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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CCTV-新闻 新闻联播提示收看 

【节目看点】 《新闻联播》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自开播以来始终保持着中国电

视新闻节目最高的收视率和最大的影响力，当之无愧为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珠穆

朗玛峰。 

【广告亮点】  无可替代的品牌高地，每天引领着《新闻联播》播出。定位新闻联播“头

条工程”，与时政要闻、国家大事紧紧相连。 

 国内王牌新闻栏目，收视率、覆盖率双高，节目的严肃性、权威性与品

牌相得益彰，增强品牌传播的美誉度。 

 最稀缺的广告资源，企业广告聚焦的最优之选，助力企业抢占品牌传播

的制高点。 

【广告总时长】 120 秒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广告回报】  

电视广告回报   

企业广告回报 时长： 15 秒 

15 秒企业广告播出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CCTV-1、新闻 新闻联播前 约 18:56 各 1 次/天 

CCTV-1 

新闻 30 分前 约 11:57 1 次/天 

今日说法内 
周一至周五，12:36-13:16 间；

周六日，12:35-13:30 间 
1 次/天 

晚间新闻后 
约 22:31 

（不包含 2020 年 1 月 24 日）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每月连续）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新闻频道官网回报： 

（一） 直播页（非时政类） 

视频播放页-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0 天 

【刊例价格（万元）】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价格 2,719 2,308 2,155 1,840 1,840 1,840 

月份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价格 1,840 1,840 2,155 2,155 2,155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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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相关规

定处理。如遇重大活动或其他特殊情况，造成“新闻联播前”段位仅在 CCTV-新闻未能播出时，或

提前、延后播出，将不再补偿。 

3. 指定位置加价以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价格体系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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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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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7.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8. 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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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CCTV-新闻 第一黄金时间 

【广告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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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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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1 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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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每个投放规格）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新闻频道官网回报： 

（一）直播页（非时政类） 

视频播放页-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75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价格 

 上半年单日 4,919 万元 

 上半年双日 4,749 万元 

 下半年单日 5,129 万元 

 下半年双日 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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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相关规

定处理。 

3. 投放期优惠：累计半年优惠率：5%；累计全年优惠率：10%。投放期优惠在执行的最后一个月体现。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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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6.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7.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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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 

《晚间新闻》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晚间新闻》每晚 22:00 在 CCTV-1 准时为观众总结一天新闻精华，梳

理国内外当日新闻热点，追踪新闻事件发展。《晚间新闻》是官方政策

的首发核心平台，是政府官员、商界精英每日了解官方口径的必选窗口；

被誉为央视新闻影响力仅次于《新闻联播》的重要时政新闻窗口。 

【广告亮点】  CCTV-1 晚间 22 点档的唯一新闻节目，稀缺性明显。 

 仅次于《新闻联播》的权威时政栏目，高端官方政策发布的平台。 

 三高人群收视集中，深受高端政商人群喜爱，更是高端政府官员视线汇

聚的焦点。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  周一至周日 22:00-22:30（节目时间为暂定，以实际播出为准）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晚间新闻》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二、提示收看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提示收看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

名称）提示您收看 22:00《晚间新闻》”（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CCTV-1 “晚间新闻前”广告段播出（周一至周日约 21:55）。 

 频次： 1 次/天。 

三、企业广告回报：15 秒企业广告在各频道播出安排如下 

 

广告回报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新闻 30 分前 CCTV-新闻 时段 约 11:55 1 次/天 

下午直播时段 CCTV-新闻 时段 约 14:00-16:30 1 次/天 

《朝闻天下》 

D 套装 

CCTV-1 朝闻天下中插三、中

插七 
约 6:35、7:30 

CCTV-1、新闻 

各 2 次/天 CCTV-新闻 

说明：“新闻 30 分前”、“下午直播时段”在 2020 年除夕当日及 2020 年 3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暂定)两会期间不承诺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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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晚间新闻》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1 7,407 

 下半年连续 184 7,572 

 全年连续 365 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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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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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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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2《厨王争霸》独家冠名 

广告招商方案 

【节目看点】 《厨王争霸》为中国首创中外厨艺竞技真人秀，在节目中，中

外两位大厨亲自寻获当日主食材，并逐一挑选由节目组准备的丰富

辅料。双方大厨率领各自团队在规定时间内，克服食材与烹饪工具

的限制，烹饪出前菜、主菜、甜品，供 30 位美食达人+主持人（1

人）品尝，进行现场公开评判。 

本节目旨在展示中外双方厨师团队在厨艺比赛过程中，面对重

重困难，利用不同食材展示个人魅力和高超料理技艺，打造中国有

影响力、有生命力的顶级美食真人秀，用味道让全世界看到一个创

新的中国。美食真人秀节目《厨王争霸》，每场比赛都充满着创新、

挑战、惊奇，双方选手不仅要烧得一手好菜，同时还需要在策划、

布局、团队合作等诸多方面动脑动心，双方选手或沉稳、或诙谐、

或单纯的荧屏气质以及他们深厚的艺术造诣也深深地感染电视机

前的观众，给国人带来高品质的电视盛宴，激起美食文化的碰撞与

交流。 

【广告亮点】 1、上一季节目平均收视超 0.4% 

2、从选材到烹饪，植入空间广阔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晚间黄金档，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至 2 月 2 日，共

1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共计 10 期）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厨王争霸》

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片头后正一位置，第一个中插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首播共计 2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 ，首播共计 20 次。 

冠名片头 

 

 

形式: 

 

频次: 

