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CCTV-4  《远方的家》 

【节目看点】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是中文国际频道一档旅游明星栏目，以“行走、

体验、发现”为节目宗旨。栏目开播至今，先后推出了《边疆行》、

《沿海行》、《北纬 30°中国行》、《百山百川行》和《江河万里行》

等多个系列，广受关注。几大系列开播以来，节目组足迹遍布祖

国各个角落，拍摄了近千集品质精良的电视节目，带领观众领略

江河大川，探索溪流山脉，深入浅出地挖掘和展现了中华文化。 

 “水润中华”，人水情长相依 

2015 年，《远方的家》将延续《江河万里行》主题节目，

继续行走在东北的松花江、嫩江、鸭绿江、辽河和中部的淮河、

赣江、湘江等河流。节目以生活在江河沿岸的民众为主体，以不

同流域的自然人文风情为载体，全景展示中国江河的自然风貌以

及“人水相依”的生活图景。 

【节目播出安排】 CCTV-4  首播：周一至周五 17:15-18:00 

 

  



2015 年 CCTV-4  《远方的家》 

全媒体独家冠名 

【广告亮点】  节目将自然风貌与文化完美结合，赋予品牌高端气质形象。 

 2014 年节目收视涨幅 14%，同时段全国收视排名跻身三甲，

收视人群优质稳定。 

 下节提示、车贴植入、片尾鸣谢等丰富广告回报，让冠名企

业权益无处不在。 

 整合央视网旅游频道核心广告资源，搭载栏目专题页，提升

用户覆盖面与精准度。 

【广告投放周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共 261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   

冠名称号 

 

形式：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中央电视台《远

方的家》2015 年冠名企业 ”字样，须经中央电视

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 

 有效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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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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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期。 

下节精彩提示 形式： 在下节精彩提示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2 次/期。 

节目用车车贴 形式： 在节目用车上出现企业标识，并给予一定镜头呈现。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1 次/期。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或 30 秒，宣传片尾落版出现“***

（企业名称) •远方的家“字样，落版企业元素露出时

长不小于 3 秒。 



 频次： 共 626 次，在 CCTV-4 播出。 

冠名宣传片播出安排： 

广告形式 广告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首播） 

冠名宣传片 
22:00 点档节目 

周一、二、四、五、日 

约 22:00-23:00 
5 次/周 261 次 

16 点直播新闻前 周一到周日约 15：57 7 次/周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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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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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频道 

 

 

首页 

焦点图 30 

顶部通栏（2/4 轮） 360 

中部通栏（2/4 轮） 360 

底部通栏（2/4 轮） 360 

对联（2/4 轮） 360 

 

《远方的家》专题

页 

中部通栏（独占） 360 

对联（独占） 360 

15 秒视频前贴片（独占） 360 

 

【广告刊例价格】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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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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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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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远方的家》 

主持人服装赞助 

【广告亮点】  2014 年节目收视涨幅 14%，同时段全国收视排名跻身三甲，

收视人群优质稳定。 

 主持人出镜服装展现品牌标识，出镜率高，潜移默化抢占消

费者心智。 

 多平台转载转播，社会影响力大，成就品牌多渠道传播。 

【广告投放周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共 261 期。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赞助权益   

服装赞助商称号 

 

形式： 服装赞助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中央电视台

《远方的家》2015 年主持人服装赞助商 ”字样，

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 

 有效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节目内回报   

5 秒赞助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远

方的家》主持人服装由***（企业名称）独家赞助”

（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倒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赞助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期。 

主持人服装 形式： 在节目出镜主持人服装上出现企业标识，并给予一

定镜头呈现。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1 次/期。 

【广告刊例价格】 1,566 万元 

说明： 

1. 栏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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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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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CCTV-4 《中华医药》全媒体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中华医药》是中国电视媒体中唯一面向海内外传播中华医

药文化的大型电视健康栏目，权威健康资讯和时下最流行养生话

题与您相约每周三晚 22:00。开播十几年来，节目品质和节目形

态深得人心，栏目的品牌效应有目共睹，已经成为中文国际频道

深受海内外观众欢迎的品牌栏目之一。 

《中华医药》以“关爱生命健康，服务全球华人”为主旨，

在全面反映中华传统医学博大精深的同时，也关注当代中华医学

对世界的贡献。通过分享身边人的健康故事，通俗易懂地传播中

华传统医药文化，为观众带来适时和实用的养生妙招。节目现场

邀请健康问诊团和专家与观众面对面，增强临场感，从而达到节

目内容和形态引人入胜的效果。 

【广告亮点】  关注中老年健康，精准定位最关注健康的目标消费群体。 

 中文国际频道资深栏目，节目与品牌自然融入。现场、角标

和节目包装板块丰富植入，企业冠名权益有保障。 

 依托优质传播平台，增加跨频道宣传片，有效触达目标消费

人群。 

 整合央视网健康频道核心广告资源，搭载栏目专题页，提升

用户覆盖面与精准度。 

【节目播出安排】 CCTV-4  首播：周三 22:00-22:45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共 51 期（不含除夕当日）。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   

冠名称号 

 

形式：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中央电视台《中

华医药》2015 年冠名企业”字样，须经中央电视台

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 

 有效期：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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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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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次： 1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期。 

节目现场植入 形式： 节目现场大屏幕或主持人讲台等区域适当出现冠名

企业名称和标识（具体以与节目组协商一致为准）。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带企业名称的角标。出现时长 180

