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CCTV-1、新闻、少儿《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全媒体公益伙伴 
【节目看点】  “百善孝为先”！ 

2013 年，我们用镜头发现和报道了 300 余名孝心少年，用诚挚的心

讲述了他们令人动容的事迹，长达 6 个月的持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热烈议论。 

2014 年，我们将节目优化，“请到我家来做客”邀请孝心少年来京，

与接待家庭亲密交流；“我想对爸妈说”由节目发起互动，唤醒无数网友的

尽孝之心。 

2015 年，我们将在这条路上继续领跑，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寻找

最美孝心少年。 

【广告亮点】  影响力大：本项目是央视“寻找最美系列”中唯一关注未成年人题材

的，也是全国同类题材中最高级别、最大力度的公益项目，地位非凡。 

 持续性长：从启动仪式到颁奖晚会，活动持续长达 6 个多月，270 余

次宣传片，给予合作企业充分展示。 

 公益题材，健康形象：展现企业阳光健康好形象，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感。 

 最强组合：CCTV-1、新闻、少儿新闻报道，CCTV-1、少儿颁奖晚会，

央视最强频道阵容，企业最佳传播平台组合。 

【节目播出安排】  启动仪式：2015 年 4 月（暂定）举行启动仪式，同时活动官方网站

上线，开始社会推荐和记者寻找。 

 新闻报道：2015 年 4 月下旬至 8 月底（暂定），寻找 100 名孝心少年，

CCTV-1、新闻、少儿频道持续新闻报道。 

 30 期人物专题展播：2015 年 9 月下旬，CCTV-少儿频道白天时段播

出孝心少年事迹，4 分钟/期。 

 1 期颁奖晚会：2015 年 10 月上旬，CCTV-1、少儿并机播出颁奖晚

会，嘉奖最美孝心少年。 

 后续报道：2015 年 10 月中旬至年底，CCTV-1、新闻、少儿频道跟

踪报道后续情况。 

【名额】 2 家 

【广告回报】  

合作称号 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公益伙伴，须经中央电

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使用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启动仪式 邀请企业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并在仪式上致辞。届时，有超过 60 家媒体

进行现场报道。 



30 秒宣传片 形式： 时长 30 秒的活动宣传片，内含各家企业独立画面不少于

3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感谢公益伙

伴：***（企业名称）、***（企业名称）”（配音可协商

确定）。 

频次： 2015 年 5 月至颁奖晚会结束，30 秒宣传片在 CCTV-1、

新闻、少儿频道内播出，共计 270 次，具体排期见下表。 

 

广告形式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及时间 总频次 共计频次 

30 秒宣传片 

CCTV-1 
上午时段（约 8:30-11:30） 50 次 

270 次 

下午时段（约 14:00-17:50） 50 次 

CCTV-新闻 新闻直播间（约 14:00-17:00） 40 次 

CCTV-少儿 
时段 18（约 18:58） 40 次 

导视内（约 20:55） 90 次 

10 秒联合标版 形式： 10 秒联合标版内各家企业独立画面不少于 3 秒，画面出

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寻找最美孝心少年》由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公益支持”（配音可

协商确定）。 

频次： 2015 年 5 月至颁奖晚会结束，CCTV-少儿频道时段 9（约

11:58）共计播出 50 次。 

每家企业 15 秒

广告 

形式： 紧跟联合标版播出每家企业 15 秒广告各一条。 

频次： 2015 年 5 月至颁奖晚会结束，CCTV-少儿频道时段 9（约

11:58）共计播出 50 次。 

《人物专题展播》内（30 期） 

10 秒联合标版 形式： 10 秒联合标版内各家企业独立画面不少于 3 秒，画面出

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寻找最美孝心少年》由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公益支持”（配音可

协商确定）。 

频次： 在《人物专题展播》内播出，1 次/期。 

《颁奖晚会》内（1 期） 

10 秒联合标版 形式： 10 秒联合标版内各家企业独立画面不少于 3 秒，画面出

现企业名称和 logo，配音：“《寻找最美孝心少年》由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公益支持”（配音可

协商确定）。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片头后倒一位置、节目片尾前正一位置各播出 1

次。 

每家企业 15 秒

广告 

形式： 紧跟联合标版播出每家企业 15 秒广告各一条。 

位置及频次： 节目内片头后倒一位置、节目片尾前正一位置各播出 1

次。 



“ 公 益 伙 伴 ”

口播和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感谢公益伙伴***（企业名称）、***（企业

名称）的公益支持”，口播同时出现相应字幕。 

频次： 2 次/期。 

“ 公 益 基 金 ”

口播和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感谢***（企业名称）、***（企业名称）提

供的公益基金”，口播同时出现相应字幕。（企业须向本

次活动提供公益基金，具体资助金额及对象另行商定） 

频次： 2 次/期。 

颁奖环节 形式： 邀请企业代表出席并上台颁奖。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字幕出现各家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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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15 

顶部通栏（1/4 轮） 60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60 

公益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15 

顶部通栏（1/4 轮） 60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60 

《寻找最美

孝心少年》

专题页 

顶部通栏（1/4 轮） 60 

对联（1/4 轮） 60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60 
 

【广告价格】 769 万元/家 

说明： 

1. 栏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项目广告价格不包含企业提供的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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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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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