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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节系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2 
 

 2023 年 CCTV-1《古韵新声》除夕节目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除夕下午欢乐登场。 

在春节合家欢的时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优秀主持人和文化学者一起，从古籍、古

画、文物等物件入手，挖掘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关于春节的庆贺方式。 

以文化溯源及文艺表演相结合的形式，汲取诗词、典籍、非遗、古曲等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展现中华民族从未断流的文化传承和审美认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欢乐献映！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CCTV-1，2023 年 1 月 21 日下午，共 1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回报 

 权益：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

声》除夕节目（暂定名）”冠名企业字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

理室审定并备案。 

 权益期限：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一、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冠名宣传片时长 15 秒，制作冠名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可出现：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冠名播

出”的口播语及字样。 

 频次： 15 秒冠名宣传片播出安排如下： 

 在 CCTV-1 白天滚动（08:30-17:45 之间）播出，共计 80 次。 

二、节目内回报（共 1 期）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由冠名企业标识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节目联合 logo。 

 频次： 1 次/期。 

冠名片花 形式： 节目片花落版画面出现由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 

 频次： 3 次/期。 

5 秒冠名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标版画面可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

音：“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

冠名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位 置 及 频

次： 

5 秒冠名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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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广

告段正一位置各播出，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

音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提及: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暂定名）

由***（企业名称）冠名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各 5 次/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由冠名企业标识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每期角

标出现的总时长不少于本期节目总时长的 30%。 

精彩即将开始有声

字幕 

 5 秒精彩即将开始标版，标版内容为节目精选且画面无任何商业元素。

画面下方出现字幕及画外音出现：“***（企业名称）精彩稍后继续”，

节目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广告段开始前播出。  

 形式： 各播出 1 次/期。 

真挚祝福压屏字幕

条 

形式： 节目播出时，屏幕下方出现压屏字幕条：“***（企业名称）送上真挚

祝福，祝您拥有新的一年幸福和快乐！”。 

 频次： 3 次/期。 

现场回报 形式： 节目现场大屏幕可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 

节目现场可出现冠名企业 logo，限 2 个。 

节目现场嘉宾席桌上可摆放印有冠名企业 logo 的水杯，限 2 个。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企业名称）”。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 3,000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央广播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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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4. 本方案中，节目现场嘉宾席为冠名、特约、特别呈现企业共享回报区。 

5. 白酒企业购买本方案，需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规定执行白酒另行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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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CCTV-1《古韵新声》除夕节目独家特约 

【节目看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除夕下午欢乐登场。 

在春节合家欢的时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优秀主持人和文化学者一起，从古籍、古

画、文物等物件入手，挖掘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关于春节的庆贺方式。 

以文化溯源及文艺表演相结合的形式，汲取诗词、典籍、非遗、古曲等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展现中华民族从未断流的文化传承和审美认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欢乐献映！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CCTV-1，2023 年 1 月 21 日下午，共 1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5 秒特约标版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2023 年《古

韵新声》除夕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可

协商确定）。 

 频次： 15 秒冠名宣传片+5 秒特约标版播出安排如下： 

 在 CCTV-1 白天滚动（08:30-17:45 之间）播出，共计 80 次。 

二、节目内回报（共 1 期） 

5 秒特约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2023 年

《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

（内容可协商确定）。 

 位 置 及 频

次： 

5 秒特约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在：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广

告段倒一位置各播出，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

音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提及: “2023 年《古韵新声》除夕节目（暂定名）

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各 5 次/期。 

欢迎回来有声字幕  5 秒欢迎回来标版，标版内容为节目精选且画面无任何商业元素。画面

下方出现字幕及画外音出现：“***（企业名称）提醒您精彩马上开始”，

节目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广告段结束后播出。 

 形式： 各播出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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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家幸福压屏字幕

条 

形式： 节目播出时，屏幕下方出现压屏字幕条：“***（企业名称）***（企业

名称）祝您阖家幸福，生活美满！” 

 频次： 3 次/期。 

现场回报 形式： 节目现场嘉宾席桌上可摆放印有特约企业 logo 的水杯，限 2 个。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企业名称）”。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 2,398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央广播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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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4. 本方案中，节目现场嘉宾席为冠名、特约、特别呈现企业共享回报区。 