冠名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厨王争霸”联合

LOGO。 

1 次/期 ，首播共计 10 次。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厨王争霸”联合

LOGO。 

2 次/期 ，首播共计 2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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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口播及字幕 形式： 

 

 

频次： 

主持人口播中出现“《厨王争霸》由***（冠名企业名称）

独家冠名播出”，并随口播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口

播语、字幕条内容可协商确定） 

2 次/期，首播共计 20 次。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节目

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下，给予

镜头体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厨王争霸”联合 LOGO，

时长为节目总时长的 30% 。 

片尾压屏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前以 1/4 压屏的形式播出企业 5 秒无声广

告，并配字幕“《厨王争霸》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

播出”。 

1 次/期，首播共计 10 次。 

滚动宣传片+15 秒

广告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结尾带落版，含企业元素，出现字幕

“厨王争霸由***（企业名称）冠名播出”并配音。（具体

内容可协商确定），宣传片后跟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 财经频道晚间滚动播出，节目开播前至节目播出结束期

间，总计 90 次。 

【刊例价格】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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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 

3. 节目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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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2《对话》伙伴 

广告招商方案 

【节目看点】 

 财经频道王牌谈话节目。高端、前沿、新锐、求实。 

《对话》自创办以来，不间断纪录，上千期节目，数千位重量级嘉

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话》纪录了中国经济从追赶世界到引领

世界到逐渐被世界追赶的全过程。 

 深度影响力，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话》节目在企业家、政府、高管等高端人群中一直备受高度关

注，节目话题一度成为商政界人士的探讨交流的热门话题，并走进众多

高校 MBA 课堂成为商业教科书。 

细数在《对话》节目中经常汇聚的嘉宾，他们都把能够做客《对话》

节目看成是一种影响力的真实体现，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诺奖获得者；

外企、央企、民企的企业家；国内还是国外的政要；世界 500 强的董事

长高管，这些曾来过《对话》的牛人 GDP 加起来占全球 GDP 的一半还

要多，他们都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人物，而《对话》也成为影响全球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广告亮点】 

1. 成熟的节目品牌，稳定的高端受众群体。忠实受众是活跃在各领域的风

口浪尖、最具消费力的决策群体，直接触达时代精英，紧握“重要的少

数”。 

2. 周末晚间黄金时间，稀缺优质资源。 

3. 连续多年受到优质客户亲睐，为品牌增值赋能。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日 22:00-23:00 

（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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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共计 52 期 

【名额】 两家 

【广告回报】  

《对话》伙伴权益 授予 “2020 年财经频道《对话》伙伴”称号，企业在产品包装和商业活动

中可使用称号，须经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使用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宣传片广告回报】 

宣传片 形式： 时长 15 秒，宣传片落版出现“《对话》伙伴”企业落版，落版画面

为企业名称及标识同屏展现，并出现“《对话》伙伴”字样。 

 频次： 财经频道每天播出 1 次，全年共计播出 365 次。 

【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标版+15 秒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对话》伙伴”字样和企业名称及标识。配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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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广告 音：“《对话》由***（企业名称）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及

频次：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或正

二位置（先签订协议的企业拥有广告位置的优先选择权）。2 次/

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节目播出期间主持人口播“《对话》由***（企业名称）为您特别

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频次：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字幕 形式： 栏目进行中，屏幕下方出字幕：“《对话》由***（企业名称）为您

特别呈现”（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52 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对话》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6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6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60 天 

【刊例价格】 全年：2,080 万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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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 

3. 节目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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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频道特色】 

 “国家窗口、全球覆盖”：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是央视唯一面向全球播出的中文频道，

是全球覆盖最广泛的中文电视频道，覆盖全球 121 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服务 13

亿的国内观众，更服务全球华人。 

 “中国声音，中国观点”：笼络主流精英阶层、政企决策者 

CCTV-4 传递的是国家对国际问题、对两岸关系立场、态度的主窗口，因而

吸引的不仅是具有全球视野、关心时事的中产阶层，更有众多政企决策者等社

会精英成为粉丝和拥趸。他们正是社会生活方式和主流消费的倡导者。 

 收视份额雄踞全国前列，每逢大事，快速攀升 

频道收视稳居全国上星频道前列，多次雄踞全国第一。持续播出的热点新

闻事件，件件都是国之大事，事事都关乎国计民生。 

【广告亮点】 
 频道级产品，企业独家享有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名义； 

 宣传片全天高频滚动播出； 

【线下授权】 授予 “中央电视台 2020 年中文国际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称号，企业在产品包装和

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使用期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及备案。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1、10 秒频道宣传片+5 秒战略合作伙伴标版（共 15 秒） 

形式：  播出 10 秒不含企业元素的频道宣传片，后接 5 秒频道合作伙伴标版；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中央电视台 2020 年中文国际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字样和

合作伙伴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全球华人。***（企业名称）

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内容可协商确定）。 

位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播出。具体播出安排见下表： 

播出节目及位置 播出频道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午间时段/栏目贴片 CCTV-4 周一至周五 11:00-14:00 1 次/天 366 
 

2、5 秒战略合作伙伴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共 20 秒） 

形式：  5 秒频道合作伙伴标版，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标版时长 5 秒，形式同上。 

位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播出。具体播出安排见下表： 

播出节目及位置 播出频道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晚间黄金档栏目贴片 
CCTV-4 

周一至周五 20:00-21:00 1 次/天 260 

晚间时段 周一至周日 23:00-24:00 1 次/天 366 
 

3、10 秒频道宣传片+5 秒战略合作伙伴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共 30 秒）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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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播出 10 秒不含企业元素的频道宣传片，后接 5 秒频道合作伙伴标版，随后播出 15 秒

