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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我们的美好城市”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我国有 300 多个地市级以上的重点城市，国内重点城市正向着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标前进。粤港澳

大湾区正在崛起为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国五大城市群正对比世界级城

市群加速构建未来发展新格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依托其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整合优质传播资源，推出“我们的美好城市”

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对致力于打造新时代美好城市，追求美好生活、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发出合作邀请，

携手共建我们的美好城市。 

服务方案由“品牌传播”、“节目合作”、“新媒体传播”、“海外传播”、“营销活动”组成。品牌传播由黄金

资源和长秒城市形象展播资源组成；季播节目《拥抱美好城市》将与城市进行深度合作；新媒体平台可定制城

市个性化直播活动；海外传播可助力城市走向国际。 

合作要求 
1. 合作对象为地市级以上重点城市或城市群。 

2. 合作地区在两年内无重大负面舆情。 

一、 品牌传播 

   品牌传播由“黄金资源”和“长秒城市形象展播”组成。 

1. 黄金资源 15 秒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1、新闻 新闻联播提示收看 
周一至周日 

18:57-19:00  
各 1 次/天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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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新闻 朝闻天下套装 
周一至周日 

约 6:10-8:15  
各 2 次/天 60 

CCTV-1、新闻 新闻 30 分中插 
周一至周日 

约 12:00-12:30 
各 1 次/天 60 

 

2.  “我们的美好城市” 60 秒形象展播 

频道 广告栏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2 第一时间中插 周一至周日 7:00-9:00 1 次/天 14 次 

CCTV-4 中国新闻 18 点中插 周一至周五 18:00-18:30 1 次/天 10 次 
 

二、 节目合作 

“节目合作”将在财经频道推出一档名为《拥抱美好城市》的主题节目，通过主持人探访城市支

柱产业、打卡地标名胜、寻觅特色美食、展现人物风采等互动节目形态，深度展现合作城市的美好风

貌，拥抱中国新时代的美好城市。 

合作城市可选择一期进行深度合作。 

三、 新媒体传播 

合作城市可根据个性化需求，在以下资源中选择刊例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新媒体资源。 

1. 央视新闻/央视财经专场直播定制 

由央视新闻/央视财经为合作城市策划定制一场直播，从城市发展的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着手探

讨切入主题，进行直播共创，并于直播前后进行宣传预热。 

包含一场定制直播以及系列宣发资源，广告回报含：2 条微博、1 篇微信、1 条短视频、1 张海

报以及 2 天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屏。具体合作形式、广告回报及价格，以专案核算为准。 

2. 新媒体 IP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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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城市可选择以下总台新媒体 IP 节目进行内容共创 
 

播出平台 IP 节目 

央视新闻 

直播特别节目－《看见锦绣山河》 

脱口秀演讲节目－《中国 UP》 

大型真人秀科普节目－《走！探秘国家公园》 

央视频 定制访谈节目－《博物馆 9 分钟》 

综合频道新媒体 城市文化节目-《与城市一起撒开聊》 

3. 总台新媒体·2023 年《乘着大巴看中国——美丽城市》城市主题定制合作 

《乘着大巴看中国——美丽城市》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与文旅部重磅打造的主题城市定制

系列宣传活动，可根据地方需求，结合城市景观、民俗非遗、风土人文社会发展等方向进行深度策划，

定制符合地方特色的节目，通过城市游、音乐会、直播带货等传播形态，立体展示城市形象，树立旅

游品牌。 

该产品回报由三部分组成，包含一场“乘着大巴看城市”定制直播，一场“城市音乐会”和一场

“地方特产直播带货”,城市客户可任选两个部分或全部进行合作。 

4. 新媒体精华套（15 次套） 

（1） 

 

播出平台 广告回报 频次 广告刊例价格 

央视新闻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独占） 共 15 天 

约 303 万元 

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 共 15 天 

（2） 

 

播出平台 广告回报 频次 广告刊例价格 

央视财经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1/2 轮） 共 15 天 

约 283 万元 

首页焦点图（最后一帧） 共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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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出平台 广告回报 频次 广告刊例价格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15 天 

约 163 万元 

首页焦点图（1/4 轮） 共 15 天 

15 秒点播视频前贴片 

（1/4 轮） 

共 15 天 

注：具体频次可调整。 

四、 海外传播 

    合作城市可根据个性化需求，在以下资源中选择刊例不超过 150 万元的海外传播资源。 

1、 《我们的美好城市》国际版短片（电视端） 

    总台可在 CGTN 频道播出《我们的美好城市》国际版 1-2 分钟城市宣传短片，致力于打造专属

城市名片，向世界发出邀请，传播中国美好城市形象。可选择在以下海外传播频道播出： 

频道 广告栏目 
1 分钟 

单集价格 

2 分钟 

单集价格 

CGTN 全天 1.92 万元 2.88 万元 

CCTV-4 欧洲版 伦敦时间 18:30-22:45（北京时间 2:30-6:45） 1.92 万元 2.88 万元 

CCTV-4 美洲版 美东时间 19:00-00:00（北京时间 8:00-13:00） 1.92 万元 2.88 万元 

西班牙语频道 马德里时间 19:00-23:00（北京时间 1:00-5:00） 1.44 万元 2.16 万元 

法语频道 巴黎时间 19:00-23:00（北京时间 1:00-5:00） 1.44 万元 2.16 万元 

阿拉伯语频道 开罗时间 19:00-23:00（北京时间 1:00-5:00） 1.44 万元 2.16 万元 

俄语频道 莫斯科时间 19:00-23:00（北京时间 0:00-4:00） 1.44 万元 2.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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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卡中国》内容定制（新媒体端） 

    CGTN《打卡中国》通过人物故事展现文旅资源，体现人与城市的互促共生关系，从文化旅游的

角度切入，讲述生动鲜活的城市故事，同时运用多种国际传播渠道和手段，助力打造“中国城市”的

国际名片。 

播出平台：CGTN-英语 

项目 广告回报 频次 发布平台 

短视频 

短视频定制 1 条 

Facebook 、 YouTube 、

Twitter 等境外新媒体账号发

布 

短视频直发 2 条 

城市元素体现 1 条 

海报 城市元素体现 1 条 

文章 境外文章直发 1 篇 
 

广告刊例价格 105 万元 

《打卡中国》为 CGTN-英语新媒体端节目，城市客户可选择在以下境外新媒体平台账号同步宣传推

广： 

广告回报 中心（或语言） 广告刊例价格 

（1）短视频直发 1 条 

 

（2）境外文章直发 1 篇 

 

（3）海报城市元素体现 1 张 

CGTN－法语 50 万元 

CGTN－西班牙语 50 万元 

CGTN－阿拉伯语 50 万元 

总台欧拉中心 40 万元 

总台亚非中心 50 万元 
 

五、 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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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办总台“我们的美好城市”专场签约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合作城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举办“我们的美好城市”签约活动。运用总

台自由媒体矩阵进行宣传报道。 

2、 举办“‘我们的美好城市’为你点赞”宣传活动 

举办签约仪式时，在全国挑选 7 个左右重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青岛、成

都、哈尔滨等，运用地标性户外媒体（每城市一个），同步呈现 1 分钟“我们的美好城市“户外广

告。 

总台协调下设地方总站，协助合作城市安排户外广告上播。 

此部分需根据第三方报价，由客户另外单独付费购买。 

合作金额：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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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所有节目内容名称暂定、广告形式均为实际执行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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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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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