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CCTV-1、2、4、新闻  聚焦两会套装 

【节目看点】  聚焦两会，聚焦中国 

两会，中国政治日历上的重要时间点。中国社会的大事热事，都将

在两会被打上“热门”的标签。2015 年，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承上启

下的一年，势必会有更多看点在两会上呈现。 

每年，央视都倾全台力量，力争打造最全面、最直观、最具时效性

的两会报道。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等主力频道提供优势播出平台，诸多

央视当家主持人，分立于前方会场与后方演播室，同各位资深评论员一

起打造权威报道阵容，直击两会盛况。 

 权威报道助力权威品牌 

2015 年的两会报道将再一次展现央视在重大时政活动报道方面的

权威和成熟，套装囊括最精华的开闭幕式及总理、外长记者会等直播资

源。关注两会，不可不关注央视。借权威报道之势，打造权威品牌。 

【广告亮点】  CCTV-1、CCTV-4、CCTV-新闻三大新闻资讯平台，2015 年新增

CCTV-2 晚间专题报道，央视两会最强阵容一网打尽。 

 紧贴重大时政报道，锁定出色收视表现，为企业赢得最高关注度。 

【签约认购时长】 120 秒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CCTV-2、CCTV-4、CCTV-新闻：2015 年 3 月 3 日—3 月

12 日播出。 

CCTV-1、CCTV-4：直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幕式、新闻发布会、总

理记者招待会等。 

CCTV-新闻：直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闭幕式、总理记者招待会、小

组讨论、新闻发布会、政府各职能部门记者招待会等。 

CCTV-2：《经济半小时》两会特别节目。 

（节目时间为暂定，以实际播出为准） 

【播出安排】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CCTV-1  直播节目前后 约 9:00-18:00 不少于 8 次 

CCTV-4 直播节目前后 约 9:00-18:00 不少于 8 次 

CCTV-新闻 直播节目前后 约 9:00-18:00 不少于 20 次 

CCTV-2 《经济半小时》贴片 约 21:20-21:50 不少于 8 次 



    

【广告价格（万元）】 5 秒 10 秒 15 秒 30 秒 

 295 442 553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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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播或退款价格核算以本套装平均单次价格为准。其中，直播节目中（或前、后）的

广告仅保证总频次，如有直播频道调整或其他调整，不予退款。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CCTV-1、新闻  2015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全媒体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感动你我，感动中国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抖擞精

神。2002 年起，中央电视台开始推

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此后

的“感动”一年一度，从未失约。

我们曾为实现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

航天员杨利伟感动，曾为将毕生精

力倾注在部队医疗事业的好军医华

益慰感动，曾为勇救学生而失去双腿的优秀教师张丽莉感动……这一份份感动，如

同星星之火，点燃温暖，照亮希望，给我们前行的力量。也正因如此，每一年的“感

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都能让无数人默默守候、驻足凝望。 

 让品牌与所有中国人一同收获感动 

善行，可以走得更远；感动，方能历久弥新。冠名《感动中国》，不仅是一种

商业行为，更是一次用人性的力量传播善行的心灵洗礼。与摄制组一起走近候选人

的生活中，将企业的善行及公益文化传播得更深远。 

【广告亮点】  新闻频道公益活动，让企业品牌形象与央视最优质的公益活动完美融合。 

 2014 年 CCTV-1 首播，收视份额高达 4.3%。新闻频道多次重播，让企业价

值更加充分彰显。 

 独占《感动中国》专题页内图文与富媒体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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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播出安排】 年度人物展播专题节目： 

2015 年 12 月开始，CCTV-新闻播出，1 期/天，每期约 10 分钟，预计 20 期。 

颁奖晚会： 

2016 年 2 月中旬，CCTV-1 晚间黄金时间播出，节目时长约 120 分钟，共 1 期。 

（节目时间为暂定，以实际播出为准）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年度人物展播回报   

冠名片头 形式： 展播节目片头出现“***（企业名称）杯感动中国 2015 年度人物评

选”内容。 

 频次： 1 次/期，共计 20 次。 



颁奖晚会内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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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感动

中国人物评选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

确定）。 

 频次： 共计 2 次，在 CCTV-1 颁奖晚会节目内片头后、片尾前各播出 1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冠名标版播出。 

 频次： 共计 2 次，在 CCTV-1 颁奖晚会节目内片头后、片尾前各播出 1

次。 

主持人口播： 形式： 晚会中主持人口播提及冠名企业信息。 

 频次： 共计 3 次。 

片尾鸣谢： 频次： 晚会片尾鸣谢字幕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 

 形式： 共计 1 次。 

宣传片回报   

冠名宣传片 形式： 时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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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由***（企业名称）独

