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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 

《新闻 30 分》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新闻 30 分》是总台午间的王牌新闻栏目，拥有忠实且庞大的观众群

体。许多人已养成在正午时分打开电视的习惯，在享受物质午餐的同时汲取

精神食粮的营养。 

l 至 2023 年，《新闻 30 分》已经开播 28 年，其稳定的收视率造就了极

佳广告的传播效果。收视人群以高收入、高学历的男士为主，含金量极高。

精准锁定目标收视群体，高效提升品牌形象。 

【广告亮点】 l 多年来收视表现稳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前列。 

l 高端受众高度聚焦，信息直达意见领袖。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CCTV-新闻并机播出  周一至周日 12:00-12:3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 30

分》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标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365 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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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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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 

《晚间新闻》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晚间新闻》每晚 22:00 在 CCTV-1 准时为观众总结一天新闻精华，梳理国

内外当日新闻热点，追踪新闻事件发展。《晚间新闻》是官方政策的首发核心

平台，是政府官员、商界精英每日了解官方口径的必选窗口；被誉为总台新

闻影响力仅次于《新闻联播》的重要时政新闻窗口。 

【广告亮点】 l CCTV-1 晚间 22 点档的唯一新闻节目，稀缺性明显。 

l 仅次于《新闻联播》的权威时政栏目，高端官方政策发布的平台。 

l 三高人群收视集中，深受高端政商人群喜爱，更是高端政府官员视线汇

聚的焦点。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  周一至周日 22:00-22:30（节目时间为暂定，以实际播出为准）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晚间新闻》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二、提示收看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5 秒提示收看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名

称）提示您收看 22:00《晚间新闻》”（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

版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CCTV-1 “晚间新闻前”广告段播出（周一至周日约 21:55）。 

 频次： 1 次/天。 

三、企业广告回报：15 秒企业广告在各频道播出安排如下 

 

广告回报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新闻 30 分前 CCTV-新闻 时段 约 11:55 1 次/天 

下午直播时段 CCTV-新闻 时段 约 14:00-16:30 1 次/天 

《朝闻天下》D 套装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中插三、七 约 6:35、7:30 各 2次/天 

 说明：“新闻 30 分前”、“下午直播时段”在 2023 年除夕当日及 2023 年 3 月 3 日至 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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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暂定)两会期间不承诺播出。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单日 186 7,654 

 全年双日 179 7,325 

 全年连续 365 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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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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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共同关注》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共同关注》是新闻频道的日播新闻资讯品牌栏目，该栏目旨在“倾听

民声、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对当下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热点新闻事件和

热点新闻现象进行深度报道和剖析，紧贴大众生活，深受百姓喜爱。 

l 《共同关注》占据 18 点晚间黄金时段起点，紧邻《新闻联播》，是新闻

频道每天晚间收视高峰的开端。全面贴近受众收视习惯，收视率表现稳

定，稳居新闻频道前列。  

【广告亮点】 l 多年来收视表现稳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前列。 

l 高端受众高度聚焦，信息直达意见领袖。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18:00-18:5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共同关注》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一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364 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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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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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东方时空》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东方时空》已经连续 29 年在每晚的黄金时间与观众见面，称得上是“央

视新闻“的代名词。节目内容一贯坚持主流性和新闻性，坚持对新闻事件和

人物进行全面、深度、个性化的报道，是聚焦热点新闻的最佳窗口。节目自

1993 年开播以来，不断推陈出新，引领了中国电视发展潮流，也培养了大批

忠实观众，深受大众喜爱。 

l 《东方时空》被誉为中国电视优秀主持人和记者的“黄埔军校”，可以说，

央视每位优秀的新闻人几乎都是从《东方时空》开始自己的职业历程，栏目

专业化、影响力不言而喻。 

【广告亮点】 l 新闻栏目的“常青树”，多年来收视位居新闻频道领先地位。 

l 收视稳定，受众忠实度高，高端人群优势明显。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20:00-20:5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东方时空》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364 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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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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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 《东方时空》提示收看 

