） 2023 年《中国地名大会》（第四季）新媒体合作 

新媒体同播回报 直播类- 

直播推流 

频次： 

节目在电视端播出时，CCTV4 的微博账号、抖音账号、

央视频号同步播出节目内容，同播电视端栏目内回报。 

每个账号 12 期。 

新媒体内容宣发

回报 

文章类- 

微信公众号文章供稿 

频次： 

CCTV4 微信公众号和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企业供稿内

容（具体呈现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 

每个账号 1篇。 

 文章类- 

微信公众号软性植入 

 

 

频次： 

CCTV4 微信公众号和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节目宣推

文章中，通过插入带企业 logo 的图片/视频/动图/或者文

案体现企业名称等软性植入方式，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

现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 

CCTV4 微信公众号 5篇，央视频微信公众号 1篇。 

 博文类- 

博文直发 

频次： 

CCTV4 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内容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呈现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可进行转发抽奖）。 

共 2 条。 

 博文类- 

公布中奖结果 

频次： 

CCTV4 微博账号公布转发抽奖结果，内容设计体现企业

元素（具体呈现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 

共 2 条。 

 H5 页面类- 

H5 互动支持（提供奖

品） 

 

在节目H5互动页面内设计体现企业提供奖品的相关信息

（具体呈现形式由三方协商确定）。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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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回

报 

开机启动图 

频次： 

内容 PUSH 推送 

频次： 

首页焦点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12 天。 

央视频客户端内容 PUSH 推送。 

共 2 次。 

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独占）。 

共 12 天。 

5. 增值回报：  

（1） 5 秒主题标版 

形式： 
在 CCTV-1“黄金档剧场第一集贴片”和 CCTV-新闻“东方时空中插”播出 5 秒

“CCTV·民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标版中，呈现入选客户的品牌标识。 

（2） 15 秒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广告在总

台电视端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200 次。 

（3） 15 秒“元宵团聚”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元

宵团聚”口播及字幕为：“共享元宵团聚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元宵节前

一周，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4） 15 秒“中秋团圆”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中秋

团圆”口播及字幕为：“月圆、团圆，相聚中秋美好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

中秋节前一周，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5） 企业品牌故事  

60 秒企业故事，可在客户产品宣传期及重大节日内，传播企业品牌特色，讲述企业文化精神。全年

8 天，3 次/天，共 24 次。可在如下资源中进行选择：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CCTV-1 22 点半精品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2:38-23:3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2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间 60 秒 1 次/天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60 秒  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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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8 佳人剧场三四集间 周一至周日 15:00-15:30  60 秒 1 次/天 
 

【广告刊例】 8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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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佳节团圆主题样例 

1. 主资源 

投放期：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隔日 

15 秒企业硬广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总频次 

CCTV-1  
黄金档剧场 

第一集贴片 

周一至周五约 20:01； 

周六日 20:00-22:00 间 
15 秒 1 次/天 186 次 

CCTV-新闻 东方时空中插 周一至周日约 20:00-20:55 15 秒 1 次/天 179 次 
 

2. “恭贺新春”特殊形式广告（以《回家的礼物（暂定名）》和《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支持

为例） 

（1） “《回家的礼物（暂定名）》主题宣传片+5 秒企业标版” 

主题宣传片时长 15 秒，主题为：回家，就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宣传片内可融入企业元素，每家约 2

秒。主题宣传片后分别播出各家企业的 5 秒标版。5 秒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配音 xx 企业

恭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具体协商确定）”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1 
白天时段 8:15-17:59 3-5 次/天 92 次 

晚间时段 20:30-24:30 2 次/天 46 次 

CCTV-13 白天时段 6:00-17:59 2 次 46 次 
 

（2） 《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支持 

a) 标版+硬广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配音“***（企业名称）‘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支

持”（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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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安排： 
从 2023 年 1 月 21 日至 1月 30 日在 CCTV-4 滚动播出，具体播出

安排详见下表：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上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8:00-11:00 1 次/天 10 次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4:00-19:00 1 次/天 10 次 
 

b) 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 企 业

广告 

形式： 
配音“***（企业名称）‘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支持”（内容可协商确定），

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位 置 及 频

次： 
节目中插广告段播出，共计 2 次。 

口播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语“***（企业名称）‘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支持”（内容可协商