企业广告； 

 宣传片时长 10 秒，标版时长 5 秒，形式同上。 

位置： 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播出。具体播出安排见下表： 

播出节目及位置 播出频道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上午时段 
CCTV-4 

周一至周日 9:00-11:00 1 次/天 366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 14:00-18:00 1 次/天 366 
 

注：以上广告回报保证播出总频次，在上述时段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将调整为邻近等价时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中文国际频道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330 天 

【刊例价格】 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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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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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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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传奇中国节·春节》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传奇中国节·春节是中文国际频道打造的一档五小时直播的新年特别节

目，是中文国际频道的品牌节目。 

 节目通过海内外直播现场、记者连线、专题短片、演播室话题、网络互

动等多种丰富的形式，展现中国东南西北各地迥异的春节习俗，彰显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节目邀请明星嘉宾参与，并近距离直击春晚的台前幕后，与春晚剧组加

强联动，在内容与形态上直通春晚。关注观众最关注的，打造节日期间

持续的收视高峰。  

【广告亮点】 

1. 春节特别节目，高收视率高曝光率，品牌露出最佳时机。 

2. 频道连续多年打造的品牌节目，知名度广泛，助力品牌成就品牌效应与

市场号召力。 

【节目播出安排】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 北京时间 15:00-20:00 

CCTV-4 中文国际频道亚洲版、欧洲版、美洲版并机直播。 

（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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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片中可使用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标识，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一、宣传片广告回报 

冠名宣传片+15秒

企业广告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名称）‘传奇中国

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字样及配音，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 从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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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1:00 1 次/天 10 次 

中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1:00-14:00 1 次/天 10 次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4:00-18:00 2 次/天 20 次 
 

拜年宣传片+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名称）携手中文国际频道向

全球华人拜年”字样及配音，后接企业 15 秒广告。 

频次： 从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8 日（元宵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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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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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4 

春节特编上午 

综艺节目带 
周一至周日约 7:00-12:00 2 次/天 30 次 

春节特编电视剧精品

专题节目带 
周一至周日约 12:00-18:30 2 次/天 30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或标识，时长 3 秒。 

频次： 1 次。 

冠名片花 形式： 片花中出现“***（企业名称）‘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

目”字样。 

频次： 共计 5 次。 

5 秒冠名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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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后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

频次： 

节目中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平均每小时播出 1 次，共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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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特别节

目”（内容可协商确定），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字幕。 

频次： 各 5 次。 

企业植入环节 形式： 根据企业品牌特点设计植入环节，具体内容双方协商确定。 

频次： 1 次。 

桌签摆放 形式： 在节目录制现场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和标识，并给予一定镜头呈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播出时间

不少于节目时长的 30%。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冠名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传奇中国节·春节》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0 天 

【刊例价格】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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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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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本方案节目现场广告回报仅供参考，以最终三方协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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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向经典致敬》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向经典致敬》是中文国际频道的一档综艺栏目。自 1996 年开播以来，

已陪伴海内外观众走过数载。节目致力于将中华艺术精品文化介绍给海

内外华人，倾力打造中国传统和现代艺术的电视传播平台。  

 《向经典致敬》是频道致力打造的原创品牌，是一档兼具民族化和国际

化特征的大型演播室综艺节目。通过现场表演、嘉宾访谈、纪录短片和

观众互动等方式，多角度观察和发掘艺术家精品，体现中国文化艺术自

身的博大精深和拥抱世界文化的胸襟。 

【广告亮点】 

1. 节目高端大气，有利于塑造品牌的高端形象 

2. 品牌植入形式丰富，节目现场、大屏幕、产品摆放、角标等地均可植入

品牌。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六 18:00-19:00， 

（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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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52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由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标识，须

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一、15 秒企业广告回报 

冠名宣传片+15 秒

企业广告  

形式： 冠名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元素，配音：“本节

目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一条。 

 播出安排： 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4:00-18:00 1 次/天 366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1 次/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标识角标，出现时长不少于节目时长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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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播和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口播的同时，节目画面出现相应字幕。 

 频次： 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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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向经典致敬》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80 天 
 

【刊例价格】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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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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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不

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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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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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 《今日关注》独家特约 

【节目看点】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今日关注》是中文国际频道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一档时事述评品牌栏

目。栏目紧密跟踪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新闻话题，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

和高级官员，梳理新闻来龙去脉，分析新闻背后的新闻，评论新闻事件的影

响和发展趋势。  

 频道收视王牌，长期雄踞顶峰 

开播十余年来，《今日关注》一直是中文国际频道的品牌栏目，有大事，

看四套，已经成为一种收视趋势。2020 年，《今日关注》将继续聚焦全民热

点，为更多关注时事的高素质受众带来更为权威与精彩的解读。 

【广告亮点】 

1. 全年不间断独占 CCTV-4 黄金时段，助力品牌轻松获得黄金关注度 

2. 高端定位，携手品牌共同打造高端形象 

3. 中文国际频道收视冠军，为品牌影响力保驾护航。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日 21:30-22:00（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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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365 期（不包含除夕当日）。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5 秒特约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今日关注》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约”（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

业广告。 

位置及

频次： 

节目片头后倒一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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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今日关注》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30 天 

【刊例价格】 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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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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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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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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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23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2020 年 CCTV-4 《海峡两岸》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海峡两岸》是中央电视台唯一 一档每天播出的涉台时事新闻评论栏目，