【广告亮点】 l 新闻栏目的“常青树”，多年来收视位居新闻频道领先地位。 

l 收视稳定，受众忠实度高，高端人群优势明显。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20:00-20:5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5 秒提示收看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

名称）提示您收看《东方时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后

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一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364 次。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364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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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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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 《新闻 1+1》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新闻 1+1》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新闻评论类栏目的王牌，

于每周一至周五 21:30 黄金时间播出。当家主播以“新闻观察员的身

份”直击热点话题，通过冷静的分析、客观的报道及独特的视点解读

事件真相，进行权威评论。 

l 投放《新闻 1+1》，让品牌绑定最前沿的新闻事件，绑定最深度的新闻

评论，绑定最具实力的收视人群，实现品牌栏目强强联合，获得品牌

价值 1+1>2 的传播效果！ 

【广告亮点】 l 新闻频道新闻评论类节目王牌，主持阵容强大，受众稳定。 

l 深度热点、深度评论，让企业形象与社会深度融合。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提示收看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 1+1》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260 次。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260 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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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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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 《新闻 1+1》提示收看 

【广告亮点】 l 新闻频道新闻评论类节目王牌，主持阵容强大，受众稳定。 

l 深度热点、深度评论，让企业形象与社会深度融合。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提示收看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企业

名称）提示您收看《新闻 1+1》”（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后

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中插正常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208 次。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260 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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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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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国际时讯》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国际时讯》是新闻频道国际新闻资讯栏目第一品牌，栏目依托海外中

心记者站及北美、非洲两大分台，立足于迅速、全面地对外部世界进行全景

式报道。每晚 22 点，《国际时讯》带领观众纵览全球大事小情，领略世界

多元文化。 

l 更开阔的国际瞭望平台，更快捷的国际时事通道。更具现场感，更富独

到观点的国际新闻。投放《国际时讯》，使企业品牌与最新鲜的国际资讯无

缝衔接，借力国际热点，传达品牌理念，塑造品牌形象。 

【广告亮点】 l 收视高峰时间段播出，推动品牌获得更高关注。 

l 高端人群作为节目忠实受众，赋予品牌高端气质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2:00-22:3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国际时讯》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260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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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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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环球视线》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环球视线》是新闻频道国际新闻评论类栏目第一品牌。周一到周五每

晚后黄金时间，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将围绕当天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事件，对新

闻进行深度分析和评论。为观众分析国际热点新闻，揭示问题核心，带领观

众浏览天下大事。 

l 栏目吸引了一批高学历、高收入的管理岗位成熟人士收看，他们不仅是

社会的中坚力量，更是重大消费的决策群体。投放《环球视线》，借力全球

大势传递品牌理念，让品牌价值成为全球视线的焦点。 

【广告亮点】 l 权威主播，金牌专家，豪华阵容，造就栏目超高品质。 

l 新闻频道后黄金时段播出，是高端政商人士收看电视的高峰时间。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2:30-23: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环球视线》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260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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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225	
	

2023 年 CCTV-新闻 《24 小时》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24 小时》是新闻频道每天 23:00 播出的综合新闻资讯栏目。在每天的

最后一小时里，按照国际、财经、文化、体育等分门别类梳理当天发生的新

闻重点、热点，并由主持人犀利点评，让观众迅速把握全天新闻脉络。 

l 《24 小时》提取一天新闻资讯精华，梳理全天最有价值的新闻。定位高

端人群，是深夜归家的政商人士接触全天新闻资讯的绝佳平台。投放《24 小

时》，让品牌与高端政商人士亲密接触。 

【广告亮点】 深受晚间收看电视的繁忙政商人士喜爱，为品牌打造独特的高端文化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23:00-23:5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投放期不包括 2023 年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24 小时》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364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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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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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新闻调查》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新闻调查》是一档舆论监督和深度调查栏目，深受广大受众关注。栏目