家冠名播出“（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频次： 共计 280 次，在 CCTV-1 播出 120 次，在 CCTV-新闻播出 160 次。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冠名宣传片播出。 

 频次： 共计 120 次，在 CCTV-1 播出 60 次，在 CCTV-新闻播出 60 次。 

冠名宣传片（含 5 秒冠名标版）+15 秒企业广告播出安排如下 

广告形式 播出频道 广告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次 

冠名宣传片 

（含 5 秒冠名标版） 

CCTV-1 全天时段 约 6:00-18:00 2 次/天 60 次 

CCTV-新闻 

新闻 30 分前 约 11:55 1 次/天 60 次 

下午直播时段 约 13:00-18:00 1 次/天 40 次 

冠名宣传片（含 5 秒

冠名标版）+15 秒企

业广告 

CCTV-1 晚间时段 约 22:30-24:30 1 次/天 60 次 

CCTV-新闻 共同关注前 约 17:55 1 次/天 60 次 

  

  



 

 

新媒体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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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秒点播视频前贴广告同时覆盖 PC 与移动端。 

独占《感动中国》专题页内图文与富媒体广告。 

广告投放期：与电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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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 

企业标版 30 

视频底层页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60 

《感动中国》

专题页 

头图冠名 60 

（独占）中部通栏 60 

（独占）底部通栏 60 

（独占）对联 60 

互动专区模块包装 60 

15 秒视频前贴片（2/4 轮） 60 

移动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30 

 

【广告价格】 2,928 万元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本方案中广告，仅保证播出总频次。如因特殊原因导致广告未能播出，将按照价值

对等原则安排补播；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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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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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闻  经济盛事一路同行 

【节目看点】  五大经济盛事，高层密切关注 

达沃斯论坛：又称世界经济论坛，是世界政要、企业界高

层人士研讨世界经济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每年汇聚了千

余家全球最顶级的企业。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是

相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根据惯例，中国最高领导人、各国首脑及企业总裁将出席会议。 

金砖峰会：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召开

的经济合作会议，届时五国元首将共同出席会议。 

APEC 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是亚太地区重要的

经济合作论坛，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

制。届时各成员国元首均将出席峰会。 

G20 峰会：由包括美、英、日、法、德、俄、中国等在内

的二十国集团，以促进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为宗旨，就

国际经济、货币政策进行的非正式对话，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

峰会。届时各成员国元首将出席峰会。 

2015 年中央电视台将对五场经济盛事进行相关报道和深

度点评，高层关注度远超其他经济事件。 

  解析政经热点，预测未来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均呈现“你中

有我”、“相互依存”的状态。2015 年，央视综合频道、财经

频道、新闻频道将继续采取现场直播会议，专家解读报道等形

式，为观众解析当下政经热点、预测未来政经走向。 

看 2015 年中国经济能否强势发力？看 2015 年世界经济

是否还有新的合作机会？2015 年，央视与观众共同观察未来

经济变化。 

【广告亮点】  国家元首级经济盛事，高端观众密切关注。 

 前期预热、后期解析，让企业形象与重大活动无缝衔接。 

 回报频次升级，在 CCTV-2、CCTV-新闻晚间时段增加企

业广告回报。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新闻频道品牌栏目、两会专题页一网打尽，回报贯

穿全年。 

【节目播出安排】 2015 年达沃斯论坛      2015 年 1 月播出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 4 月播出 

http://baike.baidu.com/view/784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97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98.htm


2015 年金砖峰会        2015 年 4 月播出 

2015 年 APEC 峰会      2015 年 10 月播出 

2015 年 G20 峰会       2015 年 11 月播出 

以上五场经济大活动，在 CCTV-1、CCTV-新闻直播，在

CCTV-2 播出专题报道。 

（节目时间为暂定，以实际播出为准） 

【名额】 两家 

【广告回

报】 

 

节目内回报   

10 秒联合

提示收看标

版 

形式： 时长 10 秒，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五大经济盛事，

***、***（企业名称）伴您一路同行“（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在每次活动期间，在 CCTV-1、CCTV-新闻相关节目前后播出；

在 CCTV-2 专题节目前后播出。 

 频次： 共计 60 次。每次活动播出期间，在 CCTV-1、新闻合计播出

不少于 6 次；在 CCTV-2 播出不少于 6 次。 

15 秒企业

广告 

位置： 紧跟 10 秒联合标版播出。 

 频次： 共计 60 次。每次活动播出期间，在 CCTV-1、新闻合计播出

不少于 6 次；在 CCTV-2 播出不少于 6 次。 

宣传片回报   

节目宣传片 形式： 时长 15 秒或 30 秒，包含 10 秒联合提示收看标版，标版画面

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音：“五大经济盛事，***、***（企业

名称）伴您一路同行“（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频次： 共计 200 次，其中在 CCTV-2 播出 150 次；在 CCTV-新闻播

出 50 次。 

15 秒企业

广告 

位置： 紧跟节目宣传片播出。 

  频次： 共计 200 次，其中在 CCTV-2 播出 150 次；在 CCTV-新闻播

出 50 次。 

   

   

   

   

   

   

   



. 

