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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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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4、新闻 

两会贴片广告合作方案 

【节目看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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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两会报道，与全国人民一同见证中国的

进步。选择总台两会项目，让全国人民见证品牌的力量。 

【广告亮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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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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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4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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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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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刊例】 5 秒 10 秒 15 秒 20 秒 25 秒 30 秒 

 342 万元 516 万元 644 万元 876 万元 1031 万元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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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总经理室相关规定处理。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4. 本方案中两会直播回报仅承诺总频次，如遇直播安排调整，以实际播出频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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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瞬间中国》特别呈现 

【节目亮点】 《瞬间中国》新时代纪实纪录片是为迎接二十大的召开展现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地的生动实践制作推出的理论创新节目，

通过鲜活的人物故事、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将微观“瞬间”与宏观“时

代”相融合，充分展现各条战线持续奋斗、开拓奋进的时代新气象。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CCTV-1 傍晚 18:00-18:55 间播出，共 80 期。 

（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在官方网站、APP 上发布的信息

为准） 

节目内广告回报（共 80 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音：“本

节目由***（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内容可协商）。5 秒标版后播

出企业 15 秒广告。 

 位置： 节目中插第一个的正常位置。 

 频次： 各播出 1 次/期。 

画外音 形式： 画外音提及：“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特别呈现” （内容可协

商）。 

 频次： 2 次/期。 

压屏字幕 形式： 节目播出时，出现压屏字幕条：“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特别

呈现” （内容可协商）。 

 频次： 2 次/期。 

现场植入 形式： 根据企业需求，在节目外拍场景中出现企业元素。 

 频次： 全季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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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刊例】 3,500 万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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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方案硬性广告仅承诺首播频次。 

3.如遇错漏播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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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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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伙伴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第一季度 

【广告回报】  

【活动简介】 “中国汽车风云盛典”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年

度车型评选活动，其综合市场反馈、品牌价值、实车测评全方面因素，

评选真正具有行业引领力的重磅奖项，为中国汽车产业主力同时为广大

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提供指导性建议，具有可持续性和巨大影响力。 

线下权益 

 

授予***（企业名称）“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伙伴”企业在线

下宣传和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及评选活动视觉包装元素，具体使用形

式需提前向总经理室备案，使用期限与投放期一致。                                                                                                                                                                                                                                                                                                                                                                                                                                                                                                                                                                                                                                                                                                                                                                                                                                                                                                                                                                                                                                                                                                                                                                                                                                                                                                                                                                                                                                                                                                                                                                                                                                                                                                                                                                                                                                                                                                                                                                    

【宣传片回报】 

30 秒宣传片 形式： 30 秒“中国汽车风云盛典”宣传片，落版出现合作伙伴

企业元素，并口播、字幕：“20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伙伴——***（企业名称）”。 

 频次： 排期可自选，财经频道内滚动播出 200 次。 

【启动仪式回报】 

5 秒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在财经频道“中国汽车风云盛典”启动仪式节目前后播

出 5 秒标版，内容为“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伙伴

——***（企业名称）”，后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频次： 启动仪式片头后、中插一正一位置各 1 次，共 2 次。 

压屏字幕 形式： 

 

频次： 

屏幕下方出现压屏字幕：“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

伙伴——***（企业名称）”（具体内容可协商确定）。 

共 2 次。  

企业代表参与 形式： 企业代表可作为重要嘉宾，参加“中国汽车风云盛典”

启动仪式。 

角标 形式： 在启动仪式右下角出现带***（企业名称）元素的“中国

汽车风云盛典”联合 logo，时长为节目总时长的 30%。 

启动仪式现场回报 形式： 在启动仪式现场，“中国汽车风云盛典”展台可出现“***

（企业名称）汽车”商业元素，形式包含但不限于易拉

宝、LED 大屏、地贴等，在节目中给予镜头体现。 

【“中国汽车风云盛典”车型测试节目回报】 

5 秒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在财经频道“中国汽车风云盛典”车型测试相关节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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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前后播出 5 秒标版，内容为“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

合作伙伴——***（企业名称）汽车”，后跟 15 秒企业

广告。 

 频次： 2 次/期，共计 20 次。 

车型测试现场回报 形式： 在车型测试现场，出现企业商业元素，具体形式视场地

条件而定，且需与节目组沟通执行，并可在相关节目及

报道中镜头带出。 

【盛典晚会回报】 

5秒标版+15秒企业广告 形式： 在财经频道“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颁奖晚会前后播出 5

秒标版，内容为“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伙伴——

***（企业名称）”，后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频次： 晚会片头后、中插一正一位置各 1 次，共 2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频次： 

晚会内，主持人口播提及：“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

伙伴——***（企业名称）”。（具体内容可协商确定） 

共 2 次。  

压屏字幕 形式： 随口播出现：“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首席合作伙伴——***

（企业名称）”。（具体内容可协商确定）共 2 次。  

获奖车型压屏 形式： 获奖车型榜单上方出现“***（企业名称）揭榜时刻”，

下方出现企业标识和广告语（具体形式须根据节目设计

协商确定）。 

 频次： 颁奖典礼内共 5 次。 

现场布景 形式： 盛典背景设计或虚拟景观中体现企业元素，或企业与节

目的联合 LOGO（具体形式须根据节目设计，由总经理

室、栏目组、企业协商确定）。 

企业代表参与 形式： 企业代表可作为重要嘉宾，参加“中国汽车风云盛典”

