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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新媒体广告刊例价目表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一、 微信公众号

序号 名称 搭载方式 价格

1 新闻大连

整帖

头条 50000 元/条

二条 25000 元/条

三条或其它 10000 元/条

头条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10000 元/次/处

二条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8000 元/次/处

三条或其他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6000 元/次/处

2 大观新闻

整帖

头条 30000 元/条/次

二条 10000 元/条/次

三条或其它 5000 元/条/次

头条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6000 元/次/处

二条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4000 元/次/处

三条或其他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2000 元/次/处

3 大连晚报

整帖

头条 40000 元/条/次

二条 20000 元/条/次

三条或其它 10000 元/条/次

头条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10000 元/次/处

二条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8000 元/次/处

三条或其他贴片顶部植入 规格 1 6000 元/次/处

天气预报专栏贴片 规格 1 50000 元/月

4

礁点视频
整帖

头条 25000 元/条/次

二条 10000 元/条/次

三条或其它 5000 元/条/次

备注：贴片规格 1的尺寸：「宽度 38.1cm、高度 21.77cm、分辨率 72 像素/英寸」

贴片规格 2的尺寸：「宽度 38.1cm、高度 11cm、分辨率 72 像素/英寸」

二、 大连云 APP

类型 形式 价格 特别说明

直播

直播通道 15000 元/场

120 分钟直播通道使用权（60 分钟直播通道价格按刊

例价 50%计算）

刊前一次性付款

快捷直播 16000 元/场

刊例价包含：直播时长 120min

单机位及相关设备使用+网络评论审核员把握直播内

容舆论导向+制作网络直播页面体现客户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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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60 分钟直播价格按刊例价 50%计算）

综合直播 30000 元/场

刊例价包含：直播时长 120 min

了解客户需求并设计实施直播方案+2 位全媒体主播

+搭配 2-3 机位及相关设备+网络评论审核员把握直

播内容舆论导向+制作网络直播页面体现客户产品及

服务信息+设置制作直播互动产品任选一种如（抢红

包、抽奖、投票等）。

整体策划

服务直播

5 万—20 万/

场

刊例价包含：直播时长 120 分钟

深度了解客户需求并设计实施直播方案+搭配多机位

及相关设备+深度协助客户策划直播现场流程及实施

方案+制定详细直播流程策划方案+撰写直播串场词、

宣传文案，突出客户需要的宣传效果，策划并制定现

场舞美、声光电等搭配方案并执行。

开屏

广告

开屏轮播 10000 元/天
静态非全屏、动态非全屏、静态全屏、动态全屏/视

频全屏

开屏独刷 25000 元/天
静态非全屏、动态非全屏、静态全屏、动态全屏/视

频全屏

app广

告推

文

频道推文 2000 元/条

首页推文 4000 元/条

三、微博

名称 搭载方式 价格
大连日报 单条推送 5000 元/条

新闻大连 单条推送 3000 元/条

大连晚报 单条推送 2500 元/条

礁点视频 单条推送 2500 元/条

行游大连 单条推送 3000 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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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抖音/快手

名称 搭载方式 价格 特别说明

新闻大连

专场直播 30000 元/场起

刊例价包含：全程直播策划+2 位专业全媒体

主播+2 个机位及设备+1 条 30 秒预热短视频

制作及端口发布+2 小时直播通道使用权

直播通道 15000 元/场
2 小时直播通道使用权

刊前一次性付款

发现大连

专场直播 30000 元/场起

刊例价包含：全程直播策划+2 位专业全媒体

主播+2 个机位及设备+1 条 30 秒预热短视频

制作及端口发布+2 小时直播通道使用权

直播通道 15000 元/场
2 小时直播通道使用权

刊前一次性付款

新闻大连 制作单条推送 15000 元/条 提供单条 30 秒内发布视频拍摄剪辑；客户提

供发布内容需与账号定位吻合，客户可选择

添加自有 IP 增值服务，具体发布内容需依据

平台内容规则及推送规则设计。

发现大连 制作单条推送 15000 元/条

大连晚报 制作单条推送 15000 元/条

新闻大连 单条推送 10000 元/条

不含制作

发现大连 单条推送 10000 元/条

大连晚报 单条推送 10000 元/条

大观新闻 单条推送 5000 元/条

大连晚报

快手
单条推送 5000 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