宗旨是“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节目分两个板块：“热点扫描”

报道两岸热点新闻；“热点透视”深入分析和评论两岸焦点话题。 

 《海峡两岸》在清晰展现台海新闻事件背景的同时，传递党和国家对台工

作的大政方针，成为两岸舆论的“标杆式口径”，也成为海内外观众了解

两岸时事评论的“第一渠道”。 

【广告亮点】 
1. 品牌栏目领衔晚间收视，利于品牌形象传播。 

2. 高端定位网罗男性精英群体，购买转化率高。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日 20:30-21:00（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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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365 期（不包含除夕当日）。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海峡两岸》由***

（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

频次： 

节目片头后倒一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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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海峡两岸》节目专题页回报: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10 天 

【刊例价格】 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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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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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不

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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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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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 《环球新闻》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中国新闻》是中文国际频道最重要的新闻节目之一，多次获得中央电

视台年度十大名牌节目称号。《中国新闻》的栏目宗旨是向全球华人传

递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新闻》

已发展为涵盖全天 24 小时各个时段的统一的新闻节目品牌。 

 8 点档《中国新闻》主要服务北美洲（东部）和南美洲黄金时间收视的

华侨华人、驻外机构人员、留学生，也服务国内（含港澳台）和亚太其

它地区早间收看新闻节目的华语电视观众。12 点档《中国新闻》设“新

闻头条”、“直通台湾”、“媒体焦点”、“天气预报”等板块，其中台湾新

闻和全球媒体内容摘播两部分是最大特色。21 点档《中国新闻》以“权

威盘点”为理念，梳理全天发生的最重要的国内国际新闻，“重点突出、

大事不落”。 

【广告亮点】 

1. 每天 7:00/12:00/21:00，打通早中晚三个新闻节目收视的黄金点，聚

焦核心观众注意力。 

2. 受众忠实度高，高端人群优势明显。 

【节目播出安排】 《今日环球》：CCTV-4 周一至周日 7:00-9:00 

《中国新闻》12 点档：CCTV-4 周一至周日 12:00-13:00 

《中国新闻》21 点档：CCTV-4 周一至周日 21:00-21:30（注：以上栏目

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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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 366 天，平均 3 次/天。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全球新闻，中

国播报，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

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及

频次： 

节目片头后正一位置，平均 3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中国新闻》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40 天 

【刊例价格】 5,2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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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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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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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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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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 《今日亚洲》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今日亚洲》是中文国际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一档时事述评新闻类

栏目。 

 栏目携手亚洲 30 家强势媒体，凭借独家资源、权威学者、专业制作，

倾力打造亚太时事述评新闻的高地。离你最近的热点新闻，给你最快的

新闻现场，予你最深的剖析解读。 

【广告亮点】 
1. 占据晚间黄金时段收视高峰，助力品牌轻松获得黄金关注度 

2. 高端定位，携手品牌共同打造高端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六 19:30-20:00（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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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313 期（不包含除夕当日）。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今日亚洲》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

频次： 

节目片尾后正一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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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今日亚洲》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20 天 

【刊例价格】 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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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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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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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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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远方的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节目制作团队将肩负“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秉承真诚的态度

和自然的风格，以近百人的制作团队、近千天的拍摄周期、数万名的采

访对象，树立全球视野。 

【广告亮点】 
1. 紧随时事热点，利于品牌借势传播。 

2. 节目品质高、口碑好，有利于企业打造积极正面的品牌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五 17:15-18:00（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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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262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远方的家》由

***（企业名称）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

企业广告。 

 位置及

频次： 

节目内第一个中插广告段正一位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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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远方的家》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45 天 
 

【刊例价格】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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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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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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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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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中国舆论场》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中国舆论场》是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国内首档“融媒体”新闻评论节

目。节目与央视网联合推出“中国舆论场指数”，实时关注全网新闻的

热点舆情。 

 节目还将电视、互联网、移动新媒体深度结合，创造性地引入“在线观

众席”，这种融媒体的即时传播与互动方式，既增强节目的趣味性和新

鲜感，也让一向“高冷”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更加亲民、更接地气。 

【广告亮点】 
1. 晚间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稳居新闻类节目前列，保证品牌高曝光。 

2. 融媒体节目互动更强，全方位传播品牌理念。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每周日 19:30-20:30（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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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共 52 期，上半年 26 期，下

半年 26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宣传片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元素，配音：“《中国舆论

场》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播出安排：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宣传片播出安

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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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1:00 1 次/天 366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特别呈现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或标识。企业标识出现不少于 3 秒。 

 频次： 1 次/期。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中国舆论

场》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频

次： 

节目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共

计 2 次/期。 

口播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中国舆论场》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

（口播语可协商确定），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 

 频次： 各 2 次/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标识角标，出现时长不少于节目时长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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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互动回报： 

手机扫描二维码后进入手机移动端 2020 年中国舆论场 H5 互动页面，在手机移动端 H5 互

动页面呈现合作企业商业元素。 

“摇一摇”互动提示图 形式：《中国舆论场》节目播出过程中出现摇一摇互动提示。互动

提示露出频次为 3 次/期，平均每次露出时长 5 秒，互动提示图可

带入企业元素；观众通过摇一摇进入《中国舆论场》微信公众号参

与“摇红包”活动，具体呈现形式由栏目组、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及

合作企业协商确定。 

                     频次：3 次/期，共 52 期，总计 156 次。 

“摇一摇”口播           形式：主持人口播：“《中国舆论场》摇一摇红包由***（企业名

称）赞助。”（口播语可协商确定），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 

                     频次：3 次/期，共 52 期，总计 156 次。 

二、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三、《中国舆论场》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20 天 

