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CCTV-音乐、综艺《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全媒体独家冠名 

【节目看点】  国内唯一一档现场打榜类音乐节目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是国内第一档，也是唯一一档现场打榜类音

乐节目，具有四大优势： 

——广：与泛亚地区媒体联合播出，不仅立足于央视，还联合了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络电视台、香港 TVB、台湾 TVBS 进行同步播出。 

——信：每期候选歌曲来自十个当前华语乐坛最具公信力及影响力的

榜单，在每周一发布，随后开放多种渠道的观众投票方式，由观众选出最

受欢迎歌曲 TOP10，在每周六的直播节目中角逐最终名次。 

——新：节目秉持“一云多屏”理念，非直播阶段开通 CNTV、人人

网、酷狗、新浪微博、网易、电话等多种投票途径，直播阶段开通二维码、

电话投票等，与观众充分互动。截至 7 月 11 日，非直播阶段仅电话及二

维码投票累计已超过 725 万次；90 分钟的直播时间里，每期粉丝投票稳定

在 60 万以上，堪称华语之最。 

——高：节目背靠央视强大的号召力，吸引众多一线明星现场卖力演

唱，已到场的嘉宾包括齐秦、张信哲、Super Junior-M、方大同、EXO-M、

萧敬腾、张靓颖等。更有嘉宾携大牌好友前来助威，到场或发来视频的嘉

宾包括陈奕迅、林俊杰、周杰伦、萧亚轩、罗志祥、蔡依林等。 

 

 日播、周播、年播，兼具常态推广和事件营销 

日播节目——《Hi 榜上榜》，播出候选歌曲、歌手访谈、台前幕后资

讯，为观众提供每日视听盛宴，同时也为周播节目预热。 

周播节目——《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每周六 19:30 现场直播，群

星璀璨，精彩纷呈。 

年播节目——《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颁奖盛典》，春节重磅推出，总结

年度榜单，邀请当红大牌歌星艺人，打造专属华语乐坛的“格莱美”。 



【广告亮点】  音乐+明星，轻松锁定年轻受众：音乐能直击年轻人心灵，而明星效

应会放大音乐的力量。投放本项目，既能轻松锁定年轻受众，更能赋

予品牌青春时尚感。 

 2 个频道播出+3 个栏目形态+4 个频道宣传：《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在 CCTV-综艺和 CCTV-音乐周末播出，既有覆盖，又有高端人群；涵

盖日播、周播、年播三个节目形态，使客户可以同时进行事件营销和

常规宣传；15 秒宣传片+15 秒硬广在 CCTV-综合、综艺、中文国际、

音乐四大频道播出 2000 多次，全方位到达各类人群。 

【节目播出安排】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首播共计 52 期： 

——首播： CCTV-音乐周六约 19:30； 

——重播： CCTV-综艺次周六约 22:00，CCTV-音乐周日约 21:15。 

 《Hi 榜上榜》（暂定名），首播共计不少于 350 期： 

——首播： CCTV-音乐每日约 9:50。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颁奖盛典》，首播 1 期： 

——首播：2016 年 2 月 8 日初一，CCTV-音乐约 19:30； 

——重播：2016 年 2 月 10 日初三，CCTV-综合约 20:00。 

（注：具体播出时间以《中国电视报》预告为准。） 

【名额】 独家 

【广告回报】  

冠名权益 

使用期限： 自签约之日起至 2015 年度《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颁奖盛典结束。 

商业使用： 冠名企业在其商业宣传中可使用由企业名称和节目名称组成的联合标识，

须经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审定并备案。 

产品包装二维码： 冠名企业可在产品包装上印刷节目互动二维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可进入

节目 CNTV 官网参与投票、互动。可根据冠名客户要求增加赢取积分、兑

换礼品等功能，具体形式另行商议。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以及《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颁奖盛典》内（首播 53 期）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字

