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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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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乡村振兴合作伙伴 

【名额】 2 家 

合作权益 

 

投放企业可在宣传推广活动中使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乡村振兴合作伙

伴”名义，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使用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一、CCTV 全频道主题宣传 

【广告回报】  

5 秒主题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 秒，标板画面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乡村振兴合作伙伴——***（合作企业名

称）（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标板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播 出 频

道： 

CCTV 全频道。 

 总频次：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计 330 次/家。 

二、CCTV-1、17《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会》合作伙伴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CCTV-1 综合频道、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次黄档联合首播，

晚会总时长约 95 分钟。 

【广告回报】  

1、前期宣传回报 

含企业元素宣传片 

+5 秒合作伙伴标

版 

形式： 晚会宣传片时长 15 秒，画面右下角体现冠名企业元素。宣传片

后播出 5 秒合作伙伴标版，画面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

并配音：“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会合作伙伴——***（企

业名称）（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播出频道： CCTV-1、17。 

 频次： 共计 70 次/家。 

晚会播出前 10 天至播出当日，宣传片及 5 秒特别支持标版具体播出安排如下（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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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8:30-11:55 1 次/天 10 次 

20 次 
下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14:00-17:50 1 次/天 10 次 

CCTV-17 
上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7:00-12:00 2 次/天 20 次 

50 次 
下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12:00-18:00 2 次/天 20 次 



190	
	

晚间时段或中插 每日 18:00-23:00 1 次/天 10 次 
 

2、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合作伙伴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 秒，标板画面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

“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会合作伙伴——***（合作企业名

称）（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标板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 晚会节目内中插广告段，正一或倒一位置。 

 频次： 2 次/家。 

合作伙伴口播 

和压屏字幕条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提及“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

会合作伙伴——***、***（2 家合作企业名称）”内容（具体口播

内容另行协商）。口播同时，屏幕下方出现含企业元素的压屏字幕

条。 

 时长： 约 5 秒/次。 

 频次： 2 次/家。 

企业产品摆放 形式： 节目现场摆放合作企业产品，晚会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 

 时长： 整场晚会中累计露出约 30 秒/家。 

节目内容植入 形式： 在晚会中的主持人串词、访谈环节或语言类节目台词中，提及合作

企业的品牌名称、产品/服务或广告语等商业宣传内容。 

 时长： 不超过 10 秒，具体以节目播出的实际时长为准。 

 频次： 1 次/家。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家。 

三、总台新媒体·2023 年《乡村服务社》冠名 

【节目介绍】 《乡村服务社》将邀请中国农科院、中国农机院等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运用直

播加短视频的形式，传播农技知识。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及第三方平台上的账号、央视三农第三方平台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全年（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直播 口播 在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相关广告语（具体内容协

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每期2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

微信视频号发布10期，共20次，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发

布50期，共100次。 

 字幕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字幕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内容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每期2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

微信视频号发布10期，共20次，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发

布50期，共100次。 

 企业元素体

现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191	
	

共10期，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共50期。 

 直播环节定

制 

新媒体直播节目中通过结合内容为企业设计定制直播环节，植入企

业相关元素（具体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

共2个，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10个。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拆条 

在新媒体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及频次：央视三农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各50

条，央视频客户端乡村服务社账号300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发布账号及频次：央视频微博1条、央视三农微博2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信，在微信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

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频微信1篇、央视三农微信4篇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形式为独占（具体呈现

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50天 

 专题页搭建 在央视频客户端内为企业搭建专题页 

频次：1个 

 专题页企业

元素体现  

在央视频专题页内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1个 

【广告刊例】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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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合作伙伴标版及 15 秒企业广告）承诺在 CCTV-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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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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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总台新媒体账号只负责内容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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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企业可以使用经总台新媒体及总经理室确认后的海报进行商业宣传，不可擅自对海报内

容进行修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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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海报、节

目预告、节目切条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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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此方案回报须于广告回报期内执行完毕，若因代理公司原因（例如不提供物料或物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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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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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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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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17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行业合作伙伴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9 月 23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间黄金档，CCTV-1 综合频道、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联合首播，晚会总时长约 95 分钟。 