注重研究真问题、探索新表达，以调查采访的形式，层层挖掘事实真相；在社

会关注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中，都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l 《新闻调查》以其冷静、深入的调查风格深受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也受

到高层领导的关注。不但解答了公众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疑问，也督促相关部

门改进工作、改善服务，为促进和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发挥作用。 

【广告亮点】 l 深度调查类节目社会关注度高。 

l 栏目紧紧锁定精英人群，吸引主流消费人群。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六 21:30-22:1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调查》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51 次（不含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广告刊例】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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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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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面对面》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面对面》是新闻频道唯一的人物专访类节目，占据周日晚黄金时间，

以新闻事件为切入，让观众透过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视角，去审视新闻事件背

后人性的闪光点，让主持人与受访者观点的碰撞，启迪观众关于世界更深的

思考。 

l 近年来，《面对面》收视群体高度稳定，高知群体始终是栏目的忠实受

众。他们活跃在各领域的风口浪尖，是最具消费力的决策群体。投放《面对

面》，让企业品牌与焦点人物共同讲述，与目标受众面对面真诚沟通，赢得

高效传播。 

【广告亮点】 l 收视持续稳定，领军新闻频道周播栏目。 

l 汇聚国内外重量级人物，高端人士密切关注，为企业提供高质量传播平

台。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日 21:30-22:15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面对面》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53 次。 

【广告刊例】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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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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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新闻周刊》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新闻周刊》是新闻频道一本 45 分钟的电视杂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主持人白岩松敏锐捕捉国内热点新闻，犀利点评社会焦点事件，带领观众将

过去一周的中国故事一一梳理。栏目深受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喜爱，聚合高

品质人群，推动品牌获得更高关注。 

【广告亮点】 l 每周六晚间 22:15 黄金时间首播，聚焦忠实受众群体。 

l 高品质栏目锁定忠实观众，覆盖社会精英收视群体。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六 22:15-23: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新闻周刊》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51 次（不含 1 月 21 日除夕当日）。 

【广告刊例】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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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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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新闻《世界周刊》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世界周刊》是新闻频道关于国际新闻深度分析最权威和最具代表性的栏目

之一,带领观众聚焦热点事件，从视线、人物、故事等板块进行全方位深度剖

析，为观众提供更具现场感、更富独立思想、更有预见性、看得更明白的国

际新闻。 

【广告亮点】 备受社会精英青睐，汇聚高端购买力，强势打造品牌影响力，常年是国际品

牌投放必争之地。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日 22:15-23: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世界周刊》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共 53 次。 

【广告刊例】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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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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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朝闻天下》是新闻频道的王牌栏目，也是总台在早间最受关注的名片

型栏目之一，拥有多年的稳定收视群体。 

l 带领观众开启全天的新闻资讯窗口，及时获悉重点时政要闻，纵览全球

大事小情。 

【广告亮点】 l 收视表现稳定突出，是早间时段不可错过的收视高峰。 

l 拥有稳定的收视群体，覆盖多种消费人群。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CCTV-新闻并机播出  周一至周日 12:00-12:3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朝闻天下》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标版

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朝闻天下 A/C/D/E 套装正一或倒一位置 

 频次： 2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1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天数】 【刊例价格（万元）】 

 全年连续 365 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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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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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朝闻天下》贴片 A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五、第九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55、7:55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4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4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0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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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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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朝闻天下》贴片 C 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六、第十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7:15、8:10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4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4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0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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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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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朝闻天下》贴片 D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三、第七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30、7:30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4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4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0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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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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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新闻《朝闻天下》贴片 E 套装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四、第八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45、7:45 并机播出）。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单日/全年双日/全年连续 

【频次】 1 次/段，4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2 次/天）。 

【广告刊例】 【投放期】 【广告频次】 
【刊例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724 1,027 1,540 1,925 3,465 