确定），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字幕。 

频次： 各 2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 

3. “中秋晚会”特殊形式广告（以《2023 年总台中秋广告 C 级合作方案》为例） 

（1） 名义回报 

使用期限：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商业使用： 
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中秋晚会乐享•共贺合作

伙伴”称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2） 《传奇中国节·中秋》回报 

2023 年 9 月 29 日 16:00-20:00（暂定），CCTV-4 直播特别节目《传奇中国节·中秋》。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企业名称）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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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共计 4 次。 

位置： 节目内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 

口播及字幕条 

形式： 
主持人口播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赞助支持”（内容可协商确

定）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字幕条。 

频次： 各 2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计 1 次。 

（3） 《中秋晚会》内回报 

中秋晚会节目内回报在 CCTV-1、CCTV-3、CCTV-4、CCTV-15 并机播出，各频道播出相同频次，以

下仅标注单频道节目内广告播出频次。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企业名称）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频次： 共 2 次。 

位置： 节目片头前、片尾后正常位置各一次。 

口播及字幕条 

形式： 
主持人口播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赞助支持”（内容可协商确

定）。同时画面下方出现相应字幕条。 

频次： 口播 1 次，字幕 1 次。 

祝福时刻贺电 

形式： 

“祝福时刻”版块播出企业的中秋贺电，在晚会的上半场或下半场播

出 1 次。贺电字幕及口播为：“***（企业名称）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字幕及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时长 5秒。 

频次： 共 1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晚会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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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秋晚会相关标版+硬广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企业名称)恭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频次： 
2023 年 8 月-9 月，在 CCTV-1、4 共播出 90 次。具体播出安排见

下表：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1 白天精品节目及时段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1 次/天 30 次 

CCTV-4 
白天滚动 周一至周日 7:00-19:00 1 次/天 30 次 

晚间黄金时间 周一至周日 19:00-23:00 1 次/天 30 次 
 

（5） 《中国梦·祖国颂》国庆特别节目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迎国庆，***（企

业名称）与您共度佳节”（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频次： 共 2 次。 

位置： 节目片头前、片尾后正常位置各一次。 

片尾鸣谢 

形式： 晚会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 1 次。 

4. 2023 年新闻新媒体《探场探店》合作方案 

定制直播 形式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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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抽奖则公

布中奖结果时可体现企业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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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 场。 

微博直发 形式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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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抽奖则公布中奖结果时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

商而定），共 1条。 

微信直发 形式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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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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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直发 形式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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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条。 

直播海报 形式及频次： 在节目宣传海报中可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定），共 1张。 

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形式及频次：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共 1天。 

客户端焦点图 形式及频次：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独占，共 1天。 

5. 增值回报：  

（1） 5 秒主题标版 

形式： 
在 CCTV-1“黄金档剧场第一集贴片”和 CCTV-新闻“东方时空中插”播出 5 秒

“CCTV·民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标版中，呈现入选客户的品牌标识。 

（2） 15 秒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广告在总台电

视端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200 次。 

（3） 15 秒“元宵团聚”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元宵团

聚”口播及字幕为：“共享元宵团聚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元宵节前一周，在

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4） 15 秒“中秋团圆”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中秋团

圆”口播及字幕为：“月圆、团圆，相聚中秋美好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中秋节

前一周，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5） 企业品牌故事  

60 秒企业故事，可在客户产品宣传期及重大节日内，传播企业品牌特色，讲述企业文化精神。全年 8

天，3 次/天，共 24 次。可在如下资源中进行选择：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CCTV-1 22 点半精品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2:38-23:3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2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间 60 秒 1 次/天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60 秒  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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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8 佳人剧场三四集间 周一至周日 15:00-15:30  60 秒 1 次/天 
 

【广告刊例】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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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剧甄选品牌行业合作伙伴样例 

1. 主资源 

投放期：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隔日 

位置： 广告在倒五位置内播出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总频次 

CCTV-1  
黄金档剧场 

第一集贴片 

周一至周五约 20:01； 

周六日 20:00-22:00 间 
15 秒 1 次/天 186 次 

2. CCTV-1 大剧甄选合作 

“CCTV·民族匠心品牌”企业可任选一档 2023 年 CCTV-1 晚间黄金档电视剧进行品牌合作。 

（1） 大剧广告回报（电视端） 

15 秒 企 业 广 告

+5 秒甄选品牌标

板 

位置：  

标版时长 5 秒，标版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配音及字幕内容为：

“CCTV-1《***》由 CCTV·民族匠心品牌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口

播语和字幕内容可协商确定）。”标板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 1 条。 

播出安排： 
剧目播出当日，在“黄金档剧场第二集贴片”广告段（约21:01）倒二位

置播出，1次/集，共30次。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 
剧目播出当日，在“黄金档剧场第二集贴片”广告段（约21:53）正一位