 

 

  

节目宣传片+10 秒联合提示收看标版+15 秒企业广告播出安排如下（每场活动）： 

广告形式 播出频道 

广告

位置 

播出时间 频次 

总频

次 

宣传片+10 秒联合标

版+两家企业各 15 秒

企业广告 

CCTV-2 

交易

时间 

约 13:20-14:30 

2 次/

天 

20 次 

经济 

半小

时 

约 21:20-21:50 

1 次/

天 

10 次 

CCTV-新闻 

24 小

时 

约 23:00-24:00 

1 次/

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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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期：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终端 媒体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下拉幕（1/4 轮） 10 

长通栏（1/4 轮） 15 

企业标版 90 

直播电视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首页 
中部通栏

（1/4 轮） 
30 首页 

朝闻天下 首页 中部通栏（1/4 360 



新闻 30 分 轮） 

底部通栏（1/4

轮） 

360 

东方时空 360 

共同关注 360 

新闻 1+1 360 

国际时讯 360 

环球视线 360 

24 小时 360 

新闻调查 360 

面对面 360 

新闻周刊 360 

世界周刊 360 

CBOX

客户端 
直播 

视频播放

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移动端 

央视影

音 PAD 
直播 

视频播放

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

音手机 
直播 

视频播放

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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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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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播或退款价格核算以本套装平均单次价格为准。其中，直播节目中（或前、后）的

广告仅保证总频次，如有直播频道调整或其他调整，不予退款。 

3. 新媒体广告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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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 

【节目看点】  《朝闻天下》，早起知天下 

 《 朝 闻 天 下 》 是 中 央 电 视 台

CCTV-1、CCTV-新闻并机播出的新闻资

讯类节目，也是两个频道每天最早的一

档新闻直播节目，堪称央视新闻节目的

旗舰。节目在时政、经济、国际新闻中

穿插播出科技、文化、体育新闻，让观

众早起了解各类时事。 

 早间时段收视之王，汇聚精英收视人群 

近年来，每天清晨打开电视，看《朝闻天下》呈现的全球重大事件、

新闻最新进展，已成为了一批高收入、管理层人群的收视习惯。 

2014 年，《朝闻天下》一如既往地受到高度关注，收视率、收视份额

双双飙高，在早间时段独占鳌头。 

2015 年，每个清早让《朝闻天下》为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2015 年，看朝闻，知天下。投朝闻，天下知。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      周一至周日 6:00-8:30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6:00-9:00（6:00-8:30 与 CCTV-1 并机） 

 

  



2015 年 CCTV-1、新闻  《朝闻天下》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2 个频道，3 个小时，每天清早为观众呈现一台央视早间

时段最权威、最劲爆的新闻大戏。 

 各点位平均并机收视份额超过 11.4%，全面称霸早间时段。

套装最高收视份额 24.46%，强效传播品牌形象。 

 六个贴片套装，分别涵盖最佳时间点、最高收视份额和最

低点成本，助企业做出最佳选择。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朝闻天下》专题页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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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闻天下》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

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二、第六、第十一个广告段正一

位置（约 6:20、7:15、8:25 并机播出）。 

 频次： 1 次/段，6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3

次/天）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段，6 次/天（CCTV-1、CCTV-新闻各 3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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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6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60 

《朝闻天下》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专题页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086 次 3,203 

 下半年连续 1104 次 3,253 

 全年连续 2190 次 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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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4.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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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 A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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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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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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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认购时长】  1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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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次 887 1,329 1,662 2,993 

 下半年连续 736 次 901 1,351 1,688 3,040 

 全年单日 744 次 910 1,366 1,707 3,073 

 全年双日 716 次 877 1,315 1,643 2,959 

 全年连续 1460 次 1,733 2,599 3,248 5,846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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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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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 B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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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一、第十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10、8:10 并机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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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认购时长】  1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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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次 747 1,119 1,400 2,519 

 下半年连续 736 次 758 1,137 1,423 2,559 

 全年单日 744 次 767 1,150 1,437 2,588 

 全年双日 716 次 738 1,108 1,385 2,492 

 全年连续 1460 次 1,458 2,187 2,735 4,921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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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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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 C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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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二、第六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20、7:15 并机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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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认购时长】  1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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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次 887 1,329 1,662 2,993 