 下半年连续 736 1,045 1,566 1,957 3,522 

 全年单日 744 1,055 1,583 1,978 3,561 

 全年双日 716 1,015 1,523 1,905 3,427 

 全年连续 1460 2,006 3,009 3,761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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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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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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CCTV-1《生活圈》独家特约 

【节目看点】 《生活圈》是 CCTV-1 在 2016 年推出的全新的"融媒体"生活服务类栏目，该

节目利用最先进的"全媒体演播室"，融合多种创新互动方式和呈现手段，兼具高度

开放性、互动性、新闻性、服务性。搭建真实的"生活圈圈友群"网络平台，以分享

新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新健康、新消费、新科技、新文化、新时尚”为定位，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对全媒体环境下各类生活信息的甄别，实现对生活

技巧、生活智慧、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科学探讨和引导。 

《生活圈》栏目每周一至周五，CCTV-1 早间 8:30 播出，时长 45 分钟，节目

内容在新媒体平台同步分发。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周一至周五，约 08:30，共 260 期（含特别节目）。 

【名额】 独家 

【广告投放期】 全年，共 260 期。 

【广告回报】  

特约权益回报 

权益： 特约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2023 年《生活圈》由***（企业名称）特约播映”

字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权益期限：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节目内回报（共计 260 期） 

5 秒特约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l 特约标版时长 5 秒，特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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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特约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l 15 秒企业广告紧跟 5 秒特约标版后播出。 

 位置及

频次： 

在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各播出 1 次/期。 

口播或画外音 形式：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欢迎收看由***（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的《生

活圈》”（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2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 

l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 1,7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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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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处理。 

3. 《生活圈》特约企业同时享有同时段播出的《生活圈》特别节目冠名权益，回报同

《生活圈》日常节目特约回报。 

4. 本节目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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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生活圈》赞助招商方案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周一至周五，约 08:35，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 260

期（含特别节目）。 

【广告投放期】 共 260 期。 

【名额】 2 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共计 260 期） 

5 秒赞助标版+15 秒

企业广告 
形式： 

l 赞助标版时长 5 秒，赞助标版画面可出现企业名称及标

识，并配音：“2023《生活圈》由***（企业名称）提供

赞助”（内容可协商确定）。 

l 5 秒赞助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在： 

 频次： 在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各 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 形式：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2023《生活圈》由***（企业名称）

赞助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1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 1,380 万元/家 

说明： 

1. 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央广播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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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规定处理。 

3. 本节目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4. 《生活圈》特别节目播出时间待定，首播时间不限于 8：30 且播出安排为周一至周日。

如《生活圈》特别节目在全天播出，则整期广告回报带入，待节目播出后根据具体播出时

段核算实播时段价值。 

5. 本方案不包括企业赞助产品的价值。赞助产品由赞助企业另行提供。 

6. 本方案行业不排他但品类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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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1《开讲啦》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l 《开讲啦》栏目于 2012 年 9 月开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每周六晚

播出，每期时长四十五分钟。栏目定位于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多次受到

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202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芬、航天员陈冬、女排队长朱婷等一

大批“中国青年心中的榜样”作为开讲人登上节目舞台，以故事化的叙事、情

感化的表达在润物无声间传递主流价值观。 

l     节目还注重“年轻化”和“全媒体”传播特点，依托《开讲啦》品牌优势

进行全链条、全平台的开发，打造了如“撒开聊”等诸多具有传播力、影响力

的延伸 IP，取得了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l      在播出 10 周年之际，节目进行了全新的改版升级。此次升级主打“思想

+艺术+技术”的融合理念。在内容上更加贴合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受众习惯，打

造更受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互动型”公开课；在舞美上运用最新 XR技术，通

过打通虚拟与现实界限，让在场青年和观众仿佛置身独立空间，沉浸式体验“开

讲。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CCTV-1，周六约 22:38，共 50 期（含特别节目）。                