5. 白酒企业购买本方案，需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规定执行白酒另行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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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古韵新声》元宵节目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中国传统节日为契机，推出《古韵新声》元宵

特别节目。 

中华传统节日，不仅清晰地记录着中华民族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

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文物承载历史，以文物为抓手，

聚焦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民风民俗，一物一曲，以“文物展演+文化访谈+古风

乐舞”的形式，展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古韵新声》让传统文化得到创新性转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体现赓续千

年的民族血脉与精神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声》元宵震撼

献映！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2 月 5 日 CCTV-1 下午首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制作冠名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可出现：“《古韵新声》元宵节

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冠名播出”的口播语及字样。 

 播出安排： 
节目开始前至节目结束，CCTV-1 白天 8：30-17：45 之间滚动播

出，共计 80 次。 

二、节目中回报   

冠名片头 形式及频次： 
节目片头落版画面出现由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1

次/期 

冠名片花 形式及频次： 
节目片花落版画面出现由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2

次/期 

5 秒冠名标版+15 秒

广告 

形式：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古韵新

声》元宵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冠名播出”（内容可协

商确定）。标版后播出冠名企业 15 秒广告。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第一、第二和第三广告段正一位置,各播出 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

+字幕 
形式及频次： 

节目播出时，主持人口播语或画外音及字幕出现“《古韵新声》元宵

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冠名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各播出 3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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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标 形式： 
节目播出时，屏幕右下角出现由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每期出现时长不少于本集节目总时长 30% 

精彩稍后继续有声字

幕 
形式及频次： 

5 秒精彩即将开始标版，标版内容为节目精选且画面无任何商业元

素。画面下方出现字幕及画外音出现：“***（企业名称提示）精彩

稍后继续”，节目内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广告段开始前播出，各播出

1 次/期。 

节日祈福压屏字幕条 形式及频次： 
节目播出时，屏幕下方出现压屏字幕条：“***（企业名称）祈祷天

地祥，安康幸福盈！”（内容可协商确定），播出 2 次/期。 

企业元素曝光 形式及频次： 节目播出时，企业元素在互动环节巧妙曝光，全期限 2 次。 

现场回报 形式： 

节目现场大屏幕可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 

节目现场可出现冠名企业 logo，限 2 个。 

节目现场嘉宾席桌上可摆放印有冠名企业 logo 的水杯，限 2 个。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企业名称），可出现企业 logo，1 次/期。 

【广告刊例】 1,399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

准。 

2. 本方案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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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处理。 

4. 本方案中，节目现场嘉宾席为冠名、特约、特别呈现企业共享回报区。 

5. 白酒企业购买本方案，需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规定执行白酒另行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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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古韵新声》元宵节目独家特约 

【节目看点】 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中国传统节日为契机，推出《古韵新声》

元宵特别节目。 

中华传统节日，不仅清晰地记录着中华民族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

文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文物承载历史，以文物为抓

手，聚焦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民风民俗，一物一曲，以“文物展演+文化访

谈+古风乐舞”的形式，展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古韵新声》让传统文化得到创新性转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体现赓续

千年的民族血脉与精神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古韵新声》元宵

震撼献映！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2 月 5 日 CCTV-1 下午首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特约标版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古韵

新声》元宵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 

 播出安排： 
节目开始前至节目结束，15 秒冠名宣传片后播出 5 秒特约标版，

CCTV-1 白天 8：30-17：45 之间滚动播出，共计 80 次。 

二、节目中回报   

5 秒特约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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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

新声》元宵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

可协商确定）。标版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广告段倒一位置,各播出 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

音+字幕 
形式及频次： 

节目播出时，主持人口播语或画外音及字幕出现“《古韵新声》

元宵节目（暂定名）由***（企业名称）特约播出”（内容可协商

确定），各播出 3 次/期 

阖家祈福压屏字幕

条 
形式及频次： 

节目播出时，屏幕下方出现压屏字幕条：“***（企业名称）祝愿

天下人皆幸福安康!！” ，播出 1 次/期。 

欢迎回来有声字幕 形式及频次： 
5 秒欢迎回来标版，标版内容为节目精选且画面无任何商业元

素。画面下方出现字幕及画外音出现：“***（企业名称）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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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马上开始”，节目内第一个和第二个广告段结束后播出，各

