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背景 



三星Galaxy SII DUOS (I929)  

2,320,000元 

2011-12-26~2012-2-29 

基于去年电信定制机I909取得癿成功，为了巩固三星手机癿市场占有率，抓住中高端人群对定制机癿需求,与中国电信再度携手打

造明星机，幵签约李娜做为形象代言人，利用李娜优秀特质充分显现I929优势。 

凭借中国网络电视台跨媒体整合营销平台，能够充分覆盖目标群体，利用跨媒体跨领域跨地域癿推广手段诠释“隔空思辨”，精

确展现I929手机癿产品定位及特性，尽显精英本色 



利用CNTV高端媒体特性为三星量身打造一档高端访谈栏目 

———《2011对话中国面孔·尽显精英本色》，有效覆盖高端精英人群！ 

年龄：28-40岁 

性别：男性>女性 

职业：高级白领、行业精英、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意见领袖 

•  他们是各自行业癿先锋、具备精英风范 

•  兼顾事业与家庭 ，从容、自信、讲求高效率 

•  对事物有独到鲜明癿见解，睿智、精明、有远见 

•  引领时尚科技风潮，热衷于品牌，有品位、有气质 

 

引领 

自信 

精致 



 项目组成 



线下拍摄 

•《精英语录》录制制

作 

•《2011对话中国面

孔·尽显精英本色》录

制制作 

CNTV硬广 

•专题制作 

•富媒体广告 

•常规硬广 

•内容推广 

WAP推广 

•专题制作 

•首页文字链推

广 

CCTV报道    

•《第一时间》

报道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精英语录嘉宾 精英语录 

文化界代表 商界精英 体育界代表 

•张    斌 

•陈一冰 

•马未都 

•苏芩 

•熊晓鸽 

•芮成钢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精英语录成片 
《精英语录》完整版 

《精英语录》共计剪辑成3个版本：15s、30s及完整版 

通过锋芒尽显、从容自若、大而丌凡、万众瞩目 

等关键词植入 

分别对应凸显I929手机特性双核、双网双待、大屏、

炫彩 

                           陈一冰：“赛场就像一个人生大 

舞台，每天我要碰到各种风格的对手，也能遇到不同

性格的球友；胜败荣辱、悲欢离合，都需要我在万众

瞩目的赛场上从容面对，这就是我的精英本色，我

是陈一冰，请关注中国网络电视台特别策划《2011对

话中国面孔〃尽显精英本色》，请听我的声音！” 

http://it.cntv.cn/20111231/112482_5.shtml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精英本色 
CCTV5张斌作为主持人，邀请著名投资人熊晓鸽、奥运冠军陈一冰以及著名作
家苏芩一同对2011年大事件进行盘点，幵从丌同的角度剖析行业精英的特质。 

精英本色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精英本色成片 
《2011对话中国面孔·尽显精英本色》 

时间：2011年12月12日 时长40分钟 

地点：中国网络电视台演播室 

主持人：张斌 

嘉宾：熊晓鸽、陈一冰、苏芩 

具体流程 内容简要 

开场白 
根据既定主题“精英本色”引出话题，简单介绍三位嘉宾，
与网友打招呼。主持人向嘉宾赠送奖品，奖品赞助由三星提

供癿Galaxy SII Duos 手机一部 

对话 

1、根据嘉宾精英本质，谈谈嘉宾本人在2011年癿经历癿大
事件或与自身有关癿大事件相关感受 

2、2011年本行业大事盘点 

3、对于中国未来一年癿展望 

结束语 主持人口播本节目由三星Galaxy SII Duos 独家赞助 

访谈结束 

《精英本色》访谈提纲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品牉露出展示 

视频定版 访谈背景板 

嘉宾手持设备 主持人礼品展示及口播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列表 

广告位 形式 周期（天） 

CNTV首页 

下拉幕 2轮 6 

长通01 4轮 9 

首页模块包装 3 

经济台 首页通栏01 4轮 18 

汽车台 首页通栏01 4轮 5 

IT台 

专题搭建 - 

通栏01 4轮 21 

IT台焦点图包框   4 

焦点图 7 

底层页 暂停贴片（通发） 独占 7 

百度台 暂停贴片 独占 7 

其他 内容位配合项目推广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展示---专题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展示---CNTV首页 