【名额】 独家 

【广告投放期】 全年，共 50 期。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回报 

 权益：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由“***（冠名企业名称）2023 开讲

啦”字样，须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审定并备案。 

 权益期限：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一、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冠名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可出现由冠名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

联合 logo。 

 频次： 15 秒冠名宣传片播出安排如下： 

l 在 CCTV-1 白天滚动（08:30-18:00 之间）播出，共计 360 次。 

二、节目内回报（共 50 期）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由冠名企业标识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节目联合 logo。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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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秒冠名标版+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l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标版画面可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

音：“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内容可协商

确定） 

 位 置 及 频

次： 

5 秒冠名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在： 

l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1 次/期。 

l 节目内中插第二个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1 次/期。 

现场回报 形式： （1）现场大屏幕、主持人手持数据终端背面出现冠名企业标识和节目

名称组成的冠名节目联合 logo。 

（2）现场观众使用手持数据终端（限第 1 排）可印有出现冠名企业标

识和节目名称组成的冠名节目联合 logo。 

（3）进入 “云端小纸条”（暂定名）环节时，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

业标识和节目名称组成的冠名节目联合 logo，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

音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提及:“***（企业名称）开讲啦”。（内容可协商

确定） 

 频次： 各 2 次/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由冠名企业标识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 logo，每期角

标出现的总时长不少于本期节目总时长的 30%。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企业名称）”。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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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讲啦》特别节目播出时间待定，首播时间不限于 22：38 且播出安排为周一至

周日。如《开讲啦》特别节目在全天（8：00-25：00 之间）播出，则整期广告回

报带入，此频次视为本方案承诺频次正常执行。 

4. 本方案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5. 本方案广告价值不包含赞助企业提供的赞助产品。赞助产品由赞助企业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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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星光大道》电商互动合作伙伴 

【节目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l 2023 年《星光大道》年赛分赛 CCTV-1：17：30 首播共计 30 期，CCTV-3 重

播。 

l 2023 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 CCTV-1 晚间黄金档首播。 

l 2023 年《星光大道之嘉年华》CCTV-1 春节期间白天首播。   

【广告投放期】 全年，共 52 期。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15 秒宣传片 形式： 15 秒节目宣传片画面下方出现字幕，字幕内容可提及通过***（企业名

称）报名的内容（内容可协商确定），时长约 3 秒。 

 频次： 15 秒宣传片播出安排如下： 

CCTV-1 白天：8：30-17：45 之间滚动播出，共计 360 次。 

二、节目内回报（共 52 期） 

5 秒标版+15 秒企

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2023 年《星光

大道》电商互动合作伙伴：***（企业名称）”（内容可协商确定）。

标版后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节目内第一个广告段播出 1 次/期。 

 位 置 及 频

次： 

5 秒冠名标版+15 秒企业广告在： 

节目内第一个广告段播出 1 次/期。 

主持人口播或画外

音及字幕 

形式： 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及字幕出现“***（企业名称）邀您参与

2023 年《星光大道》互动”（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各 1 次/期。 

报名提示口播或画

外音及字幕 

形式： 节目中，主持人口播或画外音及字幕提及通过***（企业名称）报名的

内容（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各 1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鸣谢***企业名称或 logo。 

 频次： 1 次/期。 

三、新媒体回报   

【投放期】 2023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具体播出时间按实际情况协商而定） 

【播出平台】 央视频及央视文艺客户端 

1、授权   

授权权益： 授予京东“2023 年《星光大道》线上报名合作伙伴”（暂定名）权益，企业可用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241	
	

宣传使用（相关宣传安排需向总经理室报备并审定后方可使用，具体协商而定）。 

2、客户端流量资源 

（1）央视频客户端 

综艺 TAB 页 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综艺页焦点图出 2023 年《星光大道》线上报名通道

