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CCTV-2《青春季》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一个假期，两组少年；众多家庭，迥异生活；30 天的故事，

非常的纪念。 

《青春季》是财经频道暑期重磅打造的一档陪伴式体验类真人

秀节目。中澳两国的孩子将到对方家庭中与异国父母一起生活 30

天，体验家庭生活、社会活动、外出旅行甚至完成一系列任务。孩

子们有趣的表现，大人们对待异国小客人教育的水土不服，让观众

在轻松中反思教育的死角，上一堂生动的亲子课。 

心理学认为，体验是人们达到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虽然国籍

不同，但是青春少年的烦恼和快乐是相似的。相似的年纪，相似的

烦恼，相似的快乐，与迥异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的碰撞，将会

产生怎样的化学效应？催生怎样的青春梦想？ 

【广告亮点】 节目从国际化的全球视角，展现中澳教育的差异，题材稀缺。

高品质制作，贴合财经频道定位，辅之以跨频道、高频次宣传片，

并可进行软性植入，助企业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2015 年 7 月至 8 月 周日 19:30-20:30，共计 8 期; 

         重播：周六下午档（播出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共计 8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青春

季》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

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首播共计 16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 ，首播共计 16 次。 

冠名片头 

 

形式: 

 

频次: 

冠名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青春季”联合

LOGO。 

1 次/期 ，首播共计 8 次。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业名称）青春季”联合

LOGO。 

3 次/期 ，首播共计 24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频次： 

主持人口播中出现“***（冠名企业名称）青春季”。 

3 次/期，首播共计 24 次。 

http://baike.baidu.com/view/4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32.htm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

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

下，给予镜头体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青春季”联合 LOGO，

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首播共计 8 次。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5 或 30 秒，画面中体现“***（冠名企业名称）

青春季”联合 LOGO 并口播配音。 

CCTV-2 频道内滚动播出，CCTV-少儿频道晚间时段

播出。 

节目播出前至节目结束，不少于 244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

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长通栏（1/4 轮） 10  

综艺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对联（1/4 轮） 30  

底层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青春季》

专题页 

头图冠名 90  

模块包装 90  

对联（独占） 90  

中部通栏（独占） 9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占 1 轮） 90  
 

【广告价格】 1,233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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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一人一世界》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18 分钟主题演讲，谁来讲？讲什么？ 

大型季播互动财经演讲秀节目，没有心灵鸡汤的俗套，没有成

功学的肤浅，没有公开课的枯燥，不提供答案，不树立标杆，拟邀

请新锐家居自动化公司 SmartThings 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霍金

森、维珍品牌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以《消亡中的冰山》系列

作品闻名于世的著名摄影师卡米尔•西曼等行业中真正的杰出人

物，分享他们关于科技、社会、人文的思考和探索，并精选新锐、

前沿、财经味儿、国际范儿的演讲主题，与演讲者错位搭配，跨界

碰撞！打造中国的 TED 演讲！ 

12 分钟互动访问，谁来问？问什么？ 

提前公布下一期演讲者，引起公众期待与关注，并通过网络“全

民征选”的方式选出一名兼具思想、见地、表现力的访问嘉宾，与

演讲者形成强烈的戏剧性反差，进行 12 分钟的深入访谈与思想交

锋。 

【广告亮点】  填补国内深度财经演讲内容的空白，锁定兼具思想力与行动力

的高端年轻人群，并提供向网络，线下，各个前沿领域无限延

展的空间。 

 2015 财经频道重点打造节目，强势的节目宣传推广，黄金的

节目播出时间，全媒体合作的广阔前景。 

【节目播出安排】 第一季首播 CCTV-2， 4 月至 6 月，周日 19:30，共计 15 期 （播出

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共计 15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共计 15 期）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一人

一世界》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 ，首播共计 30 次。 

冠名片头 

 

形式： 

 

冠名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一人一世界”联

合 LOGO。 



频次： 1 次/期 ，首播共计 15 次。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业名称）一人一世界”联

合 LOGO。 

2 次/期 ，首播共计 30 次。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

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

下，给予镜头体现。 

现场布景 形式： 节目现场布景出现“****（企业名称）一人一世界”

联合 LOGO。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一人一世界”联合

LOGO，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首播共计 15 次。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5 或 30 秒，画面中体现“***（冠名企业名称）

一人一世界”联合 LOGO 并口播配音。 

CCTV-2 频道内滚动播出。 

节目播出前至节目结束，不少于 244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120 

《一人一

世界》专题

页 

冠名体现 360 

模块包装 360 

对联（独占） 360 

中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独占正一位置） 
360 

 

二维码 

1、电视上节目播出过程中出现二维码，二维码呈现总时长约占节目总时长的 20%，二

维码图不含企业元素； 

2、在扫码后跳转进入的移动端互动平台内，可出现企业 Logo 冠名体现、首页 banner

广告、含企业元素模块包装等广告形式； 

3、节目内电视下方滚动字幕提示观众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不少于 2 次/每期，内容可

融入企业元素，展现方式需通过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与财经频道及栏目组共同协商决定。 

【广告价格】 1,913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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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独自出门》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赏风光，做任务 

财经频道倾力打造的儿童真人秀旅游节目，由若干名 10 岁左

右的城市孩子组成体验团，到指定的旅游目的地，在最淳朴的乡村

韵味和田野风光中进行一次独立的乡村旅行，旅程中孩子们不能与

家人联系，并要在既定条件下合力完成若干体验式劳动任务。 

看成长，感童真 

劳动的乐趣，耕耘的辛苦，手艺的秘密，收获的喜悦，失败的

挫折；争执与和解，关心与分享，孩子们收获到了独特的旅游经历

与成长体验，观众则感受到了充满正能量的童真童趣。 

【广告亮点】 当红的儿童户外真人秀节目类型，充分的节目内回报和跨频道

宣传片，品牌自然融入。  

【节目播出安排】 第一季首播 CCTV-2， 7 月至 8 月，周六 18：30-19:20，共计 10 期 

（播出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共计 1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共计 10 期）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独自

出门》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

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首播共计 2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 ，首播共计 20 次。 

冠名片头 

 

形式: 

 

频次: 

冠名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独自出门”联合

LOGO。 

1 次/期 ，首播共计 10 次。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业名称）独自出门”联合

LOGO。 

3 次/期 ，首播共计 30 次。 

节目内解说配音 

 

形式： 

 

