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新浪重庆Q1地产刊例
微博定向广告产品

地域定向（重庆）开机报头产品价格

级别 分级刊例价 点击加价 外链加价 动态/视频加价 全屏可点

开机报头 ￥65,000 ￥26,000 ￥19,500 ￥19,500 ￥26,000

地域定向（定向）热搜话题

级别 分级刊例价

地域定向热搜话题 ￥40,000

售卖政策：地域定向话题资源市级定向仅针对地方站及EBS售卖

CPM广告

终端类型 所在页面 广告位名称 售卖方式 刊例单价（元）

常规信息流

PC/移动 信息流 微博精选 CPM ￥400

PC/移动 信息流
品牌速递-图文

/视频
CPM ￥70

移动 信息流 推荐视频 CPM ￥70

移动 信息流 微博信息流 CPM ￥60

移动 热门流
品牌热推热门

流第三位
4轮播/天 ￥1,000,000

定向技术收费标准：
            1.地域定向：5元/CPM
            2.性别定向：5元/CPM
            3.兴趣定向：10元/CPM
备注： 若存在两种及以上的定向方式，则以各定向加收费用累计收费。
            500CPM起订 。
定向投放加收资源范围：微博品牌速递、我的首页推荐视频。



2019年新浪重庆Q1地产刊例
品牌速递-图文/视频

开机报头 移动端 PC端

品牌速递-热门微博流 微博房产品牌信息流 推荐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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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关键词

终端 所在页面 广告位名称 词类 单位 刊例单价（元） 备注

PC/移动 搜索结果页
微博搜索关键

词推广
品牌词 周 ￥15,000 需根据集体词汇核价

标准资源
终端类型 所在页面 广告位名称 售卖方式 刊例单价（元） 售卖规则

PC 我的首页 PC端我的首页顶部公告 CPM ￥50

PC/移动
热门话题-榜

单流
双端话题热门页话题榜文字链

5轮播/天 ￥250,000

移动
热门话题-推

荐流

微博客户端热门话题页话题榜推荐
流第三位 5轮播/天 ￥150,000

PC 未登录页面
未登录页Banner-图片

天 ￥100,000

移动 我的首页
顶部下拉刷新图片加载广告

天 ￥4,500,000

PC 微相册
微相册首页右侧活动推荐图文

天 ￥80,000

需与相册产品或图片内容
相关的广告，购买前需与

项目组提前沟通
PC 微相册

微相册相册广场页右侧活动推荐图
文 天 ￥40,000

PC 微相册
微相册首页顶部公告

天 ￥120,000

PC 微公益
微公益首页焦点图

天 ￥20,000

不支持纯商业投放行为，
需与公益活动相关，不支
持全流量投放，购买前需

与项目组提前沟通

备注：以上微博资源形式除常规硬广外，其它非标准资源仅供参考，以运营最终确认为准，部分资源需发布新版（即用户更新
客户端）     后方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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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微博房产频道 价格（元）

重庆微博房产热门话题文字链1 8000/3天
重庆微博房产热门话题文字链2 8000/3天
重庆微博房产热门话题文字链3 10000/3天 套红
重庆微博房产热门话题文字链4 10000/3天 套红

重庆微博房产首页顶部公告（天） 2万
重庆微博房产首页推荐楼盘01（天） 1万
重庆微博房产首页推荐楼盘02（天） 1万
重庆微博房产首页信息流第1条（天） 1.5万

重庆微博房产视频频道01（天） 1.3万
重庆微博房产视频频道02（天） 1万
重庆微博房产视频频道03（天） 0.8万
重庆微博房产视频频道04（天） 0.5万

重庆微博房产新房频道大图01（天） 1万/5天
重庆微博房产新房频道大图02（天） 0.8万/5天
重庆微博房产新房频道大图03（天） 0.6万/5天
重庆微博房产新房频道大图04（天） 0.6万/5天

重庆微博房产话题频道01(两天） 1.2万
重庆微博房产话题频道02（两天） 1万

重庆微博房产话题频道第03（两天） 0.8万

示意图
重庆频道热门话题文字链 房产首页顶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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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

房产首页推荐楼盘 房产首页视频频道

房产新房频道 房产话题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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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内容服务

项目 价格（元）
原创新闻（字数2000+） 6000
采访视频（180秒以内） 15000

楼盘现场专题视频（配主持+采访+现场展示+300秒内） 20000
采访视频（60秒） 6000

（A版）栏目#小浪看房#（180秒内） 35000
（B版）栏目#小浪看房#（180秒内） 30000

示意图

重庆微博房产网广告刊定
重庆微博房产网 价格（元）

顶部广告 9000/周
焦点图第1帧 10000 /天
焦点图第2帧 B5000 /天
焦点图第3帧 C3000/天

头条3 8000/天
首屏广告 9500/天
专栏广告 5000/天
二屏通栏 6000/周
三屏通栏 3000/周
内页右栏 8000/周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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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通投广告产品

