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网络类广告产品 

 

 优质：央视网重大赛事、综艺晚会、优秀剧目荟萃 

体育频道囊括 NBA、亚洲杯足球赛、四大网球赛等丰富的体育赛事资源，综

艺频道汇聚了缤彩纷呈的春晚、元旦、五一、七夕、中秋、国庆各大晚会资源，

电视剧频道享有 CCTV-1、CCTV-8央视各频道首播剧、大剧资源。 

 特色：以视频为核心，巧妙搭配图文、富媒体及特殊形式广告 

产品设计以广告效果绝佳的视频前贴片为主体，合理配置下拉幕、对联等富

媒体，焦点图、通栏等图文，冠名体现、模块包装等特殊形式广告资源，形成立

体化传播攻势。 

 精准：强相关性资源整合，直抵目标受众 

以受众特征为导向，以内容为主线，对强相关性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为企

业精准化传播提供有力武器。 

 整合：打通 PC端与移动端，全面覆盖网络受众 

打通央视网、CBOX 客户端、央视影音移动端广告资源，多平台回报集中呈

现，充分覆盖网络人群。 

 

 

  



2015 年央视网全网直、点播视频贴片套 
 

央视网以中央电视台强大内容资源为依托，以视频为特色，利用全新的技术手段和多终端

的媒体平台，为网民奉献海量的网络直播、点播视频节目资源。 

 重点栏目、特别报道、大赛晚会的网上视频节目直点播； 

 视频数据库日均节目的制作能力达到了 9000 条、1000 个小时； 

 提供 149 路电视频道的网络直播、1920 个电视栏目的点播服务 

 20,000 多集电视剧的剧情花絮…… 

 

 直、点播视频全网通发，全面覆盖央视网视频用户 

 全网直、点播视频贴片广告通发，企业品牌全面触达高流量视频用户 

 全面覆盖央视网新闻、体育、综艺、电视剧、财经、纪录片等 20 多个频道视频贴

片广告 

 

 央视网、CBOX 客户端全覆盖，广泛到达网络用户 

 直、点播视频前贴打通央视网、CBOX 客户端，最大化覆盖网络用户 

 

【广告回报】 

按月购买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PC 端 

央视网 

全网点播通发 底层页 

15 秒视频前贴片 

（1/4 轮） 
一个月 

直播电视 底层页 

体育频道 直播大厅 

CBOX 

客户端 

直播 视频播放页 

点播 视频播放页 

（备注：上述广告位置的具体上播日期由企业在方案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 

【刊例价格】  102 万/月 

 

 

 

 

http://baike.baidu.com/view/779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9767.htm


2015 年央视网体育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体育频道是品牌传播和展示的高端平台。央视网体育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享有全网核心广告产

品，丰富的体育赛事资源打通全年，是企业高端品牌营销的首选。 

 体育人群全网罗 

央视网体育受众为典型的三高人群，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通过央视网的品牌曝光，

能够有效补充大量互联网体育人群。 

 品牌激情活力的完美展现 

2015 年央视网体育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独家冠名，资讯首页全年模块包装，配以全年所有赛

事直播及点播视频前贴，为企业品牌带来非同凡响的传播穿透力。重大赛事专题页面通栏

展现，体育频道核心资源全覆盖，确保企业品牌全年露出不断。 

 移动端同时覆盖，全方位呈现品牌优势 

央视影音 PC 端、移动端同时覆盖，充分网罗移动互联网人群。 

 

【名额】独家 

【广告回报期】：2015 年全年 

【广告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权益 2015 年央视网体育频道战略合作伙伴，权益使用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长通栏（1/4 轮） 30 

体育版块模块包装 365 

体育频道 

首页 

模块包装 365 

焦点图（1 帧） 30 

下拉幕（1/4 轮） 30 

对联（1/4 轮） 30 

顶部通栏（1/4 轮） 30 

长通栏（1/4 轮） 30 

直播大厅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360 

底层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20 

企业专题页面 相关频道 企业定制专题搭建 180 

客户端 CBOX 客户端 
直播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90 

点播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90 



移动端 

央视影音
PAD 

启动页 启动页 启动图（1/4 轮） 90 

央视影音
PHONE 

启动页 启动页 启动图（1/4 轮） 90 

直播 首页 页底 banner（1/2 轮） 90 

（备注：上述广告位置的具体上播日期由企业在方案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 

【刊例价格】 288 万 

 

 

 

 

 

 

 

 

 

 

 

 

 

 

 

 

 

 

 

 

 

 

 

 

 

 

 

 

 

 

 

 

 

 



2015 年央视网综艺晚会合作伙伴 

 
集聚央视网 2015 年全年重点节日晚会与专题，全年热点缤纷呈现，促销季节重点曝光。 

 

 全面、丰富的网络端综艺资源集合 

综艺频道官网汇聚了央视与卫视的精品综艺节目，用户基数大、流量高，是企业品牌曝光

的最佳之地。五一、七夕、中秋、国庆、元旦等晚会专题集中呈现，各类图文、视频广告

一网打尽。 

 多终端目标受众的完美触及 

根植于电视端、延续到网络端、发散至移动端，全线打通品牌 360 度曝光。 

多终端的丰富资源组合，为品牌最大化触及目标受众，真正打造全媒体营销方案。 

 

【名额】独家 

【广告回报期】2015 年全年 

【广告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权益 2015 年央视网综艺晚会合作伙伴，权益使用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长通栏（1/4 轮） 30 