置播出，1次/集，共30次。 

定制内容或互动

提示图标 
形式： 

电视剧播出时，画面左下方出现含企业元素的压屏字幕，字幕内容体现企

业品牌理念、产品广告语等定制内容。或在画面左下方出现含企业元素互

动提示图标（二维码、摇一摇等）。 

 时长： 定制内容字幕约10秒/次，互动二维码约120秒/次。 

 频次： 1次/集，共计6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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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尾曲 1/4 屏广

告 
形式： 

片尾曲播出过程中，在不遮挡演职员表的情况下，在屏幕右侧广告正五位

置，出现企业静态无声广告画面，约占屏幕总面积的1/4。 

 时长： 约8秒/次。 

 频次： 1次/集，共计60次。 

（2） 大剧广告回报（新媒体端） 

a) 剧目在央视频播出时，定制内容字幕（或互动二维码）及片尾曲1/4屏广告带入播出。 

b) 剧目花絮在“CCTV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播出时，体现企业元素。 

3. CCTV-8 大剧甄选合作 

“CCTV·民族匠心品牌”企业可根据宣传周期，在寒暑假或重点节日期间，选择 2023 年 CCTV-8

晚间黄金档电视剧进行品牌合作。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总频次 

CCTV-8 

佳人剧场第一集贴片 周一至周日 12:25-12:55 15 秒 1 次/天 90 次 

黄金强档第一集本集提要前 周一至周日 19:10-19:40 15 秒 1 次/天 90 次 

黄金强档第三集下集预告前 周一至周日 21:57-22:27 15 秒 1 次/天 90 次 

4. 2023 年《CMG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独家特约 

（1） 宣传片回报 

5 秒特约标板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CMG 中

国电视剧年度盛典》（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播出安排： 5 秒特约标版紧跟“15 秒冠名宣传片”后播出。具体段位如下：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总频次 

CCTV-1 白天滚动 周一至周日 3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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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滚动 周一至周日 15 次 

CCTV-8 白天滚动 周一至周日 30 次 

CCTV-新闻 白天滚动 周一至周日 20 次 

（2） “红毯秀场”广告回报 

a) 品牌“连连看” 

嘉宾签到墙设置品牌 LOGO 图集，并以连连看小游戏的形式展示，邀请嘉宾至少完成一步连连看游

戏，同时给予镜头展示，展示时长不超过 10 秒。（品牌 LOGO 图集包含但不限于此次盛典的冠名、特约、

赞助等相关企业）。 

b) 同台闪耀 

如特约企业形象代言人参加本次盛典活动，特约企业代表可与该嘉宾共同完成红毯、签名及合影。 

（3） “盛典晚会”广告回报 

5 秒特约标板

+15 秒广告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CMG 中

国电视剧年度盛典》（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播出安排： 
节目片头后广告段倒一位置及节目内第一个广告段倒一位置、第二个

广告段倒一位置各播出，各 1 次/期。 

口播及字幕 
形式及频

次： 

主持人口播及字幕：“《CMG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暂定名）由

***（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3 次/期。 

欢迎回来无声标

板 

形式及频

次： 

欢迎回来无声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下方出现字幕：“***（企业名

称）提醒您精彩继续”，在节目片头后、节目内第一个广告段和第二

个广告段广告结束后，各播出 1 次/期。 

企业元素曝光 
形式及频

次： 
节目播出时，企业元素巧妙曝光，全期限 1 次。 

现场回报 
形式及频

次： 

节目现场嘉宾席第一排（限 3 个桌子）桌上可摆放印有特约企业

LOGO 的桌牌，每桌限 2 个。 

  节目现场观众席呈现企业独立 LOGO 牌，限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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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尾 1/4 屏广告 
形式及频