颁奖典礼。 

角标 形式： 在颁奖晚会右下角出现带***（企业名称）元素的“中国

汽车风云盛典”联合 logo，时长为节目总时长的 30%。 

片尾鸣谢 形式： “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颁奖典礼片尾鸣谢出现首席合作

伙伴企业 logo 及名称。共 1 次。 

【新媒体回报】 

【发布平台】 央视财经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跨平台 短视频直发/

切条： 

在央视财经第三方短视频账号同时发布节目切条视频，

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和发布平台协商而

定）。 

  频次：共 1 条。 

微博 微博直发： 由@央视财经 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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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式、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微信 微信文章： 由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 直发文章，在文章中植入企业元

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篇。 

【广告刊例】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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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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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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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文化节目合作伙伴《美术里的中国》 

【节目看点】 

 

 

 

 

 

 

 

 

 

 

【广告亮点】 

 

 

 

 

l 《美术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要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等重要

指示精神、助力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总台持续推动“思想+艺

术+技术”创新融合、深化“5G+4K/8K+AI”科技创新实践的重要成果。 

l 节目将以纪录短片的形式，每集 12 分钟，一集围绕一件中国近现代经典

美术作品，见证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时代之变、中国之进，深入

提炼作品中的文化标识、当代价值、时代意义，以最前沿的数字技术，

进行融媒体视觉探索，以科技助力艺术表达，打造影像化、数字化的美

术馆。 

l 通过这些传播文化、记录变迁、诉说历史的中国美术佳作，弘扬中国精

神，增强文化自信。涉及作品包括李苦禅、吴作人、董希文等近代美术

巨匠的经典名作。 

 

l 整合综合频道及科教频道双平台，共同打造重磅美术经典作品解析，利

于品牌借势传播。 

l 文化类节目适宜企业于节目与品牌深度融合； 

l 节目品质高、有利于企业打造积极正面的品牌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总计播出 30 集。每期 12 分钟，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l 预计于 2023 年 CCTV-1 综合频道约 22:30 档首播，CCTV-10 科教频道

晚间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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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回报】  

《美术里的中国》CCTV-1、CCTV-10 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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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文化节目合作伙伴 xx 企业提示您收看《美术里的中国》（口

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位置： 

频次： 

位置： 

节目前倒一位置播出 

1 次/期，共计 30 期，总计 30 次。 

节目前紧跟 5 秒标版播出 



184	
	

频次： 1 次/期，共计 30 期，总计 30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频次： 1 次/期，共计 30 期，总计 30 次。 

【广告刊例】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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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不承诺在第一轮播出后的重播时带入。 

4. 本方案涉及的节目内广告回报，由投放单位、节目组和总经理室三方协商，并须经节目

组审核通过后方可播出。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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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文化节目合作伙伴之《中国画派》 

【节目看点】 

l 以地域历史为依托，以画家及美术作品为主体，以文旅节目为形式，辨析五

大画派生成谱系，讲述中国美术发展史。 

l 《中国画派》将以五大画派作为切入口辨析艺术源流、重回发生现场、纪录

观念变迁，展现时代脉动，全面展示中国画派的生成谱系、美学成就以及美

术家们对时代精神的养成，对文化自信的传递。 

l 五大画派为：海上画派、岭南画派、京津画派、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 

【节目播出安排】 2022 年年底或 2023 年，CCTV-1、10 联合播出，首播共计 10 集，具体播出安

排如下： 

l CCTV-1 晚间档约 22:35-23:15 首播，共计 10 集； 

l CCTV-10 晚间档播出，共计 10 集。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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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回报】  

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总台文化节目合作伙伴

***（企业名称）提示您收看《中国画派》（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位置： 节目内中插广告段，倒一位置。 

 频次： 1 次/集，共 1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广告段，紧跟 5 秒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集，共 10 次。 

片尾 形式： 节目片尾中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集，共 10 次。 

【广告刊例】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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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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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文化节目合作伙伴之《大师列传》（第二季）                                                                 

【节目看点】 

 

 

 

 

 

 

 

 

【广告亮点】 

 

 

 

l 2021 年 12 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

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

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科教频道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得重要讲话

精神，落实台领导指示要求，社教中心创办新节目《大师列传》； 

l 节目宣传词拟定为”感悟艺术魅力，领略先生风采“，将有每期一个艺

术大师做焦点人物中展开艺术世界； 

l 《大师列传》（第二季）拟定 6期，将聚焦文学、音乐、舞蹈等领域的

大师名家，彰显新时代文艺发展、文化繁荣的勃勃生机。 

 

l 整合综合频道及科教频道双平台，共同打造重磅级艺术类经典作品解

析，利于品牌借势传播。 

l 栏目内回报丰富，适宜企业于节目内涵深度结合； 

l 节目品质高、有利于企业打造积极正面的品牌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拟定播出 6期，每期 30 分钟，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l 预计于 CCTV-1 综合频道约 22:30 档首播，CCTV-10 科教频道晚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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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列传》(第二季)CCTV-1、CCTV-10 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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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文化节目合作伙伴-xx 企业提示您收看《大师列传》（第二

季）” 

位置： 

频次： 

位置： 

频次： 

节目前倒一位置播出 

1 次/期，共计 6期，总计 6 次。 

节目前紧跟 5 秒标版播出 

1 次/期，共计 6期，总计 6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频次： 1 次/期，共计 6期，总计 6 次 

【广告刊例】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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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不承诺在第一轮播出后的重播时带

入。 

4. 本方案涉及的节目内广告回报，由投放单位、节目组和总经理室三方协商，并须经

节目组审核通过后方可播出。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