 下半年连续 736 次 901 1,351 1,688 3,040 

 全年单日 744 次 910 1,366 1,707 3,073 

 全年双日 716 次 877 1,315 1,643 2,959 

 全年连续 1460 次 1,733 2,599 3,248 5,846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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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装 C、F 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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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 D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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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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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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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认购时长】  1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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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次 887 1,329 1,662 2,993 

 下半年连续 736 次 901 1,351 1,688 3,040 

 全年单日 744 次 910 1,366 1,707 3,073 

 全年双日 716 次 877 1,315 1,643 2,959 

 全年连续 1460 次 1,733 2,599 3,248 5,846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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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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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 E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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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四、第八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6:40、7:45 并机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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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认购时长】  15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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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次 887 1,329 1,662 2,993 

 下半年连续 736 次 901 1,351 1,688 3,040 

 全年单日 744 次 910 1,366 1,707 3,073 

 全年双日 716 次 877 1,315 1,643 2,959 

 全年连续 1460 次 1,733 2,599 3,248 5,846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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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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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朝闻天下》贴片 F 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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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十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约 8:25 并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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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认购时长】  5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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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次 509 765 955 1,719 

 下半年连续 368 次 518 776 970 1,746 

 全年单日 372 次 525 785 981 1,766 

 全年双日 358 次 503 755 945 1,699 

 全年连续 730 次 995 1,493 1,866 3,359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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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装 C、F 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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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新闻 30 分》 

【节目看点】 央视王牌新闻节目《新闻

30 分》每天中午12:00-12:30

在 CCTV-1、CCTV-新闻并机

播出，由郎永淳、康辉、贺红

梅等央视重量级主播主持。利

用每天中午短短 30 分钟的时

间，高效、灵活、精准地为观众展现最具价值的新闻信息。2015 年，

创办于 1995 年的《新闻 30 分》即将迎来开播 20 周年的纪念，届时

栏目还将借助更多新技术，与观众进行全方位的交流。 

 《新闻 30 分》深受高收入、高职位的高端人士喜爱，拥有稳定

观众群。占据午间收视高峰，排名位列央视各新闻栏目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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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CCTV-1、新闻  《新闻 30 分》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CCTV-1、CCTV-新闻并机播出，两大频道午间顶级黄

金资源，高端政商人士密切关注的名牌新闻资讯节目。 

 占据全天收视最高峰，强效传播品牌形象。 

 广告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新闻 30 分》专题页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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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30 分》由***（企业名称）独家特

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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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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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 30

分》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30 



手机 （1/4 轮）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1 次 3,647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3,706 

 全年连续 365 次 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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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4.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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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  《新闻 30 分》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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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8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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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次 1,098 1,646 2,058 3,704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1,116 1,674 2,092 3,766 

 全年单日 186 次 1,128 1,692 2,115 3,807 

 全年双日 179 次 1,085 1,628 2,035 3,663 

 全年连续 365 次 2,146 3,218 4,023 7,241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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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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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晚间新闻》 

【节目看点】 《晚间新闻》每晚黄金时间 22:00 在 CCTV-1 准时播出，对全天

新闻热点进行回顾和梳理，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已经成为央视新闻的

品牌栏目代表。《晚间新闻》着力于紧随国内外新闻要点，发布独家的

时政新闻，提供快速准确的新鲜资讯。开播以来，其影响力大幅攀升，

仅次于《新闻联播》。 

2015 年，《晚间新闻》将以最高端的新闻播出方式、国际化的节

目包装技术，为观众呈现更全面、更实效、更生动的新闻节目。 

【节目播出安排】 CCTV-1  周一至周日 22:00-22:30 

 

  



2015 年 CCTV-1  《晚间新闻》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CCTV-1 晚间唯一的新闻资讯节目，独占黄金时间。 

 权威时政新闻，丰富资讯信息，筑造新闻产品顶级品牌，

影响力仅次于《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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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晚间新闻》专题页多广告位独占。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节目内回报（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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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间新闻》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呈

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天。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天。 

提示收看回报（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 

5 秒提示收看标版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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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CCTV-1 “黄金档剧场后”广告段播出（周一

至周日约 21:50）。 

 频次： 1 次/天。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提示收看标版播出。 

 频次： 1 次/天。 

企业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详细播出位置见下表。 

15 秒企业广告在 CCTV-新闻播出安排如下： 

广告形式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频次 

15 秒企业广告 
新闻 30 分前 约 11:55 1 次/天 

下午直播时段二 约 15:00-16:30 1 次/天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2015 年 3 月 3 日至 2015 年 3 月 12 日两会期间不承



诺播出。） 

新媒体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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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电视、PC、

手机三屏。 

包含 15 秒直播视频前贴广告。 

《晚间新闻》专题页多广告位独占。 

广告投放期：与电视保持一致 

名额：1 家/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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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下拉幕（1/4 轮） 10 