频次： 

特别植入企业名称和广告语，口播中含有***“独自出

门”，以字幕形式展现企业或品牌名称。 

3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

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下，给予镜头体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独自出门”联合

LOGO，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首播共计 10 次。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5 或 30 秒，画面中体现“***（冠名企业名称）

独自出门”联合 LOGO 并口播配音。 

CCTV-2 频道内滚动播出，CCTV-少儿频道晚间时段

播出。 

节目播出前至节目结束，不少于 244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图文混排（1/4 轮） 60 

经济频道 

首页 底部通栏（1/4 轮） 60 

《独自出

门》专题页 

冠名体现 60 

模块包装 60 

对联（独占） 60 

中部通栏（独占） 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占 1

轮正一位置） 
60 

旅游频道 首页 

焦点图 60 

对联（2/4 轮） 60 

顶部通栏（1/4 轮） 60 

中部通栏（1/4 轮） 60 

底部通栏（1/4 轮） 60 

青少频道 首页 
焦点图 60 

对联（2/4 轮） 60 
 

 

【广告价格】 1,317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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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城市梦想》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城市梦想》是国内首档专为 2.6 亿外来务工人员量身定做的上

星电视节目，以 48 小时为一个周期，以倒计时的真人秀方式，跟踪拍

摄并记录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工作、生活，节目选择年龄相近但背

景迥异的企业家与外来务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接近和体验

外来务工人员温暖、朴实的城市梦想。 

节目内设立《打工信息社》，发布全国各地的企业用工信息和招聘

会信息，解读各地政府出台的外来务工人员相关的政策法规，为外来

务工人员提供最全面的资讯服务。 

【广告亮点】  国内首档该类型节目，题材稀缺。 

 2015 年重点打造栏目，潜力巨大，全新节目类型缔造传播新优势，

回报丰满，高频次宣传片保驾护航。 

【节目播出安排】 

 

【广告投放周期】 

CCTV-2  3 月至 4 月 周日 首播 19:30-20:15，共计 15 期，（播出时

间暂定） 

共计 15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城市

梦想》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

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冠名片头 

 

形式: 

 

频次: 

冠名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城市梦想”联合

LOGO。 

1 次/期，首播共计 15 次。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城市梦想”联合

LOGO。 

2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节目内配音 

 

形式： 

 

 

频次： 

以配音形式在节目内口播，内容为“《城市梦想》由***

（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并以字幕形式展现企业或品牌名称。 

2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



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

下，给予镜头体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城市梦想”联合

LOGO，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5 次。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5 或 30 秒，画面中体现“***（冠名企业名称）

城市梦想”联合 LOGO 并口播配音。 

CCTV-2 频道内滚动播出。 

节目播出前至节目结束，不少于 183 次。 

【广告价格】 1,330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

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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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黄金线路》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独特旅游节目形态，深度旅游线路挖掘 

《黄金线路》是财经频道全新推出的原创大型旅游互动节目，与传

统旅游类节目不同，突破性地采用演播室与短片结合的节目形态，特

设旅游评审团，根据节目各个环节外拍短片中各旅游线路的特色，提

出的种种考验，短片中的“明星旅行达人团”代表各条线路参赛接招，

打造互动竞赛式旅游节目，累积评分，最终获胜的旅游地记入到黄金

线路排行榜单。 

每周推荐五个目的地，既可有海岛+小镇+名川，也可设计亲子游、

边疆行等单期特色主题。有趣的旅行方式和即时的线上线下互动将使

节目更加精彩，旅行的经验可以学到更多小知识，更可以欣赏到妙趣

横生的人文特色。 

 广告亮点  周播旅游盛宴，无限营销潜力 

打造国内外旅游公共大百科，锁定中青年、拥有消费能力和旅游

意愿的群体，更可以节目为平台，进行多元化整合营销，打通上下游

产业链。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4 月至 6 月，10 月至 12 月，每周日晚黄金时间，共计 30

期（播出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首播共计 30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黄金

线路》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

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首播共 6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 ，首播共计 60 次。 

冠名片头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形式: 

频次: 

冠名片头出现“***（企业名称）黄金线路”联合 LOGO。 

1 次/期 ，首播共计 30 次。 

转场片花出现“***（企业名称）黄金线路”联合 LOGO。 

3 次/期 ，首播共计 90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频次： 

主持人口播中出现“***（企业名称）黄金线路”。 

2 次/期，首播共计 60 次。 

现场布景 形式： 节目现场布景出现“****（企业名称）黄金线路”联

合 LOGO。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

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

下，给予镜头体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黄金线路”联合

LGOO，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首播共计 30 次。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频次： 

时长 15-30 秒，画面中体现“***（冠名企业名称）黄

金线路”联合 LOGO 并口播配音（口播语可协商确认）。 

1 次/天，导视内播出，全年不少于 200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120 

《黄金线

路》专题页 

冠名体现 360 

模块包装 360 

对联（独占） 360 

中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独占正一位置） 
360 

 

二维码 

1、电视上节目播出过程中出现二维码，二维码呈现总时长约占节目总时长的 20%，二

维码图不含企业元素； 

2、在扫码后跳转进入的移动端互动平台内，可出现企业 Logo 冠名体现、首页 banner

广告、含企业元素模块包装等广告形式； 

3、节目内主持人口播及电视下方滚动字幕提示观众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口播和字幕

均不少于 2 次/每期，内容可融入企业元素，展现方式需通过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与财经

频道及栏目组共同协商决定。 

【广告价格】 3,100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

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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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选。

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第一时间》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2015 年，改变，从早间开始。 

2015 年，财经频道老牌新闻资讯服务栏目《第一时间》将全

新改版，打造具最强参与感的早间民生栏目。 

晨起第一时间，节目以时间为轴线推进，释放与您相关的全

新资讯。七点钟，起居时段：图说当天气象，聚焦国内外大事，

发布重要数据；七点半，早餐时段：说说中国早餐，谈谈物价变

动，聊聊旅游热点；八点了，出行时段：重点新闻重播，提示交

通安全，发布民生调查报告… 

新播报采用新语态，以及新的互动方式，让观众有真正的参

与感。  

新资讯、新语态、新互动，备出一份与众不同的早间资讯大

餐，更贴近生活的资讯，更有人情味的播报，实用鲜活开启一天

生活。 

【广告亮点】  全年收视稳定，受众群忠诚，城市及高知人群优势明显。改

版后新平台缔造新机遇，品牌搭乘新航线。 

 高频次回报横扫早间收视，企业品牌轻松占据受众。 

 打通线上线下节目资源，全面覆盖电视和网络观众，使品

牌传播效果升级。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一至周日 7:00-9:00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配音：“《第