秒/期。 

节目包装植入 形式： 在本期导视及下节提示中出现企业标识。 

 频次： 各 1 次/期。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1 次/期。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冠名宣传片时长 15 秒或 30 秒，片尾包含 5 秒冠名

标版，标版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中

华医药》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

语可协商确定）。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冠名宣传片播出。 

播出安排： 

广告形式 播出频道 广告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首播） 

冠名宣传片 CCTV-4 上午电视剧贴片 
周一至周日 

约 10:11 
1 次/天 365 

冠名宣传片+ 

15 秒企业广告 
CCTV-戏曲 19:20 档栏目前 

周一至周日 

约 19:16 
1 次/天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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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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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频道 

 

 

首页 

焦点图 30 

顶部通栏（1/4 轮） 180 

中部通栏（2/4 轮） 360 

底部通栏（2/4 轮） 360 

对联（2/4 轮） 360 

 

《中华医

中部通栏（2/4 轮） 360 

对联（2/4 轮） 360 



药》专题页 15 秒视频前贴片（2/4 轮） 360 

【广告刊例价格】 1,387 万元 

说明： 

1. 栏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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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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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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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1、4 2015 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 

全媒体独家特约 

【节目看点】  团团圆圆相聚有时，年年岁岁后会有期 

每逢中秋佳节，世界各地的华人期盼与祖国和亲人团聚，共赏明

月。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精心打造的“中秋月·中华情”系列晚会已

成为齐聚亿万华人焦点，凝聚团圆思乡情愫的大舞台。相聚有时，后

会有期，2015 年央视秋晚将继续打造中秋当晚最受欢迎的晚会，敬

请期待。 

 

 

 

 

 

 

 

 

 

 

 

 

 联手两大频道，占据收视高峰 

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由综合频道和中文国际频道联合呈现，用中

英文两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地。2014 年秋晚总收视率高达 4.56%，

收视份额 12.11%，每年都占据同时段收视高峰。此外，中文国际频

道拥有强大的外宣网络，2015 年秋晚将在合家团圆之际深入海内外

华人消费者的心中。 

【广告亮点】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企业传递合家团

圆、幸福品牌理念的上佳时机。 

 高频次宣传片金秋时节大放送，佳节当晚引爆热辣看点。 

 晚会在 CCTV-1、CCTV-4 并机播出，2014 年总收视率 4.56%，

收视份额 12.11%，蝉联中秋节当晚收视冠军。 

 广告回报更加丰满，新增晚会中插提示收看回报，聚焦观众注意

力，企业权益更具价值。 

 央视网 2015 中秋晚会官网整体设计将与特约企业风格吻合，页 



 面颜色、模块设计明显体现企业元素。 

 官网内下拉幕、视频前贴广告正一位置由特约企业独占。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CCTV-4 并机直播，2015 年 9 月 27 日约 20:00-22:00。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晚会内回报   

5 秒特约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

“2015 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由***（企业

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频次： 共 4 次，节目片头后倒一位置、片尾后正一

位置，在 CCTV-1、CCTV-4 各播出 1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特约标版播出。 

 频次： 共 4 次，节目片头后、片尾后在 CCTV-1、

CCTV-4 各播出 1 次。 

5 秒提示标版 形式： 时长 5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

和字幕：“***（企业名称）提示您精彩稍后

继续（字幕及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频次： 共 4 次，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 CCTV-1、

CCTV-4 各播出 1 次，节目内中插第二个广

告段 CCTV-1、CCTV-4 各播出 1 次。 

 位置： 正一位置。 

口播 形式： 晚会中主持人口播提及特约企业信息。 

 频次： 共 4 次，CCTV-1、4 各播出 2 次。 

中秋贺电视频 形式： 在第二次“祝福时刻”版块正一位置播出企

业代表祝福全球华人的视频 1 次，时长 5 秒。 

 频次： 共 2 次，CCTV-1、4 各播出 1 次。 

片尾鸣谢 形式： 晚会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频次： 共 2 次，CCTV-1、4 各播出 1 次。 

宣传片回报   

节目宣传片  形式： 时长 15 秒或 30 秒，片尾包含 5 秒特约标

版，配音：“2015 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由

***（企业名称）独家特约播出”（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频次： 总计 230 次，在 CCTV-1 播出 80 次，在

CCTV-4 播出 15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节目宣传片播出。 

 频次： 总计 90 次，在 CCTV-1 播出 30 次，在

CCTV-4 播出 60 次。 



中秋晚会宣传片（含 5 秒标版）播出安排： 

播出频道 广告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首播） 

CCTV-1 
黄金剧场集间 周一至周日约 20:54 1 次/天 20 次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3:30-18:00 1 次/天 30 次 

CCTV-4 全天导视内 周一至周日全天滚动播出 3 次/天 90 次 
 

 

中秋晚会宣传片(含 5 秒标版)+15 秒企业广告播出安排： 

播出频道 广告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首播） 

CCTV-1 下午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13:30-18:00 1 次/天 30 次 

CCTV-4 
上午电视剧贴片 周一至周日约 10:11 1 次/天 30 次 

中国新闻 18:00 中插 周一至周日约 18:15 1 次/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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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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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拉幕（1/4 轮） 5 

对联（1/4 轮） 15 

综艺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15 

对联（1/4 轮） 15 

《中秋晚会》专题页 

下拉幕（独占） 15 

中部通栏（2/4 轮） 15 

对联（2/4 轮） 15 

15 秒视频前贴片 

（独占） 

15 

 

 

【广告刊例价格】 1,091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广告未播出，将按照价值对等原则安排补播；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

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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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