首页下拉幕 
长通01 

模块包装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展示---IT台 

焦点图 

焦
点
图
包
框 

通栏01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展示---经济台&汽车台 

经济台通栏01 

汽车台通栏01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展示---视频广告 

视频底层页通发暂停贴片 
百度台视频暂停贴片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NTV硬广展示---内容协助推广 

焦点图 

今日焦点推荐 

精华推荐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WAP硬广展示 

Wap.cntv.cn首页文字链21天 

Wap.cntv.cn专题页面 



CCTV口播 CNTV硬广 线下拍摄 WAP硬广 

CCTV报道 

3月1日 上午7点23分 

CCTV2《第一时间》栏目昨夜今晨版块对 

本项目《2011对话中国面孔·尽显精英本色》 

进行了报道 



 广告效果 



  网络平台—硬广 

分析：中国网络电视台本次投放效果，CNTV首页下拉幕、底层页暂停贴片、百度台暂停贴片在所有广告位中广
告效果相对较好，这也与CNTV的富媒体及视频类广告效果一向很好相匹配；图片类广告效果其次，点击率维持
在同行业正常水平；非标广告效果较差，与表现形式有关，更适合作为长期品牌展示。 

总曝光数：49,203,764    总点击数：729,729      点击率：1.84% 

序号 频道 形式 周期（天） 总曝光（次） 总点击（次） 点击率 

1 CNTV首页 

下拉幕 6 9,491,623  163,757  1.73% 

长通01 9 10,548,071  16,444  0.16% 

首页模块包装 3 5,514,369  86  0.00% 

2 经济台 首页通栏01 18 2,457,087  8,846  0.36% 

3 汽车台 首页通栏01 5 28,101  77  0.27% 

4 IT台 

专题搭建 - - - - 

通栏01 21 1,964,184  9,759  0.50% 

IT台焦点图包框   4 177,225  70  0.04% 

焦点图 7 - - - 

5 底层页 暂停贴片 7 17,410,045  484,977  2.79% 

6 百度台 暂停贴片 7 1,613,059  45,713  2.83% 

7 其他 内容位配合项目推广   - - - 



  网络平台—专题 

分析：三星I929项目专题《2011对话中国面

孔〃尽显精英本色》作为本项目内容集合页，

承载品牌展示、产品露出、内容展现、主题

诠释等功能。 

专题头图焦点位置为李娜代言形象图，

右下方显著位置为I929产品热区，方便网友

浏览了解产品详情。 

访谈视频设定为自动播放，引导网友直

接了解访谈详情。 

总访问量：210,871     

总VV数：246,540 



  手机平台 

分析：手机央视网（wap.cntv.cn & wap.cctv.com）在无线互联网业务中

积极拓展，成为行业领先，业务广泛覆盖2G、2.5G、2.75G、3G等各种通讯网络。 

通过手机平台覆盖更多受众，达到了传达产品信息、突显产品特质、传递品

牌魅力的目的。 

序号 频道 形式 周期（天） 总曝光（次） 总点击（次） 点击率 

1 WAP首页 文字链 21（赠送周六日） 6,076,277  71,785  1.18% 



  电视平台--- 
 

栏目简介：观众的资讯早餐——轻松有趣、新鲜时尚、健康睿智、

实用性强。作为CCTV-2早间一档主打民生新闻、实用资讯和民

生话题的新闻资讯性节目，以轻松、幽默、故事化的节目风格，

以一种清新、时尚的方式为观众带来早间的全方位资讯盛宴。与

CCTV-1《朝闻天下》并列成为全国早间最受欢迎的两档新闻节

目。 

 

 

 

 

 

第一时间栏目平均收视率：0.33% 
当日栏目VV：5.3万次     

3月1日7点23分CCTV2《第一时间》栏目对于I929

项目《2011对话中国面孔·尽显精英本色》进行了报道 

分析： 

通过CCTV2《第一时间》癿传播，有效癿扩

大受众人群，进而提高产品知名度，为本项目画

上了完满癿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