一时间》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

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约 7:00）、节目内中插第三个广告

段（约 8:00）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2 次/期，上半年共计 362 次，下半年共计 368 次，

全年共计 73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2 次/期 ，上半年共计 362 次，下半年共计 368 次，

全年共计 730 次。 

5 秒宣传标版 形式： 

 

 

位置：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

（企业名称）与您共同关注《第一时间》”（口播语

可协商确定）。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段广告（约 7:30 左右）、中插第



 

频次： 

四个广告段（约 8:30 左右）正常位置播出。 

2 次/期，上半年共计 362 次，下半年共计 368 次，

全年共计 730 次。 

精彩提示压屏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形式: 

 

频次: 

栏目片尾时，屏幕下方出字幕：“***感谢您关注本

节目，提醒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时长不少于 5 秒。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

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节目片尾字幕中正一位置出现特别呈现企业名称

和标识。 

1 次/期，全年共计 365 次。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贴片广

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5 秒宣传标版（正常位置）+贴

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节目+中插第三个广告段（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四个广告

段（5 秒宣传标版（正常位置）+贴片广告）+节目……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央视网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

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图文混排 30 

经济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顶部通栏（1/4 轮） 90 

底层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第一时间》

专题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占 1

轮） 
360 

 

二维码 

1、电视上节目互动版块出现二维码，二维码呈现总时长不少于 3 分钟，二维码图不含企

业元素； 

2、在扫码后跳转进入的移动端互动平台内，可出现企业 Logo 头图冠名、首页 banner

广告、含企业元素模块包装等广告形式； 

3、节目内主持人口播及电视下方滚动字幕提示观众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口播和字幕均



不少于 1 次/每期，内容可融入企业元素，展现方式需通过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与财经频道及

栏目组共同协商决定。 

【广告价格】 
上半年：1,301 万元 

下半年：1,320 万元  

全年：2,542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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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回家吃饭》独家冠名 
【节目亮点】 美食节目，最能激发味蕾，常常广获美誉；小丫出境，风格独具，

尽显知名主持人风范。小丫与美食，将会碰撞出怎样的魅力火花？ 

财经频道全新推出的美食人文访谈节目《回家吃饭》，将于 2015

年新鲜出炉，打造“美食”＋“访谈”＋“社交”的创新模式。节目

中，主持人王小丫会邀请嘉宾来到厨房，一起边准备一个饶有情趣的

家宴，边聊生活、聊家常、聊工作、聊人生，与观众的网络在线互动，

也将激发更多思考和情感碰撞。暖暖的家常汤饭，熨帖着您的胃与情

感，带来无限正能量。小丫带您以食会友，做美味的访谈。 

【广告亮点】  主持人个人魅力和风格为节目增色，形成独特节目品牌。 

 打通线上线下节目资源，全面覆盖电视和网络观众。同时，以央

视财经频道庞大观众群为基础，通过二维码让观众进行多样化的

互动体验，有效增强观众与节目内容的粘性。 

【节目播出安排】 

【广告投放周期】 

CCTV-2  周一至周五 首播 18:30-18:51（播出时间暂定）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连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冠名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回家

吃饭》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

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258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264 次；全年首播共计 522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2 次/期 ，上半年首播共计 258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264 次；全年首播共计 522 次。 

冠名片头 

 

形式: 

 

频次: 

冠名片头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回家吃饭”联合

LOGO。 

1 次/期 ，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转场片花 

 

形式: 

 

频次: 

转场片花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回家吃饭”联合

LOGO。 

2 次/期 ，上半年首播共计 258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264 次；全年首播共计 522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主持人口播中出现“***（冠名企业名称）邀您收看回



  

频次： 

家吃饭”。 

2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258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264 次；全年首播共计 522 次。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

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

下，给予镜头体现。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回家吃饭”联合

LOGO，时长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30% 。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

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120 

《回家吃饭》

专题页 

冠名体现 360 

模块包装 360 

对联（独占） 360 

中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独占正一位置） 
360 

 

二维码 

1、电视节目播出过程中出现二维码，二维码呈现总时长约占节目总时长的 20%，二维

码图不含企业元素； 

2、在扫码后跳转进入的移动端互动平台内，可出现企业 Logo 冠名体现、首页 banner

广告、含企业元素模块包装等广告形式； 

3、节目内主持人口播及电视下方滚动字幕提示观众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口播和字幕

均不少于 2 次/每期，内容可融入企业元素，展现方式需通过广告经营管理中心与财经

频道及栏目组共同协商决定。 

【广告价格】 
上半年：3,381 万元 

下半年：3,468 万元 

全  年：6,639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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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经济信息联播》 

【节目看点】  晚间三大财经旗舰节目之一，海量财经资讯 

作为财经频道晚间三大财经旗舰节目的首发者，《经济信息联播》

提供海量财经资讯，三大板块构建独有话语权：“联播头条”深度关注

全球重大经济事件，精确把握经济脉搏；“联播国内”速览当日国内新

闻，经济脉动鲜活生动；“联播国际”浏览国际新闻，视角遍及全球。

是国内最具实效、最有权威的经济新闻直播节目，以独特视角记录中

国经济每日动向，堪称中国经济界的《新闻联播》。 

 专业成就领先地位，权威彰显独特价值 

从重点专题策划、全球新闻采编，到实力主播评论、顶级专家解

读，《经济信息联播》的各个方面均体现着财经频道明星团队的新闻敏

感和思考深度。2014 年，《经济信息联播》相继推出“关注北方旱情”、

“泡爪背后的秘密”、“互联网时代系列话题”等重磅选题，紧跟时事、

聚焦热点，以财经视角发掘论题，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

发展，在财经频道得天独厚的媒体平台上彰显魅力与价值。 

  



2015 年 CCTV-2《经济信息联播》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多项分析表明，《经济信息联播》受众高端化特征显著，尤其集中

于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者，使栏目成为影响中国政商

界领袖的信息发布中心和观点传播平台。 

 新增 5 秒企业宣传标版，企业品牌自然融入，广告权益进一步丰

富。 

 每天增设 3 次宣传片回报，宣传片后紧跟企业标识展现。企业品

牌搭乘 CCTV 财经栏目旗舰，亮点不断，全天续航。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一至周日 20:30-21:20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连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经济

信息联播》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

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宣传标版 

 

 

 

 

 

片尾鸣谢 

 

 