播出 1 次/期。 

企业元素曝光 形式及频次： 节目播出时，企业元素在互动环节巧妙曝光，全期限 1 次。 

现场回报 形式： 节目现场嘉宾席桌上可摆放印有特约企业 logo 的水杯，限 2 个。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企业名称），可出现企业 logo，1 次/

期。 

【广告刊例】 898 万元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在总台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为

准。 

2. 本方案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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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处理。 

4. 本方案中，节目现场采访区嘉宾席为冠名、特约、特别呈现企业共享回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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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戏曲晚会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将通过传

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诠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

文艺精品，讲述与戏曲相遇、相伴终身的故事。 

在秉承专业性的同时，增强开放性，加强作品的现实性、原创性、创新性、

科技性，营造盛世中华欢庆新春的祥和氛围，为全国人民献上传统文化的饕餮

盛宴。晚会囊括了全国 30 多个戏曲剧种、70 多个戏曲院团，汇聚老、中、

青、少四代戏曲演员，打造浸润心田、启迪人心的戏曲精品力作，营造盛世中

国、欢庆过年的祥和氛围。 

孟广禄、赵葆秀、于魁智、何赛飞、王珮瑜等数位戏曲名家登台献唱，李

谷一、罗家英、张晋、杜江等十余位跨界明星带来惊喜演出，共贺新春佳节。 

【广告亮点】       春节期间，黄金资源 

大年初一至初三，CCTV-1、CCTV-11 两个频道晚间黄金、次黄时段连续

播出，与全国人民共贺新春。 

 独家定制，深度融合 

当红明星跨界演出，创新形式的创意表演、戏曲小品、情景短剧等节目，

提供独家定制的品牌深度融合机会，给予品牌更完整的品牌展现。 

【节目播出安

排】 

2023 年春节期间： 

 首播： 

CCTV-11 大年初一（1 月 22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19:30； 

CCTV-1 大年初二（1 月 23 日）晚间次黄时段约 22:30。 

 重播： 

CCTV-11 大年初三（1 月 24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20:00； 

CCTV-3 大年初六（1 月 27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19:30； 

CCTV-1、3、11、15 其他重播软广带入，硬广不带入。 

（注：播出安排待定，不承诺重播频次） 

【名额】 独家，与特约企业行业排他 

【广告回报】  

冠名权 授予“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独家冠名企业”称号（可协

商确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须经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使用期限为签约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节目内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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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企业名称）•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

戏曲晚会”字样。（可协商确定） 

频次： 1 次/期。 

冠名口播 形式： 画外音或主持人口播“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

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可协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冠名字幕 形式： 画外音或主持人口播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2023 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可

协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花式字幕 形式： 节目中屏幕下方设计花式字幕“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

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可协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冠名标版 形式：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口播

语：“春节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  

位置： 节目内第一、二、三个中插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3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频次： 3 次/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春节戏曲晚会”角标，出现

时间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产品植入 形式： 视产品情况给予现场摆放或者道具融入，电视画面呈现时间共计

约 30 秒，呈现形式参考如下（具体可协商确定）： 

1.节目环节中摆放冠名企业产品，并露出企业 LOGO； 

2.节目中嘉宾或观众席可使用冠名企业产品，并给予镜头展现。 

现场布景 形式： 现场布景中体现企业元素或企业与节目的联合 LOGO，电视画面

呈现时间共计约 30 秒，呈现形式参考如下（具体可协商确定）： 

1.晚会背景或虚拟景观中体现企业元素，或企业与节目的联合

LOGO； 

2.观众服装上出现企业与节目的联合 LOGO 并给予镜头展示； 

3.节目外景（如有），可对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展示，并视情况给予

企业元素镜头展示。 

转场画面 形式： 转场画面片花使用“***（企业名称）•春节戏曲晚会”字样，不

少于 3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宣传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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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6. 如最终投放企业为烈性白酒客户，则需根据总台总经理室相关规定进行加收。 

  

5 秒冠名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口播

语：“春节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播出安

排： 

播出安排及频次详见下表：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播出日期 总计 

CCTV-1 

第一精选剧场第一集贴片 9:25-11:00 间 7 

2023 年 

1 月 14 日

-1 月 20

日 

42 次 

下午精品节目一 16:00-17:48 间 7 

CCTV-11 

午后经典大戏中  约 13:35-15:40 7 

午间电视剧第一集贴片 

（广告 007） 

约 11:40 7 

下午精品节目后（广告

011）  

约 16:54 

7 

下午电视剧后（广告 014） 约 18:45 7 
 

【广告刊例】 9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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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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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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戏曲晚会独家特约 