专属内容，形式为独占，可外链至相关报名页面。 

频次：共 52 天 

 浮标 在央视频客户端综艺页浮标出 2023 年《星光大道》线上报名通道专

属内容，形式为独占，可外链至相关报名页面。 

频次：共 52 天 

专题页内 搭建 推出 2023 年《星光大道》专属线上报名页面。 

共 1 个 

 定制模块 在《星光大道》专属报名页面内出京东相关品牌 logo、产品等定制元

素。 

共 1 个 

综艺 TAB 页 焦点图 在央视频客户端综艺页焦点图出 2023 年《星光大道》线上报名通道

专属内容，形式为独占，可外链至相关报名页面。 

频次：共 52 天 

（2）央视文艺客户端 

首页 信息流 在央视文艺客户端首页出 2023 年《星光大道》线上报名专属信息流

内容，形式为独占，可外链至相关报名页面。 

频次：共 364 天 

专题页内 搭建 推出 2023 年《星光大道》专属线上报名页面。 

共 1 个 

 定制模块 在《星光大道》专属报名页面内出京东相关品牌 logo、产品等定制元

素。 

共 1 个 

【广告刊例】 5,100 万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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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方案广告回报仅承诺首播频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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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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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内回报内容须与节目整体要求相符，不得过于商业化，具体意见以节目部门为准，

若因商业化问题导致内容不能发布，责任由合作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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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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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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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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4《鲁健访谈》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对话环球视野中的影响人物 

《鲁健访谈》为一档周播的高端人物访谈节目，节目时长 30 分钟。由 CCTV-4

资深主持人鲁健担任节目主持人。人物选题方向为全球影响力人物（包括政治、

经济、科技、体育、文化等领域）、海外杰出华人、国内领军人物等。节目形态

为纪录加访谈。 

Ø 这是一档视野更开阔的节目，角度不仅是中国、世界，还可以是人

类； 

Ø 这是一档聚焦“人”的深度访谈节目，注重人物的故事、观点和细

节； 

Ø 这是一档

有主持人印记

的节目，塑造

主持人采访风

格； 

Ø 这是一档

影像有质感的

节目，采用高

清 DV 拍摄，

对访谈用光和

声音收录提出更高的要求，后期采用更考究的画面处理。 

【广告亮点】 

1. CCTV-4 首档以知名主持人个人命名的深度访谈节目， 

2. CCTV-4 周末晚间黄金时间首播，汇集高端人群，各领域内专家以及众多社

会知名人士，保证节目专业性与热度，收视有保证。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CCTV-4 每周五 22:00-22:30，每期 30 分钟。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共 52 期。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宣传片 形式：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元素，配音：“《中国舆论场》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频次：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宣传片播出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今日环球 周一至周日 08:00-09:00 1 次/天 365 

CCTV-4 中国新闻 12 点 周一至周日 12:00-13:00 1 次/天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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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目内回报  

5 秒标版+15 秒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冠名”(内容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

业广告。 

位置及频次 在节目内中插广告正一位置播出，1 次/期。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或 LOGO。 

时长： 企业元素出现时长约 3 秒。 

频次： 1 次/期。 

转场片花/开关板 形式： 节目转场片花/开关板中出现冠名企业名称或 LOGO。 

时长： 企业元素出现时长约 3 秒。 

频次： 平均 2 次/期。 

口播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冠名”(内容可协商

确定)，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 

频次： 各 2 次/期。 

冠名角标 形式： 节目播出过程中，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LOGO 和节目名

称组成的联合 LOGO角标（或企业 LOGO与节目 LOGO翻版

交替出现） 

时长： 播出时间不少于节目时长的 30%。 

现场布景 形式： 在节目录制现场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可依据企业需求定

制，需与节目组协商确认。 

频次： 每期出现时长约 30 秒。共 40 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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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媒体回报   

【发布平台】 CCTV4 在央视频及第三方平台账号；央视频客户端。 

【播出时间】 2023 年（具体日期以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1、华语新媒体回报 

CCTV4 在央视频及

第三方平台账号 

 

短视频定制 

 