宣传片回报 

导视宣传片 

 

位置: 

频次: 

 

形式： 

 

 

位置 

频次： 

 

形式: 

频次: 

 

 

形式： 

 

 

频次：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企

业名称）与您共同关注《经济信息联播》”（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1 次/期。 

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

年首播共计 365 次。 

节目片尾字幕正一位置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时长 15 秒，栏目宣传片落版出现 “《经济信息联播》

独家特别呈现”企业标版，标版画面为企业名称或标

识及“《经济信息联播》独家特别呈现”字样同屏展现。 

3 次/天，全天导视内播出，上半年不少于 543 次；下

半年不少于 552 次；全年不少于 1095 次。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

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5 秒宣传标版（正常位置）+

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节目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图文混排 15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对联（1/4 轮） 15 

底层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 
90 

《经济信

息联播》

专题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

占 1 轮） 
360 

 

【广告价格】 上半年：3,199 万元 

下半年：3,249 万元 

全  年: 6,238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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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选。

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经济信息联播》贴片 

【签约认购时长】 60 秒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位置播出，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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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投放 

下半年连续投放 

全年单日投放 

全年双日投放 

全年连续投放 

首播 181 次 

首播 184 次 

首播 186 次 

首播 179 次 

首播 365 次 

1,295  

1,316 

1,331 

1,281 

2,529 

2,331  

2,369 

2,396 

2,306 

4,552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贴片

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贴片广告+5 秒宣传标版+贴片广告）+

节目+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节目 

说明： 

1. 如指定播出位置，则按照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相关加价规定进行加收，第一个

广告段（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2.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3. 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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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经济半小时》 
【节目看点】  晚间三大财经旗舰节目之一，深度透析经济事件 

秉承“观经济风云、知民生冷暖”的品质追求，创办迄今 24 年历

史，《经济半小时》始终用经济的眼光关注社会热点，选择重大经济事

件、业界风云人物作为报道的核心，权威解读、深度透析经济事件，

直达经济现象本质。2014 年陆续推出“农村经济系列节目”、“云南鲁

甸地震救援纪实”、”聚焦网络安全”等特别策划，不断提升关注热度，

以严谨态度、新闻专业、经济角度及权威评论称著，被誉为中国经济

界的《焦点访谈》。 

  



2015 年 CCTV-2《经济半小时》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高端受众高度聚焦，信息直达意见领袖 

作为央视开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时事深度报道栏目，《经

济半小时》的权威性和深度透析力，使它拥有了以经济界中高层管理

决策人士及公务员为主体的稳定收视群体。 

 每天增设 3 次宣传片回报，宣传片后紧跟企业标识展现。 

 新增 5 秒企业宣传标版，企业与节目深度融合，广告权益进一步

丰富。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一至周日 21:20-21:50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连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经济

半小时》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播出”(口播

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宣传标版 

 

 

 

 

 

片尾鸣谢 

 

 

宣传片回报 

导视宣传片 

 

 

位置： 

频次： 

 

形式： 

 

 

频次： 

 

 

形式： 

频次： 

 

 

形式： 

 

 

频次：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观经济

大事，知民生冷暖，***（企业名称）与您共同关注《经

济半小时》”（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节目内第一个中插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1 次/期，上

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

首播共计 365 次。 

节目片尾字幕正一位置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81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84 次；全年首播共计 365 次。 

 

时长 15 秒，栏目宣传片落版出现 “《经济半小时》独

家特别呈现”企业标版，标版画面为企业名称或标识

及“《经济半小时》独家特别呈现”字样同屏展现。 

3 次/天，全天导视内播出，上半年不少于 543 次；下

半年不少于 552 次；全年不少于 1095 次。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

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5 秒宣传标版（正常位置）+

贴片广告）+节目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图文混排 15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对联（1/4 轮） 15 

底层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 
90 

《经济半

小时》专题

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占

1 轮） 
360 

 

【广告价格】 上半年：2,729 万元 

下半年：2,769 万元 

全  年：5,328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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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经济半小时》贴片 

【签约认购时长】 60 秒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位置播出，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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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投放 

下半年连续投放 

全年单日投放 

全年双日投放 

全年连续投放 

首播 181 次 

首播 184 次 

首播 186 次 

首播 179 次 

首播 365 次 

1,089  

1,107  

1,119  

1,077  

2,127 

1,960  

1,993  

2,014  

1,939  

3,829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贴片

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节目 

说明： 

1. 如指定播出位置，则按照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相关加价规定进行加收，节目内

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2.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3. 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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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节目看点】  晚间三大财经旗舰节目之一，当家主持与业界专家担纲评论节目 

财经频道力推评论类栏目《央视财经评论》，由财经频道当家明星主

持人王小丫、陈伟鸿、史小诺、沈竹担纲主持，同时精选一批专家型评

论员，主持人与专家评论激烈交锋，拨开财经新闻层层迷雾，用事实发

表观点，用细节还原真相。 

 强势改版，特别节目形成品牌，专业解读诞生观点 

主持人与业界专家的专业解读，在交锋中展现多元视角，在碰撞中

提炼真知灼见，给出最清晰的判断。2015 年全新改版，以全新节目形

象，关注经济新气象，将推出首席经济学家看经济、国务院常务会议解

读、房地产走势、中国经济月报等特别节目，大胆触碰重大事件、敏感

议题，实时捕捉前沿热点，清晰解读经济走势，打造首席深度评论的节

目品牌。 

【广告亮点】  财经频道晚间黄金档收官节目，锁定高端人群 

《央视财经评论》播出时间紧随财经频道王牌栏目《经济半小时》，

于晚间精英人群开机高峰时间播出，打造工作日晚间第二收视高峰，节

目内容、收视成绩、传播效果极具市场价值。 

 独家项目资源稀缺，回报丰厚 

保留原广告回报外，新增高频次宣传片回报，全年全时段覆盖，最

大限度提升传播效果。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一至周五 21:50-22:20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连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

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央视财

经评论》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15 秒企业广告 

 

 

5 秒宣传标版 

 

 

位置: 

频次: 

 

形式: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企

业名称）与您共同关注《央视财经评论》”（口播语可协

商确定） 

2015 年 CCTV-2《央视财经评论》独家特别呈现 



 

 

 

片尾鸣谢 

 

频次: 

 

 

形式: 

频次: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播出，1 次/期，上半

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

播共计 261 次。 

节目片尾字幕正一位置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宣传片回报 

导视宣传片 

 

形式： 

 

 