次： 

片尾播放过程中，在不遮挡演职员表的情况下，在屏幕右侧广告位正

二位置，出现特约企业静态无声广告画面，约占屏幕总面积的 1/4，1

次/期，每次展示时长约 10 秒。 

（4） 新媒体广告回报 

将于 CCTV-8、央视频新媒体平台为合作企业定制专案回报，具体资源以专案为准。 

5. 增值回报：  

（1） 5 秒主题标版 

形式： 
在 CCTV-1“黄金档剧场第一集贴片”和 CCTV-新闻“东方时空中插”播出 5 秒

“CCTV·民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标版中，呈现入选客户的品牌标识。 

（2） 15 秒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广告在总台电

视端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200 次。 

（3） 15 秒“元宵团聚”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元宵团

聚”口播及字幕为：“共享元宵团聚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元宵节前一周，在总

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4） 15 秒“中秋团圆”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中秋团

圆”口播及字幕为：“月圆、团圆，相聚中秋美好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中秋节

前一周，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5） 企业品牌故事  

60 秒企业故事，可在客户产品宣传期及重大节日内，传播企业品牌特色，讲述企业文化精神。全年 8

天，3 次/天，共 24 次。可在如下资源中进行选择：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CCTV-1 22 点半精品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2:38-23:3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2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间 60 秒 1 次/天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60 秒  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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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8 佳人剧场三四集间 周一至周日 15:00-15:30  60 秒 1 次/天 
 

【广告刊例】 8025 万元 

说明： 

一、电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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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广告将安排在当日同等时段的节目内播出；如广告未播出，将按照价

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3、 本方案内增值回报如出现漏播，不予以补播。 

4、 本方案所有节目内容名称暂定、广告形式均为实际执行为准。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二、新媒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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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总台新媒体只负责内容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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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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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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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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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中可体现总台新媒体和企业联合 logo）。 

6、 企业可以在由总台新媒体及总经理室确认过的平台上推广此次直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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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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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22	
	

2023 年 CCTV·民族匠心品牌（白酒行业） 

权  益 
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2023 年 CCTV·民族匠心品牌”字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权益有效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合作金额 白酒行业刊例价 1.2 亿元起 

一、 白酒定制专案 A 

1. 主资源 

（1） 晚间新闻前 

形式： 
15 秒企业广告，广告片中以角标形式呈现“CCTV·民族匠心品牌”项目 logo（具体名义可协

商确定）。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投放期 总频次 

CCTV-1  晚间新闻前 周一至周日约 21:58 15 秒 1 次/天 全年隔日 186 次 
 

（2） 新闻栏目特别呈现组合广告  

《新闻 1+1》特别呈现组合广告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位置 投放期 频次 总频次 

CCTV-新闻 
新闻 1+1 

特别呈现 

周一至周五 

21:30-21:55 
片头后正一 

全年 

连续 
1 次/天 260 次 

CCTV-新闻 环球视线贴片 
周一至周五 

22:30-22:55 
正常 

全年 

隔日 
1 次/天 130 次 

CCTV-新闻 下午直播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4:00-16:00 
正常 

全年 

连续 
1 次/天 350 次 

 

2. CCTV-1 大剧甄选合作 

“CCTV·民族匠心品牌”企业可任选一档 2023 年 CCTV-1 晚间黄金档电视剧进行品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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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剧广告回报（电视端）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甄选品

牌标板 

位置：  

标版时长 5 秒，标版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配音及字幕内容为：

“CCTV-1《***》由 CCTV·民族匠心品牌 ***（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口播语

和字幕内容可协商确定）。”标板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 1 条。 

播出安排： 
剧目播出当日，在“黄金档剧场第二集贴片”广告段（约 21:01）倒二位置

播出，1 次/集，共 3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 

剧目播出当日，在“黄金档剧场第二集贴片”广告段（约21:53）正一位置播

出，1次/集，共30次。 

定制内容或互

动提示图标 

形式： 

电视剧播出时，画面左下方出现含企业元素的压屏字幕，字幕内容体现企业

品牌理念、产品广告语等定制内容。或在画面左下方出现含企业元素互动提

示图标（二维码、摇一摇等）。 

时长： 定制内容字幕约10秒/次，互动二维码约120秒/次。 

频次： 1次/集，共计60次。 

片尾曲 1/4 屏

广告 

形式： 

片尾曲播出过程中，在不遮挡演职员表的情况下，在屏幕右侧广告正五位置，

出现企业静态无声广告画面，约占屏幕总面积的1/4。 

时长： 约8秒/次。 

频次： 1次/集，共计60次。 

（2） 大剧广告回报（新媒体端） 

a) 剧目在央视频播出时，定制内容字幕（或互动二维码）及片尾曲1/4屏广告带入播出。 

b) 剧目花絮在“CCTV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播出时，体现企业元素。 

3. 总台主题节目晚会 IP 合作（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为例） 

l CCTV-1、17《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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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9 月 23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间黄金档，CCTV-1 综合频道、CCTV-17 农业