【名额】 2 家 

【广告回报】  

合作权益 

 

合作企业可在宣传推广活动中使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晚会 XX 合作伙伴”名义，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使

用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8日。 

一、前期宣传回报 

5秒合作伙伴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XX 合作伙伴——***（合作企业名称）（口

播内容可另行协商）。”标版后播出合作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播出频道： CCTV-1、17。 

 频次： 共计 80 次。 

2023 年 9 月 14 日至 23 日，5 秒合作伙伴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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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8:30-11:55 1 次/天 10 次 

30 次 下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14:00-17:50 1 次/天 10 次 

晚间时段或中插 每日 22:30-24:00 1 次/天 10 次 

CCTV-17 

上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7:00-12:00 2 次/天 20 次 

50 次 下午时段或中插 每日 12:00-18:00 2 次/天 20 次 

晚间时段或中插 每日 18:00-23:00 1 次/天 10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5秒合作伙伴标版 

形式： 企业 15 秒广告后播出 5 秒标版，标板画面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XX 合作伙伴——

***（合作企业名称）（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位置： 晚会节目内中插广告段，倒一位置。 

 频次： 共 2 次。 

合作伙伴口播 

和压屏字幕条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提及“XX 合作伙伴——***（合作企

业名称）”内容（具体口播内容另行协商）。口播同时，屏幕下方出

现含企业元素的压屏字幕条。 

 时长： 约 5 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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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次： 共 3 次。 

企业定制环节 

 

形式： 结合晚会主题和合作企业的行业属性，设计定制内容环节，表现其

品牌理念、行业优势等方面情况。具体呈现内容和形式由合作企业、

节目组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三方协商确定。 

时长： 不超过 30 秒/次，具体以节目播出的实际时长为准。 

频次： 共 2 次。 

企业产品展示 

或企业定制场景 

形式： 节目现场摆放合作企业产品，或摆放由合作企业的定制场景道具，

晚会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 

 时长： 整场晚会中累计露出约 30 秒。 

节目内容植入 形式： 在晚会中的访谈环节或语言类节目台词中，提及合作企业的品牌名

称、产品/服务或广告语等商业宣传内容。 

 时长： 不超过 10 秒，具体以节目播出的实际时长为准。 

 频次： 共 1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合作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共 1 次。 

【广告刊例】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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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细分行业限 1 家企业投放，且不能与晚会冠名企业处于同一细分行业（化肥）。 
4. “企业定制内容”回报可能的呈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VCR展示、定制内容口播字幕、

新媒体互动、现场访谈、连线访谈等。 
5. “企业定制内容”“企业产品展示或企业定制场景”以及“节目内容植入”回报中涉

及的企业广告宣传内容，须经总台总经理室广告审查通过后，方可执行相关回报。 
6. 如有必要，合作企业需配合节目组完成“企业定制内容”回报所需的人员邀请接待、

前期拍摄等工作，以及“企业产品展示或企业定制场景”回报所需产品的提供、运输
和保存等工作，或回报所需的物料制作、运输、安装等工作。本方案价格不包含合作
企业相关配合工作所需的费用。 

7. 本方案节目内硬性广告（5 秒合作伙伴标版及 15 秒企业广告）承诺在 CCTV-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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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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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融媒体特别支持 

【名额】 1 家 

合作权益 

 

投放企业可在宣传推广活动中使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晚会融媒体特别支持”名义，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使用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8日。 

一、CCTV-1、17《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特别支持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9 月 23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间黄金档，CCTV-1 综合频道、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联合首播，晚会总时长约 95 分钟。 

【广告回报】  

1、前期宣传回报 

5 秒特别支持标板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口播内容

可另行协商）。”标板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播出频道： CCTV-1、17。 

 频次： 共计 35 次。 

2023 年 9 月 17 日至 23 日，5 秒特别支持标板+15 秒企业广告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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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时段 每日 8:30-11:55 1 次/天 7 次 

14 次 
下午时段 每日 14:00-17:00 1 次/天 7 次 

CCTV-17 
白天时段 每日 7:00-18:00 2 次/天 14 次 

21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18:00-23:00 1 次/天 7 次 

 

2、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支持标板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口播内容