样。 

频次： 1 次/期。 

冠名口播及字幕 形式： 主持人口播“***（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同

时画面出现对应字幕。 

频次： 各 3 次/期。 

5 秒标版 形式：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口

播语：“《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由***（企业名称）独家

冠名播出”。  

位置： 节目内片头后、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2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频次： 2 次/期。 

互动提示条 形式： 屏幕下方互动提示条出现企业冠名信息。 

频次： 3 次/期。 

角标 形式： 屏幕右下角出现“***（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角标，出现时间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50%。 

现场植入 形式：  节目现场大屏幕出现“***（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

榜上榜”字样； 

 主持人采访区出现“***（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榜

上榜”字样； 

 视产品情况，现场可摆放冠名客户产品，适当给予镜头

体现； 

 视企业标准色情况，舞美设计可融入企业品牌元素。 

节目包装 形式：  转场片花使用“***（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字样； 

 榜单出现“***（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字

样。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Hi 榜上榜》内（首播不少于 350 期） 

冠名片头 形式： 节目片头出现“***（企业名称）• Hi 榜上榜”字样。 

频次： 1 次/期。 

节目包装 形式：  转场片花使用“***（企业名称）• Hi 榜上榜”字样； 

 外拍短片画框出现“***（企业名称）• Hi 榜上榜”字

样。 

5 秒标版 形式： 冠名标版时长 5 秒，画面出现冠名企业名称及标识，并配口

播语：“《Hi 榜上榜》由***（企业名称）独家冠名播出”。  

位置： 节目内中插第一个广告段正一位置播出。 

频次： 1 次/期。 

15 秒企业广告 位置： 紧跟 5 秒标版播出企业 15 秒广告一条。 

频次： 1 次/期。 

互动提示条 形式： 屏幕下方互动提示条出现企业冠名信息。 

频次： 3 次/期。 

角标 形式： 节目画面出现“***（企业名称）• Hi 榜上榜”角标，出现

时间不少于节目总时长的 50%。 

片尾鸣谢 形式： 节目片尾鸣谢出现企业名称与标识。 

频次： 1 次/期。 

宣传片回报 



15 秒宣传片 形式： 宣传片时长 15 秒，出现“***（企业名称）·《全球中文音

乐榜上榜》”字样及口播内容。 

 频次：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CCTV-1、3、4、音

乐频道共计播出 2224 次，具体排期见下表。 

15 秒企业广告 形式： 紧跟宣传片播出 15 秒企业广告一条。 

频次：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CCTV-1、3、4、音

乐频道共计播出 2224 次，具体排期见下表。 

注：CCTV-1 具体排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不含春节），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CCTV-3 具体排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不含春节、国庆等节假日）；CCTV-4、

音乐频道排期均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回报形式 播出频道 播出段位 播出时间 总频次 汇总 

15 秒宣传

片+15 秒企

业广告 

CCTV-1 
第一精选剧场第三

集贴片 每日约 11:03 90 次 

2224 次 

CCTV-3 
12:30 档栏目中插 每日 12:30-13:55 330 次 

16:30 档栏目中插 周一至周五 16:30-17:25 240 次 

CCTV-4 《中华情》片尾前 
首播：周六 22:00-23:00； 

重播：周日 3:00-4:00 104 次 

CCTV-音乐 

上午时段 每日 9:00-12:00 365 次 

下午时段 每日 14:00-18:00 365 次 

晚间时段 每日 19:00-22:00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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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拉幕（1/4 轮） 5 

图文混排（1/4 轮） 30 

综艺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底部通栏（1/4 轮） 90 

音乐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60 

对联（1/4 轮） 360 

顶部通栏（1/4 轮） 360 

底层页 
顶部通栏（1/4 轮） 360 

15s 视频前贴片（1/4 轮） 360 

《全球中

文音乐榜

上榜》专题

页 

冠名体现 360 

模块包装 360 

顶部通栏（独占） 360 

15s 视频前贴片（独占） 360 
 



【广告价格】 5,998 万元 

说明： 

1. 栏目具体播出时间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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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