长通栏（1/4 轮） 30 

企业标版 90 

直播电视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晚间新闻 

首页 
（独占）中部通栏 90 

  （独占）底部通栏 90 

  底层页 
（独占）15s 视频前

贴片正一位置 
90 

CBOX 客

户端 
直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直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直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价格（万元） 

 第一季度 89 3,754 

 第二季度 91 3,555 



 第三季度 92 3,593 

 第四季度 92 3,593 

 全年连续 364 13,324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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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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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晚间新闻》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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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1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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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次 1,344 2,015 2,519 4,534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1,373 2,060 2,575 4,635 

 全年单日 186 次 1,388 2,082 2,603 4,685 

 全年双日 178 次 1,329 1,994 2,491 4,484 

 全年连续 364 次 2,634 3,950 4,938 8,889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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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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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共同关注》 

【节目看点】 《共同关注》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品牌栏目，以“关注弱势群

体，搭建互助平台，讲述新闻故事，彰显和谐关怀”为核心理念，由欧

阳夏丹、慕林杉两位极具亲和力的美女主播担任主持人。节目内容从“大

新闻”模式回归，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注当前中国发展道路上

的个体命运，以其贴近性深受观众喜爱。开播以来，栏目形式不断创新

和改进，力求打造栏目名片，栏目影响力不断提升。 

《共同关注》播出时间紧贴《新闻联播》，播出位置优越，收视率

长期稳居新闻频道前列。投放《共同关注》广告资源，品牌形象随栏目

热度扩散，让企业贴近百姓、备受关注。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18:00-18:55 

 

 

  



2015 年 CCTV-新闻  《共同关注》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2014 年上半年平均收视率 0.87%，最高单期收视

1.64%，同比增长 9%，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前列。 

 在高收入管理层中收视集中度极高。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共同关注》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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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关注》由***（企业名称）独家特别

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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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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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共同关

注》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30 



手机 （1/4 轮）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0 次 1,565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1,599 

全年连续 364 次 2,999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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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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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共同关注》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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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180 次 866 1,560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886 1,594 

 全年单日 186 次 895 1,611 

 全年双日 178 次 857 1,542 

  全年连续 364 次 1,698 3,057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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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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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东方时空》 

【节目看点】 《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经典新闻栏目，自 1993 年开播以来

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是新闻频道的“常青树”。每晚 20:00 黄金时间以

近一小时的超长篇幅为观众呈现全方位的新闻热点解读，被誉为“百姓

喜爱的杂志型新闻节目”。足不出户，《东方时空》带领观众下基层、问

时政、闯四海、观天下。自栏目创立以来，《东方时空》创造了中国电

视新闻的多项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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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空》常年稳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收视冠军，占有最佳播出

时段，收视主体集中在高收入干部及企业管理人员。  选择《东方时空》，

让品牌向更高端迈进。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20:00-20:55 

 

 

  



2015 年 CCTV-新闻  《东方时空》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收视率常年位居新闻频道日播栏目第一。 

 新闻频道晚间黄金时间精彩呈现。 

 央视新闻品牌栏目，开创了电视新闻新模式，社会

关注度高。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东方时空》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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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由***（企业名称）

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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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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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东方时

空》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0 次 2,248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2,297 

 全年连续 364 次 4,324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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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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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东方时空》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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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180 次 1,258 2,264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1,286 2,315 

 全年单日 186 次 1,300 2,339 

 全年双日 178 次 1,244 2,240 

 全年连续 364 次 2,466 4,437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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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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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闻 1+1》 

【节目看点】 《新闻 1+1》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时事评论直播节目，周一

至周五 21:30 黄金时间播出。栏目“一位主持人+一位新闻观察员”的

播出模式已广受观众认可。央视重量级新闻主播白岩松携手董倩、李小

萌倾力打造，同时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为观众呈现一个“1+1>2”的

新闻热点解读。快速捕捉、精准分析、犀利评论，看《新闻 1+1》，不

仅了解天下事，更要评论天下事。 

《新闻 1+1》第一时间直击敏感话题，为观众深度剖析来龙去脉，

栏目观众以高收入、高学历、高社会地位人群为主，拥有极高的社会关

注度和社会影响。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1:30-22:00 

 

 

  



2015 年 CCTV-新闻 《新闻 1+1》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新闻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稀缺广告资源。 

 深度热点、深度评论，让企业形象与节目深度融

合。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新闻 1+1》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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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1+1》由***（企

业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

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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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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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

1+1》专题

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28 次 1,965 

下半年连续 132 次 2,024 

全年连续 260 次 3,795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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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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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闻 1+1》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128 次 1,097 1,975 

 下半年连续 132 次 1,129 2,032 

  全年连续 260 次 2,159 3,884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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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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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国际时讯》 

