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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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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人人都爱绿色消费”甄选合作伙伴 

【名    额】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人人都爱绿色消费”甄选伙伴-家电行业：1 家（限

家电行业）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人人都爱绿色消费”甄选伙伴-食品行业：1 家（限

食品行业） 

【合作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回    报】 

一、权益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人人都爱绿色消费’甄选合作伙伴”称号，授权期限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企业的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二、跨频道广告 

广告形式：5 秒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名称）倡导绿色消费，引领健康

生活”（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 2190 次。 

频道 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2 消费主张 周一至周五 19:30-20:00 1 次/天 130 

CCTV-2 《正点财经（16 点档）》内 周一至周五 16:00-17:00 1 次/天 130 

CCTV-3 时段 25 周一至周日约 17:26 1 次/天 180 

CCTV-4 《中国新闻（7 点档）》中插 周一至周日 07:00-07:30 1 次/天 180 

CCTV-9 《寰宇视野》黄金档后（广告 22） 周一至周日约 21:56 1 次/天 180 

CCTV-10 12:45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12:45-13:41 1 次/天 180 

CCTV-11 午后经典大戏中 周一至周日 13:35-15:40 1 次/天 180 

CCTV-12 时段 7 周一至周日约 9:20 1 次/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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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2 时段 22 周一至周日约 0:08 1 次/天 180 

CCTV-新闻 环球视线栏目内 周一至周五 22:30-22:55 1 次/天 130 

CCTV-14 9:00-10:00 栏目/时段 周一至周日 9:00-10:00 1 次/天 180 

CCTV-17 11:00 档栏目前 周一至周日约 11:01 1 次/天 180 

CCTV-17 14:00 档栏目前 周一至周日约 14:21 1 次/天 180 
 

备注：以上段位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单/双日或连续周期播出。 

【广告刊例】3,850 万元 

说明： 

1. 本方案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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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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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播出时间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及实际播出为准。 

4.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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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生态文明”公益合作伙伴 

【名    额】 独家 

【合作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回    报】 

一、权益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生态文明’公益合作伙伴”称号，授权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企业的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

案。 

 

二、30 秒公益广告片   

广告形式：公益广告内产品植入+署名标版 

围绕“生态文明”主题，由总台和企业共同定制 30 秒公益广告片，在公益广告片内出现企业商业元

素（不得超过 5 秒），后紧跟 3 秒企业署名标版。 

播出安排：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 1430 次。 

频道 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2 《正点财经（16 点档）》内 周一至周五 16:00-17:00 1 次/天 130 

CCTV-2 精品财经纪录内 周一至周五 22:00-23:00 1 次/天 130 

CCTV-9 《寰宇视野》黄金档前（广告 21） 周一至周日约 20:55 1 次/天 180 

CCTV-10 22:00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21:53-22:37 1 次/天 180 

CCTV-12 时段 7 周一至周日约 9:20 1 次/天 180 

CCTV-12 时段 22 周一至周日约 0:08 1 次/天 180 

CCTV-新闻 《24 小时》内 周一至周日 23:00-23:55 1 次/天 90 

CCTV-14 7:00-8:00 栏目/时段 周一至周日 7:00-8:00 1 次/天 180 

CCTV-17 12:00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12:00-12:30 1 次/天 180 

备注：以上段位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单/双日或连续周期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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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媒体回报 

【发布平台】央视频客户端 

【广告形式】  
 

田园 tab页焦点图： 央视频客户端田园 tab页焦点图，形式为 1/4 轮 

频次：共 85 天 

直播前贴片： 央视频客户端 30 秒直播视频前贴片（田园 tab页通发）、形式为 1/4 轮 

频次：共 85 天 

点播前贴片： 央视频客户端 30 秒点播视频前贴片（田园 tab页通发）、形式为 1/4 轮 

频次：共 85 天 

【广告刊例】3,780 万元 

说明： 

1. 本方案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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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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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播出时间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及实际播出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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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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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客户端回报须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报备排期并提前三个工作日提供通过广告审核的素

材。 

7.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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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中国智造”甄选合作伙伴 

【名    额】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中国智造”甄选合作伙伴-汽车行业：1 家（限汽车行业）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中国智造”甄选合作伙伴-IT 行业：1 家（限 IT 行业）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中国智造”甄选合作伙伴-家电行业：1 家（限家电行业） 

【合作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回    报】 

一、权益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智造’甄选伙伴”称号，授权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企业的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二、跨频道广告 

广告形式：5 秒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名称）助力智造中国”（口播语可协商

确定），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 1570 次。 

频道 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2 《正点财经（17 点档）》内 周一至周五 17:00-17:30 1 次/天 130 

CCTV-2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1 次/天 130 

CCTV-4 《中国新闻（7 点档）》中插 周一至周日 07:00-07:30 1 次/天 180 

CCTV-7 广告 024 
周一至周五约 23:32、 

周六日约 23:15 
1 次/天 180 

CCTV-9 《特别呈现》黄金档前（广告 20） 周一至周日约 19:50 1 次/天 180 

CCTV-10 07:00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06:27-07:08 1 次/天 180 

CCTV-12 《天网》内 周一至周五 20:05-20:35 1 次/天 130 

CCTV-新闻 环球视线栏目内 周一至周五 22:30-22:55 间 1 次/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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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4 14:00-15:00 栏目/时段 周一至周日 14:00-15:00 间 1 次/天 180 