【刊例价格】 全年连续：2,600 万元 

上半年连续：1,360 万元 

下半年连续：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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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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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播。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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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6.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7、互动回报中“摇一摇”互动提示图的奖品及现金部分需额外支付，具体执行细节需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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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记住乡愁》（第六季）独家特约播映 

【节目看点】 

 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是由中宣部、住建部、广电总局、文物局联合

发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的大型纪录片。 

 该纪录片以唤醒逐渐消失的家乡记忆，梳理老街区的历史文脉，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是对习总书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提法的积极响应。 

【广告亮点】 

1. 占据中文国际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收视表现位居频道前列。 

2. 文化历史感丰厚，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密切，利于打造企业品牌的文化

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五 20:00-20:30（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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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5 日，全年共 60 期（不包含除夕）。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约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记住乡愁》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映”（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及

频次： 

片头前倒一位置，1 次/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记住乡愁》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0 天 

【刊例价格】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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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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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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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4《国家记忆》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 

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大历史、小细节，引领

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展现家国情怀、中国道路、中国精神、时

代潮流、民族命运、大国梦想的沿革，为国家为社会凝心聚力。 

 编排方式和技术手段创新，节目形式更具吸引力 

依靠“水平编排”的连续性、同一性，实现历史类纪录片的“电视剧情

化”，吸引观众持续关注。采用主讲人讲述故事、小片解说、亲历者采访、

背景音乐等多种元素，增强节目的节奏、感染力和吸引力。 

【广告亮点】 
1. 备受社会主流人士青睐，汇聚主流人群购买力，目标受众精准 

2. 节目品质高、口碑好，利于企业打造高端品牌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五 20:00-20:30， 

（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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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周期】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201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及频

次： 

节目内第一个中插广告段正一位置，1 次/期。 

口播和字幕 形式： 节目片头后由画外音口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独家特

别呈现”（内容可协商确定）。口播的同时，节目画面出现相应

字幕。 

 频次： 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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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宣传片+15 秒硬广回报 

15 秒宣传片+15

秒硬广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元素，配音：“《国家记忆》

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后接

15 秒企业硬广。 

 播出安排：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宣传片播出安

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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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2:00 1 次/天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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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 14:00-18:00 1 次/天 28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国家记忆》节目专题页回报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80 天 

【刊例价格】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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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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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重播时广告带入，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重播节目内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播。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33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2020 年 CCTV《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 

全媒体独家冠名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 

 

冠名企业在其产品包装和商业活动中可使用“***（冠名企业名称）•中国诗词

大会”名义，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使用期限自签

约之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一、宣传片广告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节目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画面体现冠名企业元素，口播语提

及冠名企业名称或“***（企业名称）•中国诗词大会”联合名称。 

 播出频道： CCTV-1、10。 

 频次： 共计 350 次。 

节目播出前约 20 天至节目播出结束，冠名宣传片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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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时段 每日 07:00-18:00 2 次/天 60 次 

80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22:30-24:30 1 次/天 20 次 

CCTV-10 
白天时段 每日 07:00-18:00 6 次/天 180 次 

270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18:00-24:00 3 次/天 90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冠名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CCTV《中国诗

词大会》（第五季）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内容可

另行协商）。” 

 位置： 节目片头后独享广告段，节目内中插第二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片头后、节目内中插第二个广告段，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频次： 2 次/期。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落版出现“***（企业名称/LOGO）•中国诗词大会”联合

LOGO。 

 时长： 联合 LOGO 出现不少于 3 秒/次。 

 频次： 1 次/期。 

冠名口播和 

压屏字幕条 

形式： 节目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CCTV《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

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口播

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压屏条中融入冠名企

业元素。 

 时长： 5 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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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次： 3 次/期。 

节目现场布景 形式： 节目现场 LED 主屏、周边背景板、点评嘉宾坐席、主持人手卡、

平板电脑背贴、选手答题台、选手胸贴等位置出现“***（企业名

称/LOGO）•中国诗词大会”联合 LOGO，并给予镜头体现。 

节目转场镜头/或

节目开关板 

形式： 节目转场镜头或节目开关板出现“***（企业名称/LOGO）•中国诗

词大会”联合 LOGO。 

 时长： 联合 LOGO 出现不少于 3 秒/次。 

 频次： 平均 3 次/期。 

定制环节 形式： 依据冠名企业名称或品牌理念，结合节目实际内容，在节目内容环

节（如题目、答案、主持人解说词、嘉宾点评等）中，自然融入企

业名称或品牌理念。 

 频次： 10 期节目中共计 3 次。 

角标 形式： 节目播出过程中，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LOGO）•中国

诗词大会”联合 LOGO 角标（或企业 LOGO 与节目 LOGO 翻版交

替出现）。 

 时长： 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节目植入 形式： 节目中（如桌贴、手卡、比赛规则字幕框、主观题字幕框、倒计时

条等）中植入冠名企业元素。 

 频次： 平均 10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专题页回报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刊例价格】 7,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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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首播节目广告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 

3. 本方案节目内硬性广告（5 秒冠名标版及 15 秒企业广告）承诺在 CCTV-10 节目首轮重播

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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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6.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35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2020 年 CCTV《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互动合作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合作权益 

 