【节目看点】 《国际时讯》是中央电视台资深国际资讯类新闻栏目，凭借央视新

闻强大的驻外力量，为观众打造“最开阔的国际瞭望平台，最快捷的国

际时事通道”。栏目依托 5 个海外中心记者站，63 个海外记者站及北美、

非洲两大分台，每日传回距离现场最近、时效性最强的新闻视频， 拉

近观众与世界的距离。2015 年，《国际时讯》将以更加客观、更加深入、

更加前沿的国际时讯向观众展现一个真实的世界。 

《国际时讯》是新闻频道黄金时间的国际资讯栏目，投放《国际时

讯》，借国际大事和国际大势，传达品牌理念，塑造品牌形象。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2:00-22:30 

 

 

 

  



2015 年 CCTV-新闻  《国际时讯》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周一至周五晚间 22:00 黄金时间播出，形成约会意识。 

 2014 年上半年收视率 0.82%，同比增长 7.9%。 

 汇聚拥有较强购买力的高端收视群体，为品牌传播带

来无限动力。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国际时讯》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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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讯》由***（企业名称）

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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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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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国际时讯》

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28 次 1,862 

 下半年连续 132 次 1,915 

 全年连续 260 次 3,590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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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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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国际时讯》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128 次 1,036 1,865 

 下半年连续 132 次 1,066 1,919 

  全年连续 260 次 2,039 3,668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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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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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环球视线》 

【节目看点】 《环球视线》是新闻频道一档国际时事评论类栏目，于黄金时间播

出，由央视黄金主播水均益携手金牌国际问题专家，选取当天最具影响

力的国际事件，通过大量新闻资讯对事件进行深度对话和分析。美国海

外角力、欧洲经济阴霾、中东无解乱局，大事之年，《环球视线》向观

众呈现国际形势的风诡云谲。 

2014 年，《环球视线》围绕乌克兰紧张局势、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等世界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度报道和独家解读，吸引了大批高端人士关

注。2015 年，与央视新闻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唯一国际评论栏目携手，

让品牌形象与最具深度的国际评论一同深入人心。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五 22:30-23:00 

 

 

  



2015 年 CCTV-新闻  《环球视线》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领略环球视野，让品牌形象独具国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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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视率表现，2014 年上半年平均收视率 0.85%。

收视份额更高达 3.67%，同比增长 12.9%。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环球视线》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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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线》由***（企业名称）

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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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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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环球视线》

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央视影音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30 



端 PAD （1/4 轮）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28 次 1,462 

下半年连续 132 次 1,503 

全年连续 260 次 2,820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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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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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环球视线》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128 次 808 1,454 

 下半年连续 132 次 831 1,496 

  全年连续 260 次 1,589 2,859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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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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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4 小时》 

【节目看点】 作为新闻频道每天最后一档新闻直播栏目，《24 小时》每晚 23:00

播出，为观众梳理全天新闻热点信息。栏目以口语化的风格为观众呈现 

“今日头条”、“国内/国际焦点”、“现场”、“主播关注”等多个板块，

用不同形式和多种角度陪伴观众浏览每日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大事件。 

《24 小时》让经过了一天的疲劳和大信息量阅读之后的观众，在

每天最后的一个小时里能身心放松地回顾一天的大事小情。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一至周日 23:00-23:55 

 

  



2015 年 CCTV-新闻  《24 小时》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定位晚间收看电视的繁忙政商人士，传播高端品

牌资讯的上佳平台。 

 2014 年上半年平均收视率 0.51%，晚间同时段

栏目中的佼佼者。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24 小时》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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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由***（企业

名称）独家特别呈现“（口播语可协

商确定）。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 

 频次： 1 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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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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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24 小时》

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央视影音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30 



端 PAD （1/4 轮）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0 次 1,506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1,534 

 全年连续 364 次 2,895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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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5.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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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4 小时》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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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180 次 832 1,497 

 下半年连续 184 次 850 1,530 

 全年单日 186 次 859 1,547 

 全年双日 178 次 822 1,480 

  全年连续 364 次 1,631 2,934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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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2015 年除夕当日不承诺播出广告。 

4.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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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闻调查》 

【节目看点】 《新闻调查》是一档与《焦点访谈》齐名的深度调查类周播栏目，

每周六晚间黄金时间播出，记录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栏目注重“调

查”，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每每在重大事件中及时发声，用写实的风

格探寻事件真相、引导舆论走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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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调查》全新的风格，使其成为新闻频道周播栏目中收视率的

佼佼者， 核心观众为中高收入、高学历群体。投放《新闻调查》栏目

广告，让品牌更加深沉理性。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六 21:30-22:15 

 

 

  



2015 年 CCTV-新闻  《新闻调查》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2014 年上半年收视率位居新闻频道周播栏目收视