【节目亮点】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将通过传

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诠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

文艺精品，讲述与戏曲相遇、相伴终身的故事。 

在秉承专业性的同时，增强开放性，加强作品的现实性、原创性、创新性、

科技性，营造盛世中华欢庆新春的祥和氛围，为全国人民献上传统文化的饕餮

盛宴。晚会囊括了全国 30 多个戏曲剧种、70 多个戏曲院团，汇聚老、中、

青、少四代戏曲演员，打造浸润心田、启迪人心的戏曲精品力作，营造盛世中

国、欢庆过年的祥和氛围。 

孟广禄、赵葆秀、于魁智、何赛飞、王珮瑜等数位戏曲名家登台献唱，

李谷一、罗家英、张晋、杜江等十余位跨界明星带来惊喜演出，共贺新春佳

节。 

【广告亮点】       春节期间，黄金资源 

大年初一至初三，CCTV-1、CCTV-11 两个频道晚间黄金、次黄时段连续

播出，与全国人民共贺新春。 

 独家定制，深度融合 

当红明星跨界演出，创新形式的创意表演、戏曲小品、情景短剧等节目，

提供独家定制的品牌深度融合机会，给予品牌更完整的品牌展现。 

【节目播出安

排】 

2023 年春节期间： 

 首播： 

CCTV-11 大年初一（1 月 22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19:30； 

CCTV-1 大年初二（1 月 23 日）晚间次黄时段约 22:30。 

 重播： 

CCTV-11 大年初三（1 月 24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20:00； 

CCTV-3 大年初六（1 月 27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19:30； 

CCTV-1、3、11、15 其他重播软广带入，硬广不带入。 

（注：播出安排待定，不承诺重播频次）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特约权 授予“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独家特约企业”称号（可协

商确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须经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使用期限为签约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节目内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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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口播 形式： 画外音或主持人口播“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可协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特约字幕 形式： 画外音或主持人口播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2023 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可

协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花式字幕 形式： 节目中屏幕下方设计花式字幕“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

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可协商确定） 

频次： 2 次/期。 

特约标版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特约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口播

语：“春节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  

位置： 节目内第一、二、三个中插广告段倒一位置播出。 

频次： 3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频次： 3 次/期。 

产品植入 形式： 视产品情况给予现场摆放或者道具融入，电视画面呈现时间共计

约 30 秒，呈现形式参考如下（具体可协商确定）： 

1.节目环节中摆放特约企业产品，并露出企业 LOGO； 

2.节目中嘉宾或观众席可使用特约企业产品，并给予镜头展现。 

现场布景 形式： 现场布景中体现企业元素或企业与节目的联合 LOGO，电视画面

呈现时间共计约 30 秒，呈现形式参考如下（具体可协商确定）： 

1.晚会背景或虚拟景观中体现企业元素，或企业与节目的联合

LOGO； 

2.观众服装上出现企业与节目的联合 LOGO 并给予镜头展示； 

3.节目外景（如有），可对企业所在城市进行展示，并视情况给予

企业元素镜头展示。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宣传回报 

5 秒特约标版+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特约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特约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口播

语：“春节戏曲晚会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5 秒广告一条。 

播出安

排： 

播出安排及频次详见下表：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播出日期 总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5 
 

说明： 

6. 行业排他，如最终投放企业为烈性白酒客户，则需根据总台总经理室相关规定进行

加收。 

  

CCTV-1 

第一精选剧场第一集贴片 9:25-11:00 间 7 

2023 年 

1 月 14 日-

1 月 20 日 

42 次 

下午精品节目一 16:00-17:48 间 7 

CCTV-11 

午后经典大戏中  约 13:35-15:40 7 

午间电视剧第一集贴片

（广告 007） 

约 11:40 7 

下午精品节目后 

（广告 011）  

约 16:54 

7 

下午电视剧后（广告

014） 

约 18:45 

7 

 

【广告刊例】 6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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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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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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戏曲晚会举办地广告招商方案 

【节目亮点】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将通过传

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诠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