频次： 

 

时长 15 秒，宣传片落版为企业特别呈现标版。标版画

面为企业名称或标识及“《央视财经评论》独家特别呈

现”字样同屏展现。 

3 次/天，全天导视内播出，上半年不少于 543 次；下

半年不少于 552 次；全年不少于 1095 次。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

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5 秒宣传标版+贴片广告）+节

目+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节目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图文混排 15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对联（1/4 轮） 15 

底层页 

顶部通栏（1/4 轮） 90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 
90 

《央视财

经评论》专

题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

占 1 轮） 
360 

【广告价格】 上半年：1,657 万元 

下半年：1,693 万元 

全  年：3,245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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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节目看点】 

 

 深度调查，汇聚权威，解读热点，引导投资 

《市场分析室》致力于为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

参考。节目以资本市场为报道对像，以专业目光，汇聚权威人士，解

读热点话题，让投资更有道理。 

 嘉宾选取”四高“人群，做听得懂的证券节目 

节目嘉宾以“四高”类型为标准——高官、高管、高人、高手，

汇聚国内外重量级资深人士，深度解读与分析资本市场的焦点问题，

权威预测投资风向，分析通俗，结论实用，做让投资者听得懂、听得

清的专业节目。 

【广告亮点】 回报丰满，除传统栏目内回报外，新增每天导视内宣传片晚间滚动播

出，宣传片后紧跟企业标识展现。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一至周五，23:00-23:30（播出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连续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 “《市场分析室》独家特别呈现”

字样和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市场分析室》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正一位置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上半年首播共计 129 次；下半年首播共计

132 次；全年首播共计 261 次。 

宣传片回报   

导视宣传片 形式： 

 

频次： 

时长 15 秒，宣传片落版为 “《市场分析室》独家特别

呈现”字样和企业名称或标识同屏展现。 

1 次/天，晚间导视内播出，上半年不少于 181 次；下

半年不少于 184 次；全年不少于 365 次。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

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节目 

2015 年 CCTV-2《市场分析室》独家特别呈现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财经频道 

首页 底部通栏（1/4 轮） 18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180 

《市场分析

室》专题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占

1 轮） 
360 

 

 

【广告价格】 上半年：801  万元 

下半年：819  万元 

全  年：1,571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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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选。

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财经周刊》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整合海量财经咨询，捕捉新锐财经视角 

《财经周刊》是财经频道 2015 年重磅推出的原创品牌栏目，浓缩

过去一周百姓经济话题，盘点一周大众财经新闻，用新锐的财经视角

提炼海量财经资讯，评述过去七天经济领域发生的大事小情。 

 注重时效性，兼顾相关性 

关注当下发生的百姓财经热点，一周内国内最重要的财经新闻、

观众最关注的财经人物都会在节目中出现。将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话题，通过本色表演和口语化的表达与观众生活相关联，用轻松幽默

的手法表达老百姓对财经事件的看法。 

【广告亮点】  是财经频道唯一一档周刊杂志类品牌栏目，2015 年作为重点打造

栏目重磅推出，潜力巨大，新平台缔造传播新优势。 

 回报丰满，除栏目内回报外，更有每天导视内宣传片晚间滚动播

出，宣传片后紧跟企业标识展现。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六 23:00-24:00（播出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 首播共计 52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财经周刊》独家特别呈现”字

样和企业名称及标识。配音：“整合七天财经资讯，捕

捉一周财经视角。***与您共览《财经周刊》”（口播语

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

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字幕正一位置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 ，全年首播共计 52 次。 

宣传片回报   

导视宣传片 形式： 

 

 

频次： 

时长 15 秒，宣传片落版为 “《财经周刊》独家特别呈

现”标版，标版画面为企业名称或标识及 “《财经周

刊》独家特别呈现”字样同屏展现。 

1 次/天，晚间导视内播出，全年共计不少于 365 次 。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

+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5 秒特别呈现标版+15 秒广告）+节目+



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贴片广告）+节目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底部通栏（1/4 轮） 18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1/4 轮） 
90 

《财经周

刊》专题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独占 1 轮） 
360 

 

 

【广告价格】 全年：1,012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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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对话》 
【节目看点】 

 

 “兼容并蓄，独具一格” 

创立于 2000 年的《对话》，14 年来一直秉承“高端、前沿、新锐

“的节目风格，嘉宾五湖四海，话题涉猎广泛，2014 年《对话》邀请

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特斯拉 CEO 马斯克、

意大利总理伦齐等风云人物，节目内容既涉及大数据、物联网、页岩

气等创新领域，又涵盖制造业升级、食品安全、青奥会等热门话题，

兼容并包，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场思想的盛宴。 

活跃、开放的节目样态，辅以主持人陈伟鸿举重若轻的风格，令

《对话》一扫谈话类节目沉闷的气氛，赋予了《对话》独具一格的节

目气质，在每周日晚间为观众奉上一片思想自由飞翔的天空。 

  



2015 年 CCTV-2《对话》伙伴 

【广告亮点】  《对话》的忠实受众属于高知群体，他们活跃在各领域的风口浪

尖，是最具消费力的决策群体，在收入 4000+和管理干部人群中

收视集中度均超过 200%，收视群体高度稳定，紧握“重要的少

数”。 

 2015 年，《对话》回报更加丰富，新增宣传标版，让品牌与节目

更加贴近。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周日 21:55-22:53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 首播共计 52 期 

【名额】 两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10 秒联合标版 形式： 时长 10 秒，为 2 家企业共同标版，画面出现“《对话》

伙伴”字样和 2 家企业名称及标识（每家企业独立画

面不少于 3 秒）。配音：“《对话》由***、***（企业名

称）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

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10 秒联合标版播出。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10 秒宣传标版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0 秒，为 2 家企业共同标版，画面出现 2 家企

业名称及标识（每家企业独立画面不少于 3 秒），配音：

“对话风云人物，感受思想力量，***（两家企业名称）

与您共同关注《对话》”（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节目内中插第二个广告段倒一播出。 

1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52 次。 

宣传片回报   

频道内宣传片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5 秒，宣传片落版出现 2 家“《对话》伙伴”企

业共同标版，标版画面为 2 家企业名称及标识同屏展

现，并出现“《对话》伙伴”字样。 

宣传片在 CCTV-2 晚间约 22:00 播出。 

1 次/天，全年共计播出 365 次 。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10 秒伙伴标版+每家 15 秒广告