前列。 

 深度调查、深度沟通，推动品牌和消费者建立信任

纽带。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新闻调查》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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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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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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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调

查》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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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4.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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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闻调查》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26 次 267 480 

 下半年连续 26 次 267 480 

  全年连续 52 次 517 931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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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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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面对面》 

【节目看点】 《面对面》是新闻频道唯一的高端人物专访类节目，在每周日晚黄

金时间准时呈现。栏目通过人物的故事和视角，解读当前社会现象和事

件真相，从人的角度记录历史。2014 年，《面对面》选择了社会各界有

代表性的人士，有普京这样的大国元首，有张艺谋、袁隆平这样的新闻

焦点人物，也有韩亚空难亲历者、渐冻人等代表热门话题的普通人士，

以其多样性、贴近性、趣味性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让知名人士、意见领袖带领观众一同思考，《面对面》是一场智慧

的碰撞，是一个思考的平台。选择《面对面》栏目广告，让高学历、高

收入的成熟观众与品牌“面对面”。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日 21:30-22:15  

 

 

  



2015 年 CCTV-新闻  《面对面》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2014 年上半年收视率 0.73%，领军新闻频

道周播栏目。 

 高端访谈栏目，借助栏目影响力和嘉宾人格

魅力，助品牌影响力传播得更远。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面对面》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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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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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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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面对面》

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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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4.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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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面对面》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26 次 251 450 

 下半年连续 26 次 251 450 

  全年连续 52 次 485 873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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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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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闻周刊》 

【节目看点】 《新闻周刊》在每周六晚间“后黄金时间”与观众见面，由央视最

犀利的主播白岩松挑梁。节目由“新闻回顾”、“本周视点”、“人物

回顾”、“本周特写”等几大版块构成，梳理过去一周值得关注的中国

故事。栏目如同一本周刊杂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敏锐捕捉国内新

闻热点，犀利点评社会事件焦点。栏目吸引了一批中高收入、中等以上

文化的成熟白领人群，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资讯，最深度的解读。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六 22:15-23:00 

 

  



2015 年 CCTV-新闻  《新闻周刊》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周六晚间后收视高峰时间段播出，推动品牌获

得更高关注度。 

 投放《新闻周刊》广告，与最权威的频道合作，

与最知名的主播携手，与最主流的人群同行。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新闻周刊》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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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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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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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周

刊》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央视影音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30 



端 PAD （1/4 轮）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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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4.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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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闻周刊》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26 次 225 405 

 下半年连续 26 次 225 405 

  全年连续 52 次 435 783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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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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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世界周刊》 

【节目看点】 《世界周刊》是一张汇集最重大世界新闻的电视周报，每周日晚间

22:15 准时呈现，栏目一贯秉持“内容为王”的原则，在大数据时代为

观众捕捉最有价值的信息。45 分钟内，央视“联播级”金牌主播康辉，

为观众讲述纵横世界的发展变化，视角广阔，可视性强，不仅为观众提

供新鲜出炉的世界新闻，也充分展现理性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栏目从

简短的一周国际大事扫描开始，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准确把握也成为

其收视率的有力保障。 

中高学历、中青年城市男性为《世界周刊》的目标观众，投放《世

界周刊》，让高影响力、高购买力的人群围绕在品牌左右，企业品牌与

国际大事同行。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周日 22:15-23:00 

 

 

  



2015 年 CCTV-新闻  《世界周刊》 

全媒体独家特别呈现 

【广告亮点】  2014 年上半年收视率在新闻频道周播栏目中

排名前列。 

 高品质栏目锁定忠实观众，覆盖社会精英收视

群体。 

 广告回报打通电视、PC、手机三屏。 

 央视网《世界周刊》专区多广告位独占。 

【广告投放周期】 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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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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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特别呈现标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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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视频底层页

通发 
视频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新闻频道 

底层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世界周

刊》专题页 

特别呈现模块包装 180 

（独占）对联 180 

15 秒视频前贴片

（2/4 轮） 
180 

移动

端 

央视影音

PAD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央视影音

手机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片

（1/4 轮） 
30 

  

【广告价格】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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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广告回报以本方案最小销售单元为单位与电视广告回报匹配。 

4. 新媒体广告位具体投放日期由企业在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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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世界周刊》贴片 

【广告投放周期】 上半年连续 / 下半年连续 / 全年连续 

【播出安排】 节目内片头后正常位置，1 次/期。 

【签约认购时长】  30 秒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频次 

价格（万元） 

 15 秒 30 秒 

 上半年连续 26 次 223 400 

 下半年连续 26 次 223 400 

  全年连续  52 次 431 776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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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内片头后正一位置为特别呈现企业 5 秒标版及 15 秒广告。 