综艺版块模块包装 365 

综艺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对联（1/4 轮） 30 

顶部通栏（1/4 轮） 30 

焦点图（一帧） 30 

元旦晚会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三八特别节目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五一特别节目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七夕特别节目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中秋晚会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重阳晚会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国庆晚会专题 

模块包装 30 

通栏 01（1/4 轮） 10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0 

直播电视 视频播放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60 

CBOX客户
端 

直播 视频播放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60 

点播 视频播放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90 

移动端 
央视影音
客户端 

启动页 启动页 启动图（1/4 轮） 120 

直播 
首页 页底 banner（1/2 轮） 120 

视频播放页 15s 视频前贴（1/4 轮） 120 

点播 视频播放页 
暂停（1/4 轮） 120 

15s 视频前贴（1/4 轮） 120 

（备注：上述广告位置的具体上播日期由企业在方案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 

【刊例价格】  283 万 

  



2015 年央视网《首播剧场》独家冠名 

 
《首播剧场》集纳了荧屏首播电视剧资源，全面提供央视综合频道、电视剧频道首播的精品

剧目。权威经典网络首播，第一时间精彩放送，为广大用户呈现豪华的视频盛宴。 

 

 搭乘央视网《首播剧场》推广便车，放大品牌传播价值 

借央视网核心资源推广《首播剧场》契机，冠名企业商业元素巧妙带入，实现全方位、立体

化宣传攻势。 

 

 多渠道打通传播，形成品牌无缝隙覆盖 

《首播剧场》专题页面独家冠名，电视剧频道独占模块包装，为品牌营造优质品牌传播空间。

全年打通 CBOX 客户端，同时覆盖央视影音移动端核心资源，让品牌曝光最大化。 

 

【名额】独家 

【广告回报期】2015 年全年 

 

【全网推广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推广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央视网 首页 长通栏（1/4 轮） 30 

电视剧频道 首页 
下拉幕（1/4 轮） 30 

焦点图（1 帧） 20 

（推广首播剧场的同时可带入冠名企业商业元素） 

 

【广告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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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联（1/4 轮） 30 

电视剧频道 
首页 

焦点图（1 帧） 30 

顶部通栏（1/4 轮） 30 

首播剧场模块包装 365 

首播剧场专题 冠名体现 365 



画中画 01（1/4 轮） 60 

底层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80 

CBOX 客
户端 

点播 
视频播放页 暂停（1/2 轮） 180 

播放器窗口详情页 页底 banner（1/4 轮） 365 

移动端 
央视影音
客户端 

启动页 启动页 启动图（1/4 轮） 30 

（备注：上述广告位置的具体上播日期由企业在方案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 

 

【刊例价格】 152 万 

  



2015 年 CCTV 春晚网络直、点播套 
 

2015 年新春，CCTV 携手企业品牌，通过《春节联欢晚会》这一顶级传播平台，为全

国观众及网民送上新春贺礼。 

《春节联欢晚会》在华人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

一。2014 年，CCTV 春晚全媒体收视率高达 46.87%；CNTV 多终端独立访问用户达 5007

万人；视频直播累计观看达 1.6 亿次；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 1625 万人。 

 

【广告回报期】 

2015 年 2 月 18 日至 2015 年 3 月 3 日 

 

【广告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春晚专题页面 

视频直播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 

视频点播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5 

CBOX 

直播 视频直播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 

点播 视频点播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5 

移动端 
央视影音

客户端 

直播 视频直播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 

点播 视频点播页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15 

 

 

【刊例价格】 55 万 

  



“一网打尽”2015 央视网网球赛事套 
 

随着网球偶像的迅速崛起，网球运动在中国的关注度持续走高。央视网是唯一拥有最全网球

赛事资源的网站，全年网球顶级赛事全面覆盖，澳网、法网、温网、美网四大满贯网球赛事分布

在全年的 4 个重要时期，能够为品牌呈现一个年度传播行程，是聚焦精英白领人群的绝佳阵地。

除此以外还有 2015 年中国网球公开赛，2015 年 ATP 上海大师赛，以及 2015 赛季的 WTA、

ATP 全年赛事，精彩不间断。 

 四大满贯体育传播顶级资源 

央视网是唯一拥有各大网球赛事资源的网站，不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点播，还制作

了网球赛事原创互动直播节目《一网打尽》，成为网球赛事直播的一大突破。 

 直播点播满足品牌传播诉求 

一网打尽专区不仅涵盖各大网球赛事的核心直播资源，同时还能够为观众提供完整的互动

视听体验。PC 端加移动端，24 小时覆盖网民碎片化时间，让品牌随时呈现。 

 自制节目致力全网传播 

《一网打尽》是央视网打造的以网球赛事为核心、以满足用户需要为目的的大型专题栏目，

其产品线贯穿全年重点网球赛事，介绍同期产品、扩大产品影响力、一云多屏的独特呈现

形式，利于广告覆盖全网传播。 

【产品回报期】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广告回报】 

终端类型 媒体类型 资源名称 资源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时长
（天） 

PC 端 

央视网 

体育频道 

首页 顶部通栏（1/4 轮） 30 

直播大厅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30 

一网打尽专题 

首页 模块包装 180 

底层页 15 秒直播视频前贴（1/4 轮） 60 

客户端 CBOX 

视频直播 15 秒直播视频前贴（1/4 轮） 60 

视频点播 15 秒点播视频前贴（1/4 轮） 30 

移动端 央视影音 

视频直播页面 视频直播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30 

视频点播页面 视频点播 15 秒视频前贴（1/4 轮） 30 

（备注：上述广告位置的具体上播日期由企业在方案执行期内自行选择，所有资源先签先选） 

【刊例价格】   80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