可另行协商）。”标板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位置： 晚会节目内中插广告段，正二或倒二位置。 

 频次： 2 次。 

主持人口播 

和压屏字幕条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感谢***（企业名称）对本场晚

会的大力支持（具体口播内容另行协商）。”口播同时，屏幕下方

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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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长： 约 5 秒/次。 

 频次： 2 次。 

企业定制内容 形式： 结合晚会主题和企业自身特点，设计定制内容，表现其品牌理念、

技术创新、社会责任等方面情况。具体呈现形式包括 VCR展示、

定制内容口播、现场访谈、连线访谈等。具体呈现内容和形式由

企业、节目组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三方协商确定。 

时长： 不超过 20 秒/次。 

 频次： 1 次。 

企业产品展示 

或企业定制场景 

形式： 节目现场摆放合作企业产品，或摆放由合作企业的定制场景道

具，晚会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 

 时长： 整场晚会中累计露出约 15 秒。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 

二、CCTV-17《2023 年网络丰晚》特别支持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9 月 23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晚间，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首播，

晚会总时长约 60 分钟。 

【广告回报】  

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支持标板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板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网络丰晚由***（企业名称）特别支持（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标板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位置： 晚会节目内中插广告段，正二或倒二位置。 

 频次： 2 次。 

主持人口播 

和压屏字幕条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感谢***（企业名称）对本场晚

会的大力支持（具体口播内容另行协商）。”口播同时，屏幕下方

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 

 时长： 约 5 秒/次。 

 频次： 2 次。 

企业定制内容 形式： 结合晚会主题和企业自身特点，设计定制内容，表现其品牌理念、

技术创新、社会责任等方面情况。具体呈现形式包括 VCR展示、

定制内容口播、现场访谈、连线访谈等。具体呈现内容和形式由

企业、节目组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三方协商确定。 

时长： 不超过 20 秒/次。 

 频次： 1 次。 

企业产品展示 

或企业定制场景 

形式： 节目现场摆放合作企业产品，或摆放由合作企业的定制场景道

具，晚会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 

 时长： 整场晚会中累计露出约 15 秒/家。 



197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中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 

 频次： 1 次。 

三、新媒体广告回报 

【发布平台】 央视频客户端、央视三农新媒体账号 

【广告回报期】 2023 年 9 月（以实际播出日期为准） 

直播 直播推流 在新媒体端对电视端《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及《网络丰晚》节

目进行推流。 

发布平台：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央

视频客户端“央视三农”账号 

频次：各2场 

短视频 短视频直发

/拆条 

在新媒体发布的节目相关拆条短视频中体现企业相关元素（具体

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平台：央视三农微博、抖音、快手、头条、微信视频号，央

视频客户端“央视三农”账号 

频次：各8条 

微博 微博直发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博，在微博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

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三农微博 

频次：1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围绕节目内容发布微信文章，在微信文章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

呈现形式协商确定） 

发布账号：央视三农微信 

频次：1篇  

客户端 首页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首页焦点图体现企业元素，形式为独占（具体呈

现形式协商确定） 

频次：共1天 

【广告刊例】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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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投放企业不能与《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冠名企业处于同一细分行业（化

肥） 

4. 除本方案投放企业外，《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可能还将招商其他特别支持企

业。 

5. “企业定制内容”回报中涉及的企业广告宣传内容，须经总台总经理室广告审查通过后，

方可执行相关回报。 

6. 本方案节目内硬性广告（5 秒特别支持标版及 15 秒企业广告）承诺在 CCTV-17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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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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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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总台新媒体账号只负责内容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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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企业可以使用经总台新媒体及总经理室确认后的海报进行商业宣传，不可擅自对海报内

容进行修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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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海报、节

目预告、节目切条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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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此方案回报须于广告回报期内执行完毕，若因代理公司原因（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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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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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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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17 

《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会》独家冠名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暂定），CCTV-1 综合频道、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次黄档联

合首播，晚会总时长约 95 分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 

 

冠名企业可在宣传推广活动中使用企业与晚会的联合 LOGO以及“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 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会独家冠名”名义，须经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使用期限自签约之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一、宣传片广告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晚会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画面体现冠名企业元素、冠名企业