文艺精品，讲述与戏曲相遇、相伴终身的故事。 

在秉承专业性的同时，增强开放性，加强作品的现实性、原创性、创新性、

科技性，营造盛世中华欢庆新春的祥和氛围，为全国人民献上传统文化的饕餮

盛宴。晚会囊括了全国 30 多个戏曲剧种、70 多个戏曲院团，汇聚老、中、

青、少四代戏曲演员，打造浸润心田、启迪人心的戏曲精品力作，营造盛世中

国、欢庆过年的祥和氛围。 

孟广禄、赵葆秀、于魁智、何赛飞、王珮瑜等数位戏曲名家登台献唱，李

谷一、罗家英、张晋、杜江等十余位跨界明星带来惊喜演出，共贺新春佳节。 

【广告亮点】       稀缺资源，首次招商 

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首次突破创新，首次进行举办地

广告招商合作，一次投放，创造历史。 

 春节期间，黄金资源 

大年初一至初三，CCTV-1、CCTV-3、CCTV-11 三个频道晚间黄金、次

黄时段连续播出，与全国人民共贺新春佳节。 

 戏韵悠长，彰显担当 

名家荟萃、流派纷呈的春节戏曲晚会戏韵悠长，举办此档晚会彰显举办地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使命担当，对于城市形象宣传具

有不可复制的价值。 

【节目播出安

排】 

2023 年春节期间： 

 首播： 

CCTV-11 大年初一（1 月 22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19:30； 

CCTV-1 大年初二（1 月 23 日）晚间次黄时段约 22:30。 

 重播： 

CCTV-11 大年初三（1 月 24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20:00； 

CCTV-3 大年初六（1 月 27 日）晚间黄金时段约 19:30； 

CCTV-1、3、11、15 其他重播软广带入，硬广不带入。 

（注：播出安排待定，不承诺重播频次）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主会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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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主办地在指定城市/地点举办。 

申办地需具备举办大型晚会类节目棚内录制、室外实景外拍等条件，并通过晚会节目组的审

核；申办地需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支持，所产生的费用自行承担。 

其他相关事宜与晚会节目组协商确定。 

二、节目内回报 

春节戏曲晚会节目内回报在 CCTV-1、CCTV-3、CCTV-11 播出，每期节目播出相同频次，

以下仅标注单期节目内广告播出频次。 

举办地口播 形式： 画外音或主持人口播“春节戏曲晚会举办地，****（地方名称，

如好客山东、大美青海等）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可协

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字幕 形式： 画外音或主持人口播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春节戏曲晚会举办

地，****（地方名称，如好客山东、大美青海等）恭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可协商确定） 

频次： 3 次/期。 

5 秒举办地标版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举办地名称，并配口播语：春节戏曲晚

会举办地，****（地方名称，如好客山东、大美青海等）恭祝全

国人民新春快乐！”。（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第一、二、三个中插广告段正二位置播出。 

频次： 3 次/期。 

15 秒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频次： 3 次/期。 

城市或地域风貌

展现 

形式： 节目外拍环节、会场现场布景中体现举办地元素、名胜古迹或标

志性建筑画面，电视画面呈现时间共计约 30 秒，呈现形式参考

如下（具体可协商确定）： 

1.晚会背景或虚拟景观中体现举办地名称或特色元素； 

2.观众服装上出现举办地名称并给予镜头展示，可安排举办地观

众并给予镜头展现； 

3.节目外景，可对举办地所在地区或城市进行展示，并视情况给

予标志性建筑、名胜古迹等镜头展示。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出现举办地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宣传回报 

5 秒举办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举办地名称，并配口播语：春节戏曲

晚会举办地，****（地方名称，如好客山东、大美青海等）恭

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可协商确定），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

业 15 秒广告一条。 

播出安 播出安排及频次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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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排：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播出日期 总计 

CCTV-1 

下午精品节目一 16:00-17:48 间 11 

2023 年 

1 月 14 日（北

方小年）-1 月

24 日（正月初

三） 

66

次 

23：30 精品节目前 约 23:35 11 

CCTV-11 

午后经典大戏中  约 13:35-15:40 11 

午间电视剧第一集贴片 约 11:40 11 

下午精品节目后 约 16:54 11 

下午电视剧后 约 18:45 11 
 

【广告刊例】 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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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节目现场广告回报仅供参考，以最终三方协商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