+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10 秒伙伴标版+每家 15 秒

广告+贴片广告）+节目+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贴片广告+10 秒联合宣

传标版）+节目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底部通栏（1/4 轮） 9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90 

15 秒视频前贴片

（1/4 轮） 
90 

《对话》专

题页 

模块包装（2 家联

合） 
360 

顶部通栏（2/4 轮）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360 

 

【广告价格】 全年：1,892 万元/家 

说明： 

1. “《对话》伙伴”标版及标版后企业广告排列顺序遵循签约时间优先原则，即先签订协议

的企业拥有广告位置的优先选择权。 

2.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3.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

予补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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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5.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选。

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6.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对话》贴片 
【签约认购时长】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 120 秒，中插第二个广告段 90 秒 

【播出安排】 1 次/期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下半年连续/全年连续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投放 

下半年连续投放 

全年连续投放 

首播 26 次 

首播 26 次 

首播 52 次 

103 155 194 349 

103 155 194 349 

201 301 376 677 

【广告顺序】 节目片头（内容提要）+片头后广告（10 秒伙伴标版+每家 15 秒广告+贴片

广告）+节目+中插第一个广告段（10 秒伙伴标版+每家 15 秒广告+贴片广

告）+节目+中插第二个广告段（贴片广告+10 秒联合宣传标版）+节目 

   说明： 

1. 如指定播出位置，则按照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相关加价规定进行加收，中插

第二个广告段正一位置为“《对话》伙伴“企业 10 秒联合标版及 2 家“《对话》伙伴“企

业 15 秒广告，中插第二个广告段倒一位置为 10 秒联合宣传标版。 

2.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3. 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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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一槌定音》独家特别呈现 
【节目看点】 

 

 特有艺术品拍卖模式，悬念迭起步步递进 

《一槌定音》抛开藏品鉴赏的单一套路，突破性地采用在演播室

内模拟艺术品真实拍卖的主体模式，节目表达形式更加贴近百姓生

活，凸显财经特色，带给观众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通过“猜价”、

“出价”、“十秒夺宝”等环节，使节目悬念丛生，让观众在获得艺术

品收藏知识的同时，体验到全新的心理感受，并收获艺术品投资的技

巧和知识。 

 外景，专家，明星，三位一体 

2015 年节目计划将演播室拓展到全国各地，并引入明星元素，增

加节目看点，请拍卖行专家加入专家团队，使节目更加贴近真实市场。 

【广告亮点】  每周一次饕餮盛宴，忠实拥趸的愉悦体验 

凭借独特的栏目定位，巧妙的环节设置，丰富的节目内涵，同时

培养了具有专业嗅觉及强大购买力的高端人群，和追求新奇体验、快

速文化的年轻力量两大受众群体，加上良好口碑的保驾护航，2014

年《一槌定音》占据财经频道节目总收视点第一名。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周日 18:30-19:30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共计 52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5 秒特别呈现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配音： 《一槌定音》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播出(口

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共计 104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2 次/期，共计 104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频次： 

主持人口播：“一槌定音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

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2 次/期，共计 104 次。 

特别呈现字幕条 

 

 

形式： 

 

频次： 

节目播出时，屏幕右下角出现字幕条：“本节目由**独

家特别呈现”，每次出现时长不少于 15 秒。 

1 次/期，共计 52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片尾前出现特别呈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共计 52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底部通栏（1/4 轮） 18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180 

《一槌定

音》专题

页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独占 1 轮） 
360 

 

 

【广告价格】 全年：1,064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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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5.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勇敢的心》联合特约 
【节目看点】  中国商业领袖的顶级创业课堂 

2015 年财经频道首推中国商业领袖的青年顶级创业课堂——

《勇敢的心》。节目将充分展示当下青年创业者的聪明才智、创业梦想

与生活姿态，充分激发商业领袖、顶级投资人与创业青年间的互动与

碰撞，并创新应用业内最具引领性的联合投资模式，为创业者快速融

资开辟绿色通道。柳传志、徐小平、雷军等中国知名商业领军人物将

走进节目向青年创业团队传授弥足珍贵的创业智慧。 

 真实战真融资的顶级创业课堂             

每期节目中 4～5 支创业团队来到节目现场，每支创业团队代表依

次登场，为自己的创业梦想勇敢闯关。“路演”、“领导力”、“尽职调查”

前三关旨在对创业者进行综合创业素质考核。闯关过程中，创业团队

代表只能见到四位导师，导师可随时提问、点评互动、鼓励打气；与

此同时，三十位眼光独到的筑梦人（投资人）与三十家媒体观察员隐

身在双面环形屏幕后实时观察创业者闯关过程。 

创业挑战者顺利通过前三关，环形屏幕将豁然升起，得到通关奖

励五万元勇气投资；这时创业挑战者才能面对筑梦团争取更大额度的

投资机会。节目尾声，导师团将评出本场最佳黑马团队，送出大奖。 

【广告亮点】  与企业共同传递正能量的人生态度 

创业，是勇敢者的游戏，是与梦想同行的一段人生旅程。正如节

目名称《勇敢的心》，本节目各个模块设计均着力体现励志向上的精神。

以勇敢、励志、梦想为精神内核的品牌可充分与节目结合，与《勇敢

的心》一同传递充满梦想和担当的人生态度。 

【节目播出安排】 CCTV-2  首播 每周五 22:00-22:50（播出时间暂定）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首播共计 52 期 

【名额】 2 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  

10 秒联合特约标

版 

形式： 时长 10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勇敢

的心》由***、***（企业名称）联合特约播出”(口播

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倒一位置，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

一位置。 

 频次：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紧跟 10 秒特约标版播出。 

2 次/期 ，全年首播共计 104 次。 

环节植入 形式： 根据产品特性，可在录制现场设置产品摆放展示或在



 

 

片尾鸣谢 

 

 

 

形式： 

频次： 

节目环节中进行合理植入，在不影响节目效果的前提

下，给予镜头体现。 

节目片尾字幕出现特约企业名称和标识。 

1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 52 次。 

宣传片回报   

宣传片+10 秒联合

特约标版 

 

形式： 

 

节目宣传片后播出 10 秒联合特约标版，画面中体现

“勇敢的心由***、***（企业名称）”联合特约播出，

并口播配音。 

 位置： CCTV-2 频道内滚动播出。 

 频次： 全年不少于 180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经济频道 

首页 底部通栏（1/4 轮） 9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90 

《勇敢的

心》专题页 

模块包装（2 家联合） 360 

顶部通栏（2/4 轮）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360 

 