互动合作企业在其产品包装和商业活动中可使用“《中国诗词大会》互动合

作伙伴”名义，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使用期限自

签约之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一、宣传片后互动合作标版广告回报 

宣传片后 

5 秒互动合作标版 

形式： 节目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客户标版，标版画面出

现互动合作企业名称或标识，并配口播：“本节目新媒体互动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支持（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播出频道： CCTV-1、10。 

 频次： 共计 350 次。 

节目播出前约 20 天至节目播出结束，宣传片及 5 秒互动合作标版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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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时段 每日 07:00-18:00 2 次/天 60 次 

80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22:30-24:30 1 次/天 20 次 

CCTV-10 
白天时段 每日 07:00-18:00 6 次/天 180 次 

270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18:00-24:00 3 次/天 90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互动合作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互动合作企业名称或标识，并配口播：“本

节目互动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支持（口播内容可另行协

商）。”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倒一位置、第二个广告段倒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紧跟 5 秒互动合作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期。 

互动提示口播和 

压屏字幕条 

形式： 节目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提示观众进行新媒体互动，口播语

提及互动合作企业名称及“《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互动合作

伙伴”名义。口播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

压屏条中融入互动合作企业元素。 

 时长： 5 秒/次。 

 频次： 3 次/期 

互动图标广告 形式： 节目播出过程中，屏幕中出现互动图标（二维码或摇电视），互

动图标的周围或中间出现互动合作企业元素，或以动态翻版形式

交替出现互动图标和互动合作企业元素，观众通过扫描二维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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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电视进入 CCTV《中国诗词大会》H5 互动页面。 

 时长： 平均 3 分钟/次。 

 频次： 6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互动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专题页回报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40 天 
 

 

 

【刊例价格】 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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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首播节目广告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 

3. 本方案节目内硬性广告（5 秒互动合作标版及 15 秒企业广告）承诺在 CCTV-10 节目首轮

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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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6.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37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2020 年 CCTV《寻找最美医生》 

独家特约广告方案 

【节目看点】  天地同酿，人间共生，医疗是百姓关注焦点。 

由“寻找最美乡村医生”发展而来，自 2011 年启动以来，至今已成功举

办 8 届。晚会关注的目光延伸到整个医生群体并从中寻找医术高超、医

德崇高的优秀医生典型。晚会通过“推荐人引入+人物短片展示+现场访

谈+特别献奖”的结构，用真挚的情感记录白衣天使无私奉献、仁心仁术、

大医精诚的精神品格 

 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医疗公益梦” 

作为中央电视台打造的最具社会影响力大型公益活动之一， 公益广告项

目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 

【广告亮点】  聚焦民生根本，汇聚社会焦点，联袂央视唯一医疗健康公益品牌，。 

 网络发布、基层探访、公益捐助，从线上到线下，企业品牌全程融入。 

 配套 CCTV-1、10 黄金资源，占据品牌传播制高点。 

【节目播出安排】 拟 2020 年 3 月，颁奖晚会在 CCTV-1、CCTV-10 晚间播出，约 100 分钟。 

（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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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广告回报 

15 秒宣传片+5 秒独

家特约标版 

形式： 《寻找最美医生》节目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后播出 5 秒独

家特约标版，画面出现独家特约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CCTV

《寻找最美医生》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播出频道： CCTV-1、10。 

 频次： 共计 112 次。 

2020 年 2 月至《寻找最美医生》颁奖晚会播出完毕前，15 秒宣传片+5 秒独家特约标版具体播出

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各段位总频次 各频道总频次 

CCTV-1 
晚间时段 周一至周日 22:30-25:00  28 次 

56 次 
白天时段 周一至周日 07:00-18:00 28 次 

CCTV-10 
晚间黄金时段 周一至周日 18:00-24:00 28 次 

56 次 
白天时段 周一至周日 07:00-18:00 28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独家特约伙伴标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独家特约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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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寻找最美医生》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广告段倒一位置，节目片尾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 

企业 15 秒广告 位置： 节目片头、片尾广告段，紧跟 5 秒独家特约标版播出。 

 频次： 2 次。 

独家特约口播 形式： 主持人口播：“CCTV《寻找最美医生》由***（企业名称）独家

特约播出” 

 频次： 3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独家特约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 

【刊例价格】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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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首播节目广告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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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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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寻找最美教师》 

独家特约广告方案 

【节目看点】  分享生命感悟，爱心点燃希望 

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寻找最美教师”已连续举办七届，用

真挚的情感真实记录教师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神品格，分享他们对于生活

和生命的感悟，用爱心点燃了希望。今年该活动的关注对象继续延伸到整个教

师群体，影响力更加广泛。 

 品牌深入人心，凝聚万千爱心力量 

往届活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感动了千万善良的人们，凝聚起全社会

的爱心和力量。活动已成为一个文化帮扶平台和家喻户晓的社会公益品牌。 

【广告亮点】  国家级媒体公益项目，树立品牌形象。 

 配套 CCTV-1、10 黄金资源，助力品牌传播更上一层楼。 

【节目播出安排】 2020 年 9 月 10 日，颁奖晚会在 CCTV-1、CCTV-10 晚间播出，约 100 分钟。 

（注：以上栏目播出时间为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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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广告回报 

15 秒宣传片+5 秒独

家特约标版 

形式： 《寻找最美教师》节目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后播出 5 秒独

家特约标版，画面出现独家特约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CCTV

《寻找最美教师》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播出频道： CCTV-1、10。 

 频次： 共计 112 次。 

2020 年 8 月至《寻找最美教师》颁奖晚会播出完毕，15 秒宣传片+5 秒独家特约标版具体播出安

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各段位总频次 各频道总频次 

CCTV-1 
晚间时段 周一至周日 22:30-25:00  28 次 

56 次 
白天时段 周一至周日 07:00-18:00 28 次 

CCTV-10 
晚间黄金时段 周一至周日 18:00-24:00 28 次 

56 次 
白天时段 周一至周日 07:00-18:00 28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独家特约伙伴标