CCTV4 的抖音号，为企业定制并发布短视频（时长 2 分钟

以内），短视频可深度展示企业品牌理念、故事或相关商

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频次： 共 1 条。 

 短视频拆条 

 

频次： 

CCTV4 的抖音号，在节目播出后，对节目精彩内容进行拆

条，拆条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每期 1 条，共 10 期。 

 海报内元素体现 

频次： 

在节目相关预告海报中，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

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张。 

 微博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发布含企业元素的海报（具体呈现形式可

协商确定）。 

共 1 条。 

 短视频直发 

 

频次： 

CCTV4 的微博、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央视频号，直发短

视频，短视频内设计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呈现形式可协商

确定）。 

每个账号 11 条。 

 文章供稿 

 

频次： 

CCTV4 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由企业提供稿件的文章（具体

呈现形式可协商确定）。 

共 1 篇。 

2、央视频回报   

央视频客户端 开机启动图 

频次： 

央视频客户端开机启动图（1/4 轮）。 

共 1 天。 

【广告刊例】 2,428 万元 

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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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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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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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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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方案节目现场广告回报仅供参考，以最终三方协商为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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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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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企业对于该报道项目的宣传活动须以总台新媒体宣传内容和进度为准，若因企业擅自宣传导

致的相关问题，由企业自行承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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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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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视频、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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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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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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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CCTV-4《今日关注》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今日关注》是中文国际频道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一档时事述评品牌栏目。

栏目紧密跟踪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新闻话题，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和高级官

员，梳理新闻来龙去脉，分析新闻背后的新闻，评论新闻事件的影响和发展趋势。  

l 频道收视王牌，长期雄踞顶峰 

开播十余年来，《今日关注》一直是中文国际频道的品牌栏目，有大事，看

四套，已经成为一种收视趋势。2023 年，《今日关注》将继续聚焦全民热点，为

更多关注时事的高素质受众带来更为权威与精彩的解读。 

【广告亮点】 

l 全年不间断独占 CCTV-4 黄金时段，助力品牌轻松获得黄金关注度 

l 高端定位，携手品牌共同打造高端形象 

l 中文国际频道收视高峰，为品牌影响力保驾护航。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日 21:30-22:00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364 期（不包含除夕）。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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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 置 及 频

次： 
节目片头后正一位置，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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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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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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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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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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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记忆》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为国家留史，为民族留记，为人物立传 

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大历史、小细节，引领正

确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展现家国情怀、中国道路、中国精神、时代潮

流、民族命运、大国梦想的沿革，为国家为社会凝心聚力。 

l 编排方式和技术手段创新，节目形式更具吸引力 

依靠“水平编排”的连续性、同一性，实现历史类纪录片的“电视剧情化”，

吸引观众持续关注。采用主讲人讲述故事、小片解说、亲历者采访、背景音乐

等多种元素，增强节目的节奏、感染力和吸引力。 

【广告亮点】 
l 备受社会主流人士青睐，汇聚主流人群购买力，目标受众精准 

l 节目品质高、口碑好，利于企业打造高端品牌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五 20:00-20:30，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20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本节目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

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1 条。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中插广告段正一或倒一位置，1 次/期。 

口播和字幕 形式： 节目片头后由画外音口播：“本节目由***（企业名称）独家特

别呈现”（内容可协商确定）。口播的同时，节目画面出现相应

字幕。 

 频次： 各 1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二、宣传片+15 秒硬广回报 

15 秒宣传片+15 秒

硬广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元素，配音：“《国家记

忆》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后接 15 秒企业硬广。 

 播出安排： 2023 年 3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宣传片播出

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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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晚间精品节目后 周一至周日约 23:00 1 次/天 280 
 

【广告刊例】 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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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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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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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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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今日亚洲》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今日亚洲》是中文国际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一档时事述评新闻类