【广告价格】 全年：2,353 万元/家 

说明： 

1. 联合特约标版及标版后企业广告排列顺序，及片尾鸣谢企业名称及标识出现顺序，遵循

签约时间优先原则，即先签订协议的企业拥有广告位置的优先选择权。 

2.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3.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

予补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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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5.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选。

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6.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新闻 周末高端精品套装 

【节目看点】  高端专题访谈、精华资讯节目“大集结” 

集结财经频道、新闻频道四档周末精品高端节目，CCTV-2《财经

周刊》、《对话》，CCTV-新闻《新闻周刊》、《面对面》。 

 四档节目，一样的高端，不一样的内容 

《财经周刊》：纵览一周财经热点，关注一周财经人物。 

《新闻周刊》：站在七天的高度，用七天的视点，看待过去一周

的新闻。 

《对话》：用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影响一批更有影响力的人。 

《面对面》：新闻频道唯一的高端人物专访类节目。 

【广告亮点】  打通两大高端频道周末晚间后黄金时段 

以周六 22 点档《新闻周刊》为起点，23 点档《财经周刊》接棒，

周日《面对面》、《对话》无缝连接，广告回报贯穿新闻、财经两大频

道整个周末晚间后收视高峰节目带。 

 良好口碑提供强大保障，受众覆盖精英人群 

《对话》、《新闻周刊》、《面对面》均已播出超过 10 年时间，培

养了一大批忠实且高品质受众，“公务员”“收入 4000+”群体集中

度均超 100%，一网打尽周末晚间高端受众人群。 

《财经周刊》是财经频道唯一一档周刊杂志类品牌栏目，2015

年作为重点打造栏目重磅推出，潜力巨大，新平台缔造传播新优势。 

【广告播出安排】 CCTV-新闻: 《新闻周刊》首播周六 22:15-23:00 

《面对面》  首播周日 21:30-22:15 

CCTV-2:    《财经周刊》首播周六 23:00-24:00（播出时间暂定） 

《对话》   首播周日 21:55-22:53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播出。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套装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投放 首播 104 次 762 1372 

下半年连续投放 首播 104 次 762 1372 

全年连续投放 首播 208 次 1478 2660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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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中央电视台 2015 财经频道战略同盟 
【频道特色】 

 

 财经媒体领跑者，中国经济“发言人” 

目前，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覆盖 10 亿以上中国电视观众，覆盖率达

82%，每天有近 1.5 亿人次收看，频道市场份额高达 80%以上，是中国乃至

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财经电视媒体，引领市场主流观点。 

 采访触角遍布全国、节目内容厚积薄发 

财经频道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杭州以及香港、伦敦、纽约、新

加坡、东京、首尔等地设立演播室，实现了对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覆盖，实

现了与全球经济运行的同步，成为人们观察和解读世界财经问题的重要窗

口，致力于为观众提供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新鲜的市场资讯、最有价值的

分析和观点。 

 栏目结构立体丰满，收视群体全面覆盖 

突出专业性，兼顾大众性。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创新，财经频道形成以《经

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央视财经评论》构建核心平台，以《对话》

占领行业顶峰，以《第一时间》、《环球财经连线》支撑资讯框架，以《消费

主张》、《生财有道》、《是真的吗》等服务大众生活的立体架构。2015 年全

新推出《市场分析室》、《勇敢的心》、《回家吃饭》、《黄金线路》，全天播出

不间断，收视群体全覆盖。 

 依托专业频道平台，全力打造财经旗舰 

2015 年，财经频道将顺应媒体生态的深刻变化，加快建设“一云多屏”

的传播格局，搭建自主的财经数据库，建设国内外财经信息采集通路，组建

财经智库，实现由财经专业频道向全链条的国际一流财经媒体的转变。 

【广告亮点】  与频道高端活动线下结合，扩大品牌传播效应。 

 传统项目不断升级，主体回报在栏目及时段内稳定播出。 

 配合经济盛事报道宣传，借经济大事东风，凸显品牌高端形象。 

 整合央视财经全年新媒体资源，全面覆盖高端受众，扩大品牌线上

线下传播效果。 

【名额】 两家 

【广告回报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广告回报】  

【战略同盟称号】 授予 “中央电视台 2015 财经频道战略同盟”称号，企业在产品包装和

商业活动中可使用称号，使用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战略同盟线下活动】 企业可与财经频道论坛或大活动结合做线下宣传，如论坛现场相关布景处

出现企业 logo 及标识，具体形式可商榷。 

【战略同盟特别回报】  

战略同盟联合标版 形式： 时长 10 秒，为 2 家同盟企业共同标版，画面出现“中央电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及频次： 

形式 ： 

位置及频次： 

视台 2015 财经频道战略同盟”字样和 2 家企业名称及标识

（每家企业独立画面不少于 3 秒）。配音：“***、***（企业

名称）与您携手发现价值、创造财富”（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共计 1407 次，详见下表。 

紧跟“战略同盟”标版播出，每家企业各一条。 

共计 1407 次，详见下表。 

播出时段/区间 播出时间 播出频次 

《第一时间》内 周一至周日 7:00-9:00 2 次/期 

《环球财经连线》(午间版)内 周一至周日 11:50-12:30 1 次/期 

周末白天 周六、周日 9:00-18:00 3 次/天 

提示收看标版 

 

 

 

 

形式： 

 

 

 

位置： 

频次： 

时长 10 秒，为 2 家战略同盟企业共同标版，画面出现“中

央电视台 2015 财经频道战略同盟”字样及 2 家企业名称及

标识配音为“***、***（企业名称）提醒您收看财经频道精

彩节目”。 

财经频道时段内（约 11:49、17:00、19:50、21:50）播出。 

4 次/天，全年共计不少于 1460 次。 

【品牌栏目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频次： 

《经济信息联播》栏目内片头后（内容提要后）正常位置，

《对话》栏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贴片，《是真的吗》

栏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贴片。 

1 次/期，全年不少于 469 次。 

【经济盛事特别回报】  

财经频道 15 秒企

业广告 

 

新闻频道 15 秒企

业广告 

位置： 

 

频次： 

位置： 

 

