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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企新征程”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之际，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主体作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具有强大引领力、传

播力、影响力的国际新型主流媒体，将积极传播、弘扬大国企在新发展阶段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做出社会贡献的重要举措和创新实践，讲好中国国企的故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托融媒体传播资源，与央企国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从媒体传播合

作、公益合作和 IP 合作三个方面，全方位助力央企国企进行传播，展示央企国企在新征

程中的创新发展和责任担当，塑造国家企业发展贡献典范。 

合作周期：六个月 

合作对象：限国务院国资委直属 97 家央企、27 家中央金融企业、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 7 家企业、各省国资委下属企业。 

第一部分  战略合作 

1、举办战略合作签约活动 

举办战略合作伙伴签约活动，总台和央企国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长期稳定、

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总台将运用自有传播平台全方位报道签约活动。 

2、举办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举办“国企新征程”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就央企国企在新

发展阶段引领高质量发展、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等话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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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将运用自有传播平台全方位报道高峰论坛。 

第二部分  媒体传播合作 

1、共创微纪录片 

总台和企业共创共建一支微纪录片，讲述央企国企在加强科技研发、履行社会责任

等方面的创新实践故事。 

微纪录片时长约 15分钟，CCTV-2 周末晚间时间首播，1 期。 

2、高端访谈 

央视财经拟推出新媒体版“对话”——《鸿观》（暂定名），由陈伟鸿担任主持人，

对话央企国企一把手，讲述企业的改革历程和创新实践，展示新时代央企国企领头人的

精彩观点，为观众和网友呈现一场思想的盛宴。 

每期约 15-20 分钟，每家 1 期。 

3、品牌传播 

“国企新征程”品牌形象片分为新闻财经系列和全频道系列两部分。 

• 播出安排： 

新闻财经系列——60 秒形象片在总台各频道呈现 

频道 播出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CCTV-1、

CCTV-新闻 

《焦点访谈》后 周一至周日 19:57-20:00 间 28 次（含并机） 

《新闻 30 分》中插 周一至周日 12:00-12:30 间 28 次（含并机） 

CCTV-1 《晚间新闻》前 周一至周日 21:50-22:00 间 14 次 

CCTV-2 
《正点财经（10 点档）》中插 周一至周五 10:00-10:30 间 10 次 

《正点财经（17 点档）》中插 周一至周五 17:00-17:30 间 10 次 

CCTV-4 
《中国新闻（7 点档）》中插 周一至周日 7:00-7:30 间 14 次 

《今日关注》中插 周一至周日 21:30-22:00 间 14 次 

全频道系列——90 秒形象片在总台各频道呈现 

企业可根据个性化传播需求在以下资源中自行选择，总刊例额度不超过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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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播出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CCTV-5 CCTV-5 全天套 
上午 08:00-12:00 间、下午 12:00-18:00 间、 

晚间 18:00-24:00 间各 1 次，共 3 次/天。 

CCTV5+ CCTV5+全天套 
上午 08:00-12:00 间、下午 12:00-18:00 间、 

晚间 18:00-24:00 间各 1 次，共 3 次/天。 

CCTV-9 
《特别呈现》黄金档前 

（广告 20） 
周一至周日约 19:50 1 次/天 

CCTV-9 
《寰宇视野》黄金档前 

（广告 21） 
周一至周日约 20:55 1 次/天 

CCTV-10 12:45 档栏目内 周一至周日 12:45-13:41 间 1 次/天 

CCTV-10 14:00 档栏目内 周一至周日 13:46-14:41 间 1 次/天 

CCTV-14 12:00-13:00 栏目/时段 周一至周日 12:00-13:00 间 1 次/天 

CCTV-14 21:00-22:00 栏目/时段 周一至周日 21:00-22:00 间 1 次/天 

CCTV-15 

晚间次黄金栏目 

（影视留声机、群星演唱会、唱响

新时代等）中插  

周一至周日 20:35-21:35 间 1 次/天 

CCTV-15 晚间时段 2 周一至周日约 21:38 1 次/天 

CCTV-奥运 奥林匹克频道全天套 
上午 08:00-12:00 间、下午 12:00-18:00 间、

晚间 18:00-24:00 间各 1 次，共 3 次/天。 

1) 以上资源刊例价格详见《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广告刊例价格表》。 

2) “CCTV-5 全天套”“CCTV5+全天套”“CCTV-奥林匹克频道全天套”不含亚运会期间（以实际举办

日期为准）；只能以套装形式签订，不以单段位形式签订，最小签订周期为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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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传播服务 