栏目。 

l 栏目携手亚洲 30 家强势媒体，凭借独家资源、权威学者、专业制作，倾

力打造亚太时事述评新闻的高地。离你最近的热点新闻，给你最快的新

闻现场，予你最深的剖析解读。 

【广告亮点】 
1. 占据晚间黄金时段收视高峰，助力品牌轻松获得黄金关注度 

2. 高端定位，携手品牌共同打造高端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六 19:30-20:00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年 311 期（不包含除夕当日）。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今日亚洲》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

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频次 节目片尾后正一位置，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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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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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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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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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舆论场》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l 《中国舆论场》是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国内首档“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

节目推出“中国舆论场指数”，实时关注全网新闻的热点舆情。 

l 节目还将电视、互联网、移动新媒体深度结合，创造性地引入“在线观众

席”，这种融媒体的即时传播与互动方式，既增强节目的趣味性和新鲜感，

也让一向“高冷”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更加亲民、更接地气。 

【广告亮点】 
l 晚间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稳居新闻类节目前列，保证品牌高曝光。 

l 融媒体节目互动更强，全方位传播品牌理念。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每周日 19:30-20:30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年共 53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宣传片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企业元素，配音：“《中国舆论

场》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宣传片播出安

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 13:00-18:00 1 次/天 365 

CCTV-4 中国新闻 12 点 周一至周日 12:00-13:00 1 次/天 365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标版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中国舆论场》

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

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频

次： 

节目片头后正一或倒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或倒一

位置。共计 2 次/期。 

现场植入 形式： 在节目录制现场体现企业元素，具体形式可依据企业需求定制，需

与节目组协商确认。 

 频次： 每期出现时长约 30 秒。共 40 期。 

口播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中国舆论场》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

（口播语可协商确定），同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 

 频次： 各 2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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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刊例】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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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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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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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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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方的家》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l 节目制作团队秉承真诚的态度和自然的风格，以近百人的制作团队、

近千天的拍摄周期、数万名的采访对象，踏遍中国，走向世界。 

l 2023 年节目主题安排紧紧围绕国家政策主题主线，精彩不断。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周一至周五 17:15-18:00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6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远方的家》

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中插广告段正一位置，1 次/期。全年 260 期。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一条。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中插广告段紧跟冠名标版播出，1 次/期。 

全年 260 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标识角标，出现时长不少于节目时长的

30%。共 260 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共 260 期。 

二、宣传片回报 

15 秒宣传片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宣传片中出现“《远方的家》由***（企业

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字样及配音。 

 播出安排：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15 秒宣传片播出安排

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CCTV-4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 13:00-18:00 1 次/天 365 次 
 

【广告刊例】 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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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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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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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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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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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 

提示收看 

【节目看点】 

l 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l 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起源和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全面叙述，全景式呈

现中华民族历史，对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

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全面准确刻画，对建党百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征程的生动诠释，展

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强大凝聚力、认同度和包容性。 

【广告亮点】 l 占据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收视表现位居频道前列。 

【节目播出安排】 首播：CCTV-1：20 点档（暂定） 

重播：CCTV-4：周一至周五 20 点档 

【广告投放周期】 2023 年 10 月（暂定），共 1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一、宣传片回报  

提示收看宣传片 形式：节目宣传片时长 15 秒，片中画面体现提示收看企业元素，口播语提及“***

（企业名称）提示您收看《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暂定名）”。（口播语可协商） 

 节目播出前至播出结束，提示收看宣传片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CCTV-1 
白天时段 每日 07:00-18:00 之间 15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22:30-24:00 之间 15 次 

CCTV-4 
上午时段 每日 07:00-12:00 15 次 

海峡两岸 每日 20:30-21:00 15 次 
 

二、节目内广告回报  

5 秒提示收看

标版 

+15 秒企业广

告 

 

形式： 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本节栏目由***（企业名

称）独家提示收看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随后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

频次：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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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 形式： 节目播出时，画面下方出现字幕：本栏目由***（企业名称）独家提示收看

播出（内容可协商确定）。 

 频次： 1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出现提示收看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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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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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节目在 CCTV-4（亚洲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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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