频次： 

国内外经济大活动期间，如达沃斯论坛、金砖峰会等，财经

频道新闻或专题报道正常位置贴片。 

全年共计 60 次。 

国内外经济大活动期间，如达沃斯论坛、金砖峰会等，《新闻

直播间》栏目内中插正常位置贴片。 

全年共计 70 次。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长通栏（1/4 轮） 30 

对联（1/4 轮） 90 

图文混排（1/4 轮） 60 

经济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2/4 轮） 360 

模块包装（两家） 360 



底层页 
顶部通栏（2/4 轮）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2/4 轮） 360 

两会专题页 

中部通栏（1/4 轮） 30 

对联（1/4 轮） 30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 30 
 

【广告价格】 全年：5,980 万元/家 

说明： 

1. 购买此方案客户，如在签约认购阶段同时购买长秒广告可享受特别优惠。 

2.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3. 本方案所涉及的企业广告排列顺序遵循签约时间优先原则，即先签订协议的企业拥

有广告位置的优先选择权。 

4. 本方案硬性广告承诺在节目第一次重播时带入。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

不予补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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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6.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7.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 CCTV-2 财经频道主持人服装赞助 

【广告亮点】  线上线下结合，借力提升品牌形象 

财经频道赋予“主持人服装赞助”名义，让企业“与商界精英同

行，为中国经济喝彩“。企业可利用赞助商权益，充分结合线下活动，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为品牌传播增值升级。 

 广告回报再度丰满，企业品牌自然融入 

2015 年财经频道主持人服装赞助广告项目，在原回报基础上新增

更多频次，企业品牌自然融入，高效传播贯穿全年。 

【名额】 独家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 

【广告回报】  

赞助商权益 

 

广告投放期内赞助企业可在其商业宣传中使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

持人服装由***（赞助企业名称）提供”，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

中心审定并备案。 

节目内回报                                            

赞助标版 

 

形式： 

 

制作 5 秒赞助标版，标版内出现企业名称及标识，口

播语为“财经频道主持人服装由***（赞助企业名称）

提供”（口播语可协商确认）。 

 位置： CCTV-2 时段及栏目内播出，全年共计不少于 1980

次。具体播出安排如下： 

时段及栏目播出时间 播出时间 播出频次 总频次 

上午时段内 周一至周日 9:00-12:00 1 次/天 不少于 330 次 

下午时段内 周一至周日 13:50-18:00 2 次/天 不少于 660 次 

晚间黄金时段内 周一至周日 19:00-22:00 2 次/天 不少于 660 次 

晚间次黄金时段内 周一至周日 22:00-23:00 1 次/天 不少于 330 次 

   

品牌栏目内字幕回

报 

 

位置： 

 

频次： 

《经济信息联播》、《央视财经评论》栏目内出现字幕“财

经频道主持人服装由***（赞助企业名称）提供”。 

2 次/期，全年首播共计不少于 1140 次。 

【广告价格】 2,395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及广告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补播



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关注中国经济”主题套装全媒体方案 A/B 

【广告亮点】  重点栏目全面覆盖 

财经频道多年来致力于“突出专业性，兼顾大众性”的宗旨。经过

多年沉淀和创新，形成以《经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央视财经

评论》构建高端平台，以《对话》占领行业顶峰，以《第一时间》、《环

球财经连线》支撑资讯框架，以《消费主张》、《生财有道》、《是真的吗》

等服务大众生活的立体架构。2015 年全新推出《市场分析室》、《财经

周刊》、《勇敢的心》等节目，全天播出不间断，收视群体全覆盖。 

 回报形式新颖巧妙 

“关注中国经济”主题套装，采用栏目片尾 1/4 屏幕广告形式，将

企业元素融入节目画面，不仅与节目内容合而为一，更借助广告画面增

强视觉冲击。“关注中国经济”主题套装，引导节目内容与广告信息同步

收看的趋势，实现广告节目无缝拼接。 

 新媒体平台打通线上线下 

整合央视财经全年丰富的新媒体资源，全面覆盖高端受众，扩大

品牌线上线下传播效果。 

【名额】 A 套装 2 家   B 套装 2 家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连续  

【广告回报】  

片尾 1/4 屏幕无

声版 

 

 

 

形式： 

 

 

 

 

位置及频次： 

栏目片尾滚动字幕时，屏幕 1/4 版面出现 “关

注中国经济”字样和企业名称及标识，无配音，

每家企业名称及标识出现时长平均约为 8 秒/

期，2 家企业名称及标识出现时长合计约为 16

秒/期。 

1 次/期，A 套装共计不少于 1982 次，B 套装

共计不少于 1774 次，详见下表。 

套装 栏目 播出时间 

“关注中国经济”

主题套装 A 

第一时间 周一至周日 7:00-9:00 

环球财经连线（午间版） 周一至周日 11:50-12:30 

消费主张 周一至周五 19:30-19:57 

经济信息联播 周一至周日 20:30-21:20 

环球财经连线（晚间版） 周一至周四 22:30-23:10 

市场分析室 周一至周五 23:20-23: 50 

购时尚 周五 18:20-19:20 

财经周刊 周六 23:20-23:50 

一槌定音 周日 18:30-19:30 

“关注中国经济” 交易时间（上午版） 周一至周五 9:00-10:00 



主题套装 B 交易时间（下午版） 周一至周五 13:20-14:30 

生财有道 周一至周五 19:00-19:30 

经济与法 周一至周五 20:00-20:30 

经济半小时 周一至周日 21:20-21:50 

央视财经评论 周一至周五 22:00-22:30 

交换空间 周六 18:30-19:30 

对话 周日 21:55-22:55 

新媒体广告回报： 

1、央视网、央视影音 PC 端与移动端直播信号同步带入企业视频广告 

2、新媒体其他回报 

“关注中国经济”主题套装 A 

终端

类型 

媒体类

型 

资源名

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财经频

道 

首页 
对联（1/4 轮） 360 

中部通栏（1/4 轮） 36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1/4 轮） 180 
 

 “关注中国经济”主题套装 B 

终端

类型 

媒体类

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天数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长通栏（1/4 轮） 15 

图文混排（1/4 轮） 15 

经济频

道 

首页 
对联（1/4 轮） 360 

中部通栏（1/4 轮） 360 

底层页 中部通栏（1/4 轮） 360 
 

【广告价格】 A 套装：1,482 万元/家      B 套装：1,205 万元/家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所涉及的企业广告排列顺序遵循签约时间优先原则，即先签订协议的企业拥

有广告位置的优先选择权。 

3. 如遇特殊原因，重播广告未能播出，不予补偿。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栏目首播节目及广告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

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如有漏播，按平均单次价退款。 

5. 本方案只保证总频次。 

6. 新媒体回报部分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广告资源先签先

选。视频贴片广告规格均为 15 秒。 

7.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