3. 如因特殊原因导致节目未能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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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整点报时 

【广告亮点】  央视王牌广告项目，广告特征深入人心。 

 独占多档新闻前广告段倒一位置，更包括《朝闻天下》前、《新

闻 30 分》前两大黄金点位，广告与节目完美贴合，让品牌传

播力最大化。 

 新增《24 小时》贴片广告回报，企业传播力再升级。 

【节目播出安排】  CCTV-新闻  每天 6 次 

周一至周日：5:59:40、9:59:40、11:59:40、13:59:40、17:59:40、

23:59:40。 

（2015 年 3 月 3 日至 2015 年 3 月 12 日两会期间，只承诺播出

5:59:40、23:59:40 两个点位）。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报时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5:59:40、9:59:40、11:59:40、13:59:40、17:59:40、

23:59:40 倒二位置播出。 

 频次： 共计 6 次/天，在 CCTV-新闻播出。 

5 秒报时广告 形式： 时长 5 秒，报时表盘画面出现企业名称或标识，配

音：“***（企业名称）为您报时”。 

 位置： 紧跟 15 秒企业广告，5:59:40、9:59:40、11:59:40、

13:59:40、17:59:40、23:59:40 倒一位置播出。 

 频次： 共计 6 次/天，在 CCTV-新闻播出。 

企业广告回报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在 CCTV-新闻“24 小时节目内片头后“广告段位

播出，播出时间约为 23:00。 

 频次： 1 次/天，在 CCTV-新闻播出（2015 年除夕当日不

承诺播出）。 

【广告价格】 投放期 广告天数 价格（万元） 

 上半年连续 181 5,143 

 下半年连续 184 5,279 

 全年连续 365 9,980 

说明： 

1. 节目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2. 如因特殊原因造成广告临时停播或漏播等情况，将根据实际播出情况在相同段位或相近

段位给予补播，补播不能实现时给予退款。 



3. 本方案广告段名称仅供参考，以最终合同为准。 

  



2015 年跨频道   顶级品牌成长之路 

  传递品牌文化、新品上市推广的利器 

最短 60 秒、最长 120 秒的超长沟通空间，让长秒广告得以将

企业广告创意展现得淋漓尽致，拥有普通 15 秒广告无法望其项背

的丰富内涵。无论是在传播企业文化时做成的微电影，还是在新品

上市时从外观到功能进行细致入微的介绍，长秒广告都能完全胜

任。是顶级品牌推广、企业促销时的上佳之选。 

 多个频道、灵活投放期自由组合 

精选 CCTV-1、CCTV-2、CCTV-3、CCTV-4、CCTV-7、

CCTV-8、CCTV-9、CCTV-10、CCTV-戏曲、CCTV-新闻共十个

频道的资源，将长秒时段一网打尽。各频道时间点位、受众人群各

有特色，让企业可以根据需求自由选择。最短一周的超灵活投放期，

让企业可以锁定核心推广时间，精准营销，直达目标！ 

 超低点成本，长单折扣更划算 

各频道针对长秒资源精心调整的点成本，让企业可以用更少的

费用投放到更丰富的资源。季度、半年、年单折扣配合，让长秒投

放更划算。 

【广告段位刊例价】  

频道 广告段位 播出时间 
刊例价（元/天） 

60 秒 90 秒 120 秒 

CCTV-1 23:30 精品节目中插 2 周一至周日约 23:33 168,500 - - 

CCTV-2 财经频道时段 04 周一至周日约 00:27 24,000 28,000 36,000 

CCTV-3 晚间时段 周一至周日约 24:00-25:25 31,800 37,100 42,400 

CCTV-4 晚间黄金档节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约 22:00-23:00

（不含周三） 
73,400 85,600 97,900 

CCTV-7 时段 3 周一至周日约 10:10 4,200 4,900 5,600 

CCTV-8 海外剧场第二集贴片 周一至周日约 23:28 95,000 110,900 126,700 

CCTV-9 时段 25 周一至周六约 22:58 12,700 14,800 17,000 

CCTV-10 晚间时段或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日约 22:00-23:00 24,900 29,100 33,300 

CCTV-新闻 午夜新闻后 周一至周日约 01:00 11,800 13,800 15,800 

CCTV-戏曲 19:20 档栏目前 周一至周日约 19:16 4,600 5,400 6,200 

【广告投放规则】  

1. 企业可以在上述广告资源中，自行选择投放段位和投放期。 

2. 每项广告段位的最小投放期为一周连续。 

3. 如企业在各频道累计投放超过 12 周，可在总价格的基础上享受 95 折优惠；如

企业在各频道累计投放超过 26 周，可在总价格的基础上享受 9 折优惠；如企业在

各频道累计投放超过 52 周，可在总价格的基础上享受 85 折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