农村频道联合首播，晚会总时长约 95 分钟。 

【广告回报】 

（1）前期宣传回报 

5 秒特别支持标板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晚会由***（企业名称）特别赞助（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标板后播出

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播出频道： CCTV-1、17。 

频次： 共计 35 次。 

2023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5 秒特别支持标板+15 秒企业广告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播出安排 各段位总频次 各频道总频次 

CCTV-1 
上午时段 每日 8:30-11:55 1 次/天 7 次 

14 次 
下午时段 每日 14:00-17:00 1 次/天 7 次 

CCTV-17 
白天时段 每日 7:00-18:00 2 次/天 14 次 

21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18:00-23:00 1 次/天 7 次 

 

（2）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支持

标板 

+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晚会由***（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标板后播出

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位置： 晚会节目内第一、二个中插广告段，正常位置； 

频次： 每段 1 次，共 2 次。 

主持人口播 

和压屏字幕条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口播：“感谢***（企业名称）对本场晚会的大力支持（具体

口播内容另行协商）。”口播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 

时长： 约 5秒/次。 

频次： 2 次。 

企业定制内容 
形式： 

结合晚会主题和企业自身特点，设计定制内容，表现其品牌理念、技术创新、

社会责任等方面情况。具体呈现形式包括 VCR 展示、定制内容口播、现场访

谈、连线访谈等。具体呈现内容和形式由企业、节目组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总经理室三方协商确定。 

时长： 不超过 20 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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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 1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 

4. 新媒体话题共创 

合作企业可择重点节日、热议话题等，与央视新闻团队共创 1 条微博，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上发布。全年

3 条。  

微信体现 微博直发：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企业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

商而定），共计 3 条。 

5. 增值回报：  

（1） 5 秒主题标版 

形式： 
在 CCTV-1“黄金档剧场第一集贴片”和 CCTV-新闻“东方时空中插”播出 5 秒“CCTV·民

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标版中，呈现入选客户的品牌标识。 

（2） 15 秒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广告在总台电视端

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200 次。 

（3） 15 秒“元宵团聚”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元宵团聚”

口播及字幕为：“共享元宵团聚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元宵节前一周，在总台 CCTV-

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4） 15 秒“中秋团圆”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中秋团圆”

口播及字幕为：“月圆、团圆，相聚中秋美好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中秋节前一周，

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5） 企业品牌故事  

60 秒企业故事，可在客户产品宣传期及重大节日内，传播企业品牌特色，讲述企业文化精神。全年 8 天，

3 次/天，共 24 次。可在如下资源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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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CCTV-1 22 点半精品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2:38-23:3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2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间 60 秒 1 次/天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60 秒  1 次/天 

CCTV-8 佳人剧场三四集间 周一至周日 15:00-15:30  60 秒 1 次/天 
 

【广告刊例】 1.2 亿元起 

二、 白酒定制专案 B 

1. 主资源 

投放期：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隔日 

15 秒企业硬广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总频次 

CCTV-1、新闻 新闻联播前 周一至周日 18:57-19:00 15 秒 各 1 次/天 186 次 

CCTV-1 晚间新闻后 周一至周日约 22:31 15 秒 1 次/天 90 次 
 

2. CCTV-1 季播节目赞助（具体节目待定）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赞助标版时长 5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典籍里的中国》***

（产品类别）由***（企业名称）提供”（内容可协商确定）。标版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 

频次： 节目内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各播出 1 次/期 

口播和字幕 

形式： 
节目播出时，主持人口播语及字幕出现“《XX 季播节目》***（产品类别）

由***（企业名称）提供”（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每期各播出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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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元素曝光 

形式： 
企业标识可摆放在训练间共享曝光区，限 1处（具体出现形式需由节目组根

据产品品类最终确定）。 

频次： 全季曝光时长约 110 秒 

3. 重大节日主题及晚会 IP 合作（具体晚会及回报待定） 

l “中秋晚会”特殊形式广告（以《2023 年总台中秋广告 C 级合作方案》为例） 

（1） 名义回报 

使用期限： 自签约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商业使用： 
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由“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乐享•共贺合作伙伴称