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独家特约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CCTV

《寻找最美教师》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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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节目内片头广告段倒一位置，节目片尾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 

企业 15 秒广告 位置： 节目片头、片尾广告段，紧跟 5 秒独家特约标版播出。 

 频次： 2 次。 

独家特约口播 形式： 主持人口播：“CCTV《寻找最美教师》由***（企业名称）独家

特约播出” 

 频次： 3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独家特约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 

【刊例价格】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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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首播节目广告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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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1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2020 年 CCTV-新闻  整点报时 

【广告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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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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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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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2 5,225 

 下半年连续 184 5,282 

 全年单日 187 5,368 

 全年双日 179 5,138 

 全年连续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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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方案广告如有错漏播按《电视广告错漏播处理办法（试行）》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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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方案广告回报在 2020 年 3 月 3 日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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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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4、新闻 两会全接触 

A 级合作 

【节目看点】  每一年的两会都是我国政治日历上的重要节点。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

都将在两会上精彩呈现。收看央视两会报道，与全国人民一同见证中国

的进步。选择央视两会项目，让全国人民见证品牌的力量。 

【广告亮点】  CCTV-1、CCTV-4、CCTV-新闻三大新闻王牌平台，尽收央视两会最强

阵容。 

 紧贴重大时政报道，锁定出色收视表现，为企业赢得最高关注度。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CCTV-4、CCTV-新闻：2020 年 3 月 3 日—3 月 15 日（暂定）

播出。 

CCTV-1、CCTV-4：直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幕式、新闻发布会、总理记

者招待会等。 

CCTV-新闻：直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闭幕式、总理记者招待会、小组讨

论、新闻发布会、政府各职能部门记者招待会等。 

（节目时间为暂定，以实际播出为准） 

【签约认购时长】 120 秒 

【广告回报】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CCTV-1  直播节目前后 约 9:00-18:00 不少于 8 次 

CCTV-4 直播节目前后 约 9:00-18:00 不少于 8 次 

CCTV-新闻 直播节目前后 约 9:00-18:00 不少于 20 次 
 

【刊例价格】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325 万元 490 万元 612 万元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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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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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新闻 

《新闻 30 分》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新闻 30 分》是央视午间的王牌新闻栏目，拥有忠实且庞大的观众群

体。许多人已养成在正午时分打开电视的习惯，在享受物质午餐的同时

汲取精神食粮的营养。 

 至 2020 年，《新闻 30 分》已经开播 25 年，其稳定的收视率造就了极

佳广告的传播效果。收视人群以高收入、高学历的男士为主，含金量极

高。精准锁定目标收视群体，高效提升品牌形象。 

【广告亮点】  多年来收视表现稳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前列。 

 高端受众高度聚焦，信息直达意见领袖。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CCTV-新闻并机播出  周一至周日 12:00-12:3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 30

分》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新闻 30 分》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22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2 4,025 

 下半年连续 184 4,069 

 全年连续 366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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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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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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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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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共同关注》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共同关注》是新闻频道的日播新闻资讯品牌栏目，该栏目旨在“倾听

民声、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对当下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热点新闻事件

和热点新闻现象进行深度报道和剖析，紧贴大众生活，深受百姓喜爱。 

 《共同关注》占据 18 点晚间黄金时段起点，紧邻《新闻联播》，是新闻

频道每天晚间收视高峰的开端。全面贴近受众收视习惯，收视率表现稳

定，稳居新闻频道前列。  

【广告亮点】  多年来收视表现稳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前列。 

 高端受众高度聚焦，信息直达意见领袖。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18:00-18:5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共同关注》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第二个中插点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共同关注》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4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4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4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1 1,820 

 下半年连续 184 1,850 

 全年连续 365 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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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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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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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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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东方时空》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东方时空》已经连续 26 年在每晚的黄金时间与观众见面，称得上是

“央视新闻“的代名词。节目内容一贯坚持主流性和新闻性，坚持对新

闻事件和人物进行全面、深度、个性化的报道，是聚焦热点新闻的最佳

窗口。节目自 1993 年开播以来，不断推陈出新，引领了中国电视发展

潮流，也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深受大众喜爱。 

 《东方时空》被誉为中国电视优秀主持人和记者的“黄埔军校”，可以

说，央视每位优秀的新闻人几乎都是从《东方时空》开始自己的职业历

程，栏目专业化、影响力不言而喻。 

【广告亮点】  新闻栏目的“常青树”，多年来收视位居新闻频道领先地位。 

 收视稳定，受众忠实度高，高端人群优势明显。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20:00-20:5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东方时空》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东方时空》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5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5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5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1 2,582 

 下半年连续 184 2,625 

 全年连续 365 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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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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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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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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新闻 1+1》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新闻 1+1》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评论类栏目的王牌，于每周一

至周五 21:30 黄金时间播出。白岩松携手董倩等当家主播以“新闻观察

员的身份”直击热点话题，通过冷静的分析、客观的报道及独特的视点

解读事件真相，进行权威评论。 

 投放《新闻 1+1》，让品牌绑定最前沿的新闻事件，绑定最深度的新闻

评论，绑定最具实力的收视人群，实现品牌栏目强强联合，获得品牌价

值 1+1>2 的传播效果！ 

【广告亮点】  新闻频道新闻评论类节目王牌，主持阵容强大，受众稳定。 

 深度热点、深度评论，让企业形象与社会深度融合。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 1+1》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新闻 1+1》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4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4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4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29 2,173 