• CGTN专访 

《财经高峰会》(Biz Talk)专访央企国企一把手，CGTN 播出，1 期。 

《财经高峰会》(Biz Talk)是一档针对全球播出的英文财经主流栏目，专业采访财经

和企业届知名人士。可制作企业专辑，共同讲述全球企业故事。 

• 企业形象宣传片的国际传播 

根据企业国际传播的需求，总台将企业形象宣传片（60 秒）翻译成相应语言，在总

台海外新媒体平台账号进行发布，对外讲述中国企业故事。以下账号可供选择： 

海外粉丝量级 海外账户 

1.6亿以上 CGTN英语 

2000-3000 万 

CGTN西班牙语 

CGTN法语 

CGTN阿拉伯语 

注：内容须符合落地国/地区的广告法及其他相关规定，不能出现烟、酒、药、宗教等元素。 

第三部分 公益合作 

1、共同策划公益活动，央视新闻新媒体深度参与并直播 

由央视新闻新媒体和央企、国企共商共建，策划一场公益活动，可围绕“一带一路、

乡村振兴、构建发展新格局、碳达峰、碳中和”等主题，对央企、国企重大创新技术进行

科普性宣传。通过总台融媒体传播矩阵，形成线上+线下的爆点传播。 

该定制直播具有以下三大亮点： 

Ø 总台知名主持人担任活动主持，并于直播前录制预热视频； 
Ø 策划团队将活动打造成一场具有话题感的直播节目，吸引合作方及网友； 
Ø 利用央视新闻全网超 5亿粉丝量影响力的新媒体矩阵平台发布直播。 

2、定制公益宣传片 

基于公益活动，总台为企业定制一支 30 秒公益宣传片，展现央企、国企的创新精神

和使命担当，片中自然呈现企业元素，片尾可出现企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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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宣传片在总台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不少于 200 次。 

 

 

第四部分 IP 合作 

总台将在 2023 年推出一系列优秀的主题主线节目。每家企业可在以下 IP 中选择一

档进行深度合作，合作刊例金额不超过 800 万。 

1、电视 IP：合作形式可为特别支持、赞助播出、单期植入等，具体合作形式以双方

协商为准。 

• 《瞬间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制作《瞬间中国》系列专题，陆续推出《端牢中国饭碗》、

《大国基石》等系列专题纪录片，全景呈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下，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原创性贡献、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历史性

成就。 

节目在总台 CCTV-1 晚间 18:20-18:50 播出（暂定）。 

• 《山河岁月》 

该片为“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是党史文献纪录片的扛鼎之作。以山河为经，以

岁月为纬，再现一代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豪情。以人物为峰，以党史为鉴，

重现众多英雄楷模前仆后继、无怨无悔的非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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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岁月》（第三季）在 CCTV-1、4、9 播出，共计 32 集，预计分 16 期播出。 

• 《遗迹里的奇迹》 

纪录片《遗迹里的奇迹》将聚焦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存，通过它们与现代社会的融

合过程，挖掘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与途径。计划拍摄八集，每集 30 分钟，分别为《楼馆

内的乾坤》、《街巷中的记忆》、《工业园的重生》、《老企业的新姿》、《新城市的雄心》、《荒

野上的豪情》、《高山里的胸怀》、《大海边的畅想》。 

《遗迹里的奇迹》共八集，每集 30 分钟，首播：CCTV-2，2023 年 7-12 月（暂

定）。 

• 《中国“焊”将》 

纪录片《中国“焊”将》将以焊接为切入口，解读中国工业制造的精彩瞬间及非凡成

就。分别展现基础建设、交通运输、航空航天、海运造船、核能工业、精密机械、信息设

备八个领域， 

《中国“焊”将》共八集，每集 30 分钟，首播：2023 年 10 月（暂定）。 

• 《能源浪潮》 

纪录片《能源浪潮》深度关照中国能源的实力、潜力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动力和努力。

计划分五集：1、煤炭的新思路，包括燃烧的超临界和气化等前沿脉动；2、电力新架构，

包括光伏，风力等新能源以及配套吸纳工程；3、化工合成的新世界，包括甲醇，乙醇，

氢能和各种化工燃料新技术新工艺；4、能源传输和利用的基础设施。特高压，输油输气

管线建设以及泛能网；5、互联网的能源浪潮，包括算力，芯片等。 

《能源浪潮》共五集，首播：CCTV-2，2023 年 7-12 月（暂定）。 

• 《乘风破浪》 

解密介绍制造业、中国船舶等一批中国水上的世界级企业的发展壮大历程。 

首播：CCTV-2，2023 年 7-12 月（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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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媒体 IP： 

• 《中国 UP》系列 

《中国 UP》是央视新闻推出的脱口秀演讲型视频 IP 系列，邀请不同年龄、职业、

岗位但都具有公众认知度的新闻人物、企业代表、奥运冠军、榜样人物等围绕阶段性主

题分享心得、经验、感受，展示厚积薄发、蓬勃向上的中国力量。每期 6-7分钟。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在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上的帐号。 

合作金额：4850 万元/家 

说明： 

1、 以上合作费用为一揽子合作费用，包括微纪录片制作费用、宣传片制作费用、国际传播内容语言翻译费

用、公益活动制作费、公益宣传片制作费用等。 

2、 本方案资源和播出时间的选择按照企业签约时间的先后确定优先选择权。 

!" IP 合作的具体回报以最终方案为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