CCTV-17 11:00 档栏目前 周一至周日约 11:01 1 次/天 180 
 

备注：以上段位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单/双日或连续周期播出。 

 

三、财经新媒体《浪潮之巅》单期定制 

《浪潮之巅》是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 IP 视频系列，由主持人陈伟鸿以沉浸式访谈的方式，与企

业家一同问商道、探趋势、找答案。 

【播出平台】 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平台账号 

【项目回报】  

跨平台 一般短视频定制： 在央视财经新媒体第三方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为企业定制的

《浪潮之巅》视频定制，视频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

内容、发布平台三方协商而定，具体发布平台以节目组意见

为准）。 

  频次：共 1 条。 

微博 博文直发： 在央视财经微博账号上直发微博，微博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具

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条。 

微信 文章供稿： 在央视财经微信账号上直发文章，文章内可体现企业元素（形

式及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频次：共 1 篇。 

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1/2。 

  频次：共 5 天。 

 焦点图： 央视财经客户端焦点图，最后 1 帧。 

  频次：共 5 天。 

   

【广告刊例】3,800 万元 

说明： 

1. 本方案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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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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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播出时间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及实际播出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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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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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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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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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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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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此方案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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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2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健康中国优享合作伙伴 

【名    额】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健康行业合作伙伴-食品行业：1 家（限食品行业） 

l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健康行业合作伙伴-大健康行业：1 家（限大健康行业） 

【合作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回    报】 

一、权益 

授予企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健康中国优享合作伙伴”称号，授权期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企业的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

案。 

 

二、跨频道广告 

广告形式：5 秒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名称）邀您共享健康生活”（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播出安排：跨频道滚动播出共计 1740 次。 

频道 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2 职场健康课 周日 19:30-20:30 1 次/天 50 

CCTV-2 《正点财经（9 点档）》内 周一至周五 9:00-10:00 1 次/天 130 

CCTV-3 时段 13 周一至周日约 12:26 1 次/天 180 

CCTV-4 《中国新闻（19 点档）》中插 周一至周日 19:00-19:30 1 次/天 120 

CCTV-9 《寰宇视野》黄金档前（广告 21） 周一至周日约 20:55 1 次/天 180 

CCTV-10 12:45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12:45-13:41 1 次/天 180 

CCTV-11 午间电视剧第一集贴片(广告 007） 周一至周日约 11:40 1 次/天 180 

CCTV-12 广告 13（下午档电视剧后） 周一至周日约 16:32 1 次/天 180 

CCTV-新闻 《24 小时》内 周一至周日 23:00-23:55 1 次/天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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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5 《中国节拍》中插 周一至周日 6:00-6:30 1 次/天 180 

CCTV-17 17:00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 17:00-17:30 1 次/天 180 

备注：以上段位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单/双日或连续周期播出。 

 

三、新闻新媒体《医问到底》节目合作  

随着全民对健康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加，尤其是在面对未知疾病时，亟需权威专家给予具体的预防和

治疗指导。在此背景下，央视新闻推出医疗类科普短视频栏目——《医问到底》，每期节目时长约 1 分

钟。 

【发布平台】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第三方平台账号 

1、短视频节目内回报 

企业元素体现 形式： 

频次： 

节目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字幕 形式： 

频次： 

节目字幕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片头植入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头中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内容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鸣谢可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每期 1 次，共 15 期 

2、宣发回报 

博文直发 形式： 

 

频次： 

由@央视新闻 新浪微博账号直发微博，围绕节目主题，在微博中体现

企业元素（具体内容由三方协商而定） 

共 2 条 

3、硬广回报 

开机启动图 形式： 

频次： 

央视新闻客户端开机启动图 

共 10 天 

焦点图 形式： 

频次： 

央视新闻客户端焦点图 

共 10 天 

【广告刊例】3,880 万元 

说明： 

1. 本方案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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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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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播出时间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及实际播出为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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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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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央视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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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在平台互斥情况，则不予发布。 

6. 企业可以使用经央视新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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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客户端回报须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报备排期并提前三个工作日提供通过广告审核的素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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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此方案须于广告回报期内执行完毕，若因客户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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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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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公益广告 

【广告亮点】 l 新闻频道自制公益广告，从更加专业的角度阐释大政方针，以更加具

体、形象的公益宣传片深入浅出地温馨提示，关怀人民生活。 

l 丰富的公益主题随季节、时令实时更新；重要广告时段的播出卡位恰

如其分地融入传播语境，为品牌塑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含除夕）。 

公益广告 形式： 公益广告时长 15 秒，固定形式为：公益广告主体内容+尾

板包装。 

Ø 公益广告主体内容画面、口播及音乐均不含任何商

业元素； 

Ø 尾板包装画面可出现公益主题口号、广告主名称

（不超过画面的 1/8），口播及音乐不可出现任何商

业元素； 

Ø 公益广告片须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广告审查。 

 播出安排： 企业 15 秒公益广告在如下时段/栏目内正常位置播出，具体

安排如下：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安排 总频次 

CCTV-新闻 上午直播时段一 周一至周日，约 10:00 1 次/天 364 

CCTV-新闻 下午直播时段一 周一至周日，约 14:00 1 次/天 364 

CCTV-新闻 共同关注前 周一至周日，约 17:55 1 次/天 364 

CCTV-新闻 东方时空内 周一至周日，20:00-21:00 1 次/天 364 

CCTV-新闻 午夜新闻前 周一至周日，约 23:55 1 次/天 364 

【广告刊例】 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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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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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