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2） 《传奇中国节·中秋》回报 

2023 年 9 月 29 日 16:00-20:00（暂定），CCTV-4 直播特别节目《传奇中国节·中秋》。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企业名称）祝全球

华人中秋快乐”（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频次： 共计 4 次。 

位置： 
节目内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本级别合作客户中，按签约先后顺序，先签约

者优先选择位置。 

口播及字幕条 
形式： 

主持人口播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赞助支持”（内容可协商确定）同时

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字幕条。 

频次： 各 2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计 1 次。 

（3） 《中秋晚会》内回报 

中秋晚会节目内回报在 CCTV-1、CCTV-3、CCTV-4、CCTV-15 并机播出，各频道播出相同频次，以下仅

标注单频道节目内广告播出频次。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企业名称）祝全

球华人中秋快乐”（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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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频次： 共 2 次。 

位置： 节目片头前、片尾后正常位置各一次。 

口播及字幕条 
形式： 

主持人口播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赞助支持”（内容可协商确定）。同

时画面下方出现相应字幕条。 

频次： 口播 1 次，字幕 1 次。 

祝福时刻贺电 
形式： 

“祝福时刻”版块播出企业的中秋贺电，在晚会的上半场或下半场播出 1次。

贺电字幕及口播为：“***（企业名称）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字幕及口播

语可协商确定），时长 5秒。 

频次： 共 1 次。本级别合作客户中，按签约先后顺序，先签约者优先选择位置。 

片尾鸣谢 
形式： 晚会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 1 次。 

（4） 中秋晚会相关标版+硬广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企业名称)恭祝全球

华人中秋快乐！”（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频次： 2023 年 8 月-9 月，在 CCTV-1、4 共播出 90 次。具体播出安排见下表：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1 白天精品节目及时段 周一至周日 9:00-18:00 1 次/天 30 次 

CCTV-4 
白天滚动 周一至周日 7:00-19:00 1 次/天 30 次 

晚间黄金时间 周一至周 19:00-23:00 1 次/天 30 次 
 

（5） 《中国梦·祖国颂》国庆特别节目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迎国庆，***（企业名

称）与您共度佳节”（内容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频次： 共 2 次。 

位置： 节目片头前、片尾后正常位置各一次。 

片尾鸣谢 
形式： 晚会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 1 次。 

4. 新媒体话题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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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企业可择重点节日、热议话题等，与央视新闻团队共创 1 条微博，在央视新闻微博账号上发布。全年

3 条。  

微信体现 
微 博 直

发：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企业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内容协商而

定），共计 3 条。 

5. 增值回报：  

（1） 5 秒主题标版 

形式： 
在 CCTV-1“黄金档剧场第一集贴片”和 CCTV-新闻“东方时空中插”播出 5 秒“CCTV·民

族匠心品牌”主题宣传片标版中，呈现入选客户的品牌标识。 

（2） 15 秒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广告在总台电视端

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200 次。 

（3） 15 秒“元宵团聚”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元宵团聚”

口播及字幕为：“共享元宵团聚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元宵节前一周，在总台 CCTV-

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4） 15 秒“中秋团圆”主题宣传片 

形式： 

15 秒集群广告，片尾同屏呈现入选“CCTV·民族匠心品牌”客户的商业 logo，“中秋团圆”

口播及字幕为：“月圆、团圆，相聚中秋美好时刻（具体可协商确定）”广告于中秋节前一周，

在总台 CCTV-1、2、4 频道滚动播出，共计播出 35 次。 

（5） 企业品牌故事  

60 秒企业故事，可在客户产品宣传期及重大节日内，传播企业品牌特色，讲述企业文化精神。全年 8 天，

3 次/天，共 24 次。可在如下资源中进行选择：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时长 频次 

CCTV-1 22 点半精品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2:38-23:3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2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间 60 秒 1 次/天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间 60 秒 1 次/天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60 秒  1 次/天 

CCTV-8 佳人剧场三四集间 周一至周日 15:00-15:30  60 秒 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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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例】 1.5 亿元起 

说明： 

一、电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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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广告将安排在当日同等时段的节目内播出；如广告未播出，将按照价

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3、 本方案内增值回报如出现漏播，不予以补播。 

4、 本方案所有节目内容名称暂定、广告形式均为实际执行为准。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二、新媒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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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总台新媒体只负责内容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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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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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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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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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中可体现总台新媒体和企业联合 logo）。 

6、 企业可以在由总台新媒体及总经理室确认过的平台上推广此次直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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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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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