 下半年连续 132 2,225 

 全年连续 261 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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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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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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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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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国际时讯》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国际时讯》是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资讯栏目第一品牌，栏目依托央视

新闻海外中心记者站及北美、非洲两大分台，立足于迅速、全面地对外

部世界进行全景式报道。每晚 22 点，《国际时讯》带领观众纵览全球大

事小情，领略世界多元文化。 

 更开阔的国际瞭望平台，更快捷的国际时事通道。更具现场感，更富独

到观点的国际新闻。投放《国际时讯》，使企业品牌与最新鲜的国际资

讯无缝衔接，借力国际热点，传达品牌理念，塑造品牌形象。 

【广告亮点】  收视高峰时间段播出，推动品牌获得更高关注。 

 高端人群作为节目忠实受众，赋予品牌高端气质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2:00-22:3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国际时讯》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国际时讯》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5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15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15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29 2,082 

 下半年连续 132 2,131 

 全年连续 261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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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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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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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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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环球视线》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环球视线》是新闻频道国际新闻评论类栏目第一品牌。周一到周五每

晚后黄金时间，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将围绕当天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事件，

对新闻进行深度分析和评论。为观众分析国际热点新闻，揭示问题核心，

带领观众浏览天下大事。 

 栏目吸引了一批高学历、高收入的管理岗位成熟人士收看，他们不仅是

社会的中坚力量，更是重大消费的决策群体。投放《环球视线》，借力

全球大势传递品牌理念，让品牌价值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 

【广告亮点】  权威主播，金牌专家，豪华阵容，造就栏目超高品质。 

 新闻频道后黄金时段播出，是高端政商人士收看电视的高峰时间。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2:30-23: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环球视线》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环球视线》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8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8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80 天 

【刊例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29 1,620 

 下半年连续 132 1,657 

 全年连续 261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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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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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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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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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新闻调查》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新闻调查》是一档舆论监督和深度调查栏目，深受广大受众关注。栏目

注重研究真问题、探索新表达，以调查采访的形式，层层挖掘事实真相；

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中，都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新闻调查》以其冷静、深入的调查风格深受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也受

到高层领导的关注。不但解答了公众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疑问，也督促相

关部门改进工作、改善服务，为促进和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发挥作用。 

【广告亮点】  深度调查类节目社会关注度高。 

 栏目紧紧锁定精英人群，吸引主流消费人群。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六 21:30-22:1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调查》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新闻调查》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刊例价格】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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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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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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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面对面》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面对面》是新闻频道唯一的人物专访类节目，占据周日晚黄金时间，

以新闻事件为切入，让观众透过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视角，去审视新闻事

件背后人性的闪光点，让主持人与受访者观点的碰撞，启迪观众关于世

界更深的思考。 

 近年来，《面对面》收视群体高度稳定，高知群体始终是栏目的忠实受

众。他们活跃在各领域的风口浪尖，是最具消费力的决策群体。投放《面

对面》，让企业品牌与焦点人物共同讲述，与目标受众面对面真诚沟通，

赢得高效传播。 

【广告亮点】  收视持续稳定，领军新闻频道周播栏目。 

 汇聚国内外重量级人物，高端人士密切关注，为企业提供高质量传播平

台。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日 21:30-22:1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面对面》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面对面》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刊例价格】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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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对页面数据拥有版权，对互动数据拥有知晓及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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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如需对外公布互动数据，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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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新闻周刊》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新闻周刊》是新闻频道一本 45 分钟的电视杂志，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主持人白岩松敏锐捕捉国内热点新闻，犀利点评社会焦点事件，带

领观众将过去一周的中国故事一一梳理。栏目深受高收入、高学历人群

喜爱，聚合高品质人群，推动品牌获得更高关注。 

【广告亮点】  每周六晚间 22:15 黄金时间首播，聚焦忠实受众群体。 

 高品质栏目锁定忠实观众，覆盖社会精英收视群体。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六 22:15-23: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周刊》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新闻周刊》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刊例价格】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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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

理中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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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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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新闻 

《世界周刊》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世界周刊》是新闻频道关于国际新闻深度分析最权威和最具代表性

的栏目之一,带领观众聚焦热点事件，从视线、人物、故事等板块进行

全方位深度剖析，为观众提供更具现场感、更富独立思想、更有预见

性、看得更明白的国际新闻。 

【广告亮点】  备受社会精英青睐，汇聚高端购买力，强势打造品牌影响力，常年是

国际品牌投放必争之地。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日 22:15-23: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世界周刊》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广告回报】 

一、新媒体直播电视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二、《世界周刊》专题页回报： 

专题页-中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专题页-底部通栏（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视频播放页-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广告回报期：40 天 

【刊例价格】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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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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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备案。 

5. 新媒体广告回报最终解释权归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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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 

贴片 A 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五、第九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55、7:55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签约认购时长】 15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8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8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4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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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

心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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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 

贴片 C 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六、第十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7:15、8:10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签约认购时长】 10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8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8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4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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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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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 

贴片 D 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三、第七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30、7:30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签约认购时长】 135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8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8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4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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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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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 

贴片 E 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四、第八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45、7:45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签约认购时长】 15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8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8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4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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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不包含白酒行业，白酒类客户如有投放，另行商议。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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