与晚会的联合 LOGO，并配音：“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

会由***（冠名企业）独家冠名播出（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播出频道： CCTV-1、17。 

 频次： 共计 35 次。 

晚会播出前一周至晚会播出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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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时段 每日 8:30-11:55 1 次/天 7 次 

21 次 下午时段 每 14:00-17:00 1 次/天 7 次 

傍晚时段或中插 每 17:00-18:00 1 次/天 7 次 

CCTV-17 
上午时段 每日 7:00-12:00 1 次/天 7 次 

14 次 
下午时段 每 12:00-18:00 1 次/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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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会由***（冠名企业）独家冠名播出（口

播内容可另行协商）。”标版后播出冠名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位置： 晚会节目内第一、二、三个中插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每段 1 次，共 3 次。 

冠名口播和 

压屏字幕条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2022 年度乡村振兴群英汇晚

会由***（冠名企业）独家冠名播出（口播内容可另行协商）。”

口播同时，屏幕下方出现含企业元素的压屏字幕条。 

 频次： 共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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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字幕融入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提示字幕、滚动字幕等位置出现冠名企业

LOGO 或企业与晚会的联合 LOGO（字幕内容不体现企业元

素）。 

 频次： 共 5 次。 

角标 形式： 晚会播出过程中，屏幕右下角交替出现晚会 LOGO和冠名企业

LOGO。 

 时长： 冠名企业 LOGO出现时长不少于晚会总时长的 30%。 

节目现场布景 形式： 节目现场广告位（如主屏画面、灯箱、桌牌等）出现冠名企业

LOGO或企业与晚会的联合 LOGO，晚会播出时给予镜头体现。 

节目内容植入 形式： 结合晚会主题和冠名企业自身特点，在节目内容中融入企业品

牌、产品等商业元素。具体呈现内容和形式由冠名企业、节目

组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三方协商确定。 

时长及频次： 整场晚会中，累计播出时长不超过 60 秒，最多分 3 次播出。 

企业代表出镜 形式： 邀请冠名企业代表参加晚会录制，并给予镜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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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刊例】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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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内容植入”回报可能的呈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VCR 展示、定制内容口播、语

言类节目台词提及、现场访谈、连线访谈等。回报中涉及的企业广告宣传内容，须经总

台总经理室广告审查通过后，方可执行相关回报。 

4. 如遇特殊原因，导致企业代表无法参加晚会录制，“企业代表出镜”回报将调整为 VCR

出现企业代表镜头等其他形式，具体由冠名企业、节目组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三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 

5. 如有必要，冠名企业需配合节目组完成“节目内容植入”和“企业代表出镜”回报所

需的人员及物料提供、前期拍摄等工作，本方案价格不包含冠名企业相关配合工作所需

的费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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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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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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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7《致富经》助农富农合作伙伴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7《致富经》 

l 首播：周一至周五约 21:25-21:55 

l 重播：周一至周五约 8:30、17:00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共 30 期。 

【广告回报】  

5 秒标板+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 LOGO，并配音：“2023 年

《致富经》助农富农合作伙伴——***（企业名称）（口播内容可

另行协商）。”标版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位置： 《致富经》中插一，倒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共 30 次。 

合作伙伴口播 

+压屏字幕条 

形式： 节目播出过程中，主持人口播提及企业名称及“《致富经》助农富

农合作伙伴”名义，同时屏幕下方出现相应内容的压屏字幕条（口

播、字幕具体内容可另行协商）。 

时长： 约 5 秒/次。 

频次： 1 次/期，共 30 次。 

节目内容植入 形式： 在节目内容中出现企业相关内容，包括画面露出企业元素、采访

内容提及企业信息等。具体呈现内容和形式由企业、节目组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三方协商确定。 

时长： 每期累计时长不超过 20 秒。 

期数： 共 30 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广告位出现企业元素。 

 频次： 1 次/期，共 30 次。 

【广告刊例】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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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内容植入”回报中涉及的企业广告宣传内容，须经总台总经理室广告审查通过后，

方可执行相关回报。 

4. 本方案节目内硬性广告（节目内 15 秒企业广告）承诺在节目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

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