终端类
型

所在页面 广告位名称 售卖方式
刊例单价
（元）

售卖规则

常规信息流

PC/移动 信息流 品牌速递-图文/视频 CPM ¥70 

移动 信息流 推荐视频 CPM ¥70 

移动 热门流 品牌热推热门流第三位 1轮播/天 ¥1,000,000 

PC/移动 信息流 粉丝头条 条 实时报价

常规展示

移动 开机画面

开机报头静态版 12轮播/天 ¥1,300,000 
10轮全流量开机报头+2轮地域定向

开机报头

点击（内/外链） + ¥600,000 内/外链不限（竞品除外）

视频 + ¥500,000 

全屏视频
在视频基础

上+
¥300,000 如需点击必须搭配全屏可点击

全屏可点击
在点击基础

上+
¥600,000 

H5原生页 + ¥500,000 
在全屏点击基础上，单日仅售卖1轮

播

PC 我的首页 PC端我的首页顶部公告 CPM ¥50 

移动 发现页

热点视窗
3轮播/天

¥1,000,000 

热点大视窗 ¥1,200,000 

超级大视窗 1轮播/天 ¥3,000,000 

PC 未登录页 未登录页Banner-图片 天 ¥100,000 

常规非标

PC/移动 微博贴纸套装 次 ¥750,000 

PC/移动 微博直播套装 次 ¥400,000 

移动 我的首页 顶部下拉刷新图片加载广告 天 ¥4,500,000 

PC 微公益 微公益首页焦点图 天 ¥20,000 
不支持纯商业投放行为，需与公益活
动相关，不支持全量投放，购买前需

与项目组提前沟通

备注：以上微博资源形式除常规硬广外,其他非标资源仅供参考,以运营最终确认为准,部分资源需发布新版(即用户更新客户端)以
后方可实现,粉丝头条实时报价均为净价无折扣;针对微博报价单,微博具有最终解释权,并保留修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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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站移动WAP端

页面名称 所在页面 广告位名称 刊例单价（元）   

重庆wap首页

通栏 重庆wap首页顶部通栏 ￥20,000

焦点图 重庆wap首页焦点图第二帧 ￥20,000

焦点图 重庆wap首页焦点图第五帧 ￥20,000

文字链 重庆wap首页文字链01 ￥5,000

全屏 重庆wap首页全屏 ￥30,000

信息流广告 重庆wap首页信息流（第6条） ￥15,000

信息流广告 重庆wap首页信息流（第10条） ￥12,000

信息流广告 重庆wap首页信息流（第18条） ￥6,000

重庆wap正文页

通栏
重庆wap正文页顶部通栏

重庆wap正文页顶部通栏 ￥18,000
通栏

重庆wap正文页通栏01
重庆wap正文页通栏01 ￥14,000

信息流广告
重庆wap正文页相关阅读板

重庆wap正文页相关阅读板块信息流（第3条） ￥8,000
信息流广告

重庆wap正文页相关阅读板
重庆wap正文页相关阅读板块信息流（第5条） ￥5,500

信息流广告
重庆wap正文页相关阅读板

重庆wap正文页相关阅读板块信息流（第9条） ￥4,500

重庆APP首页

焦点图 重庆APP首页焦点图第二帧 ￥20,000

信息流广告 品牌信息流（第三条） ￥32,000

信息流广告 品牌信息流（第五条） ￥24,000

信息流广告 品牌信息流（第九条）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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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新闻APP/新浪WAP端定向重庆广告产品

定向产品名称 价格（元）
新浪APP开机报头（支持内外连接） 70000
新浪APP要闻推荐打通信息流第5条 40000

新浪APP要闻推荐打通信息流第10条 30000
新浪APP要闻推荐打通信息流第15条 22000

新浪WAP首页（标准版）要闻信息流第5条(天) 120000
新浪WAP首页（标准版）要闻信息流第10条(天) 72000
新浪WAP首页（标准版）要闻信息流第15条(天) 50000

WAP新闻中心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8100
WAP新闻中心国内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8100
WAP新闻中心国际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8100
WAP新闻中心社会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23300

WAP财经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21400
WAP理财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6300
WAP股票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9000

WAP体育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31600
WAP体育NBA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24400

WAP体育男篮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7200
WAP体育中超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7200
WAP体育英超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5000
WAP体育西甲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5000

WAP汽车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6200
WAP汽车新车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6200

WAP娱乐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21400
WAP科技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20440

WAP科技手机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6300
WAP科技电信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3000

WAP博客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5040
WAP女性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6160

WAP历史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6270
WAP教育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5000
WAP军事首页（触屏版）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28000

WAP星座首页信息流第9条定向-CPD 15040
WAP首页（标准版）要闻信息流第5条 150000

WAP首页（标准版）要闻信息流第10条 90000
WAP首页（标准版）要闻信息流第15条 50000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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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大数据精准广告

投放产品 广告名称 终端类型 售卖方式 综合价格（元） 备注

腾讯视频、腾讯新闻、搜狐视
频、搜狐新闻、有空视频、爱
奇艺、  百度、土豆、万能钥
匙、今日头条、车主无忧、驾
校一点通、小米、快手

信息流广告 移动 CPM ￥85

500个CPM起投放，每投500
个CPM我们免费配置2个设
备，每增加200个CPM投放，
多配置一个设备，合作投放完
后设备需返还，另行购买设备
￥1500/台

腾讯视频、腾讯新闻、搜狐视
频、搜狐新闻、有空视频、爱
奇艺、  百度、土豆、万能钥
匙、今日头条、车主无忧、驾
校一点通、小米（浏览器）、
快手、风行、乐视、快友、淘
宝、灵集、好耶、inmobi、
软告、谷歌、科大讯飞、广点
通、汽车之家、内涵段子、百
度贴吧

黄金信息流
广告

移动 CPM ￥115

500个CPM起投放，每投500
个CPM我们免费配置3个设

备，每增加150个CPM投放，
多配置一个设备，合作投放完
后设备需返还，另行购买设备

￥1500/台

便携式探针设备                  
（P1-MINI） 1天线：内置WIFI天线   2CPU频率：650MHz   3

最大带宽（无线）：300Mbps   4内存：128M   5
无线带机量（活跃用户)：扫描设备不提供上网 

￥1,500

附加说明：移动场景需要配合
4G数据卡 MF833U 使用。
P1-MINI内置放置MF833U的
槽。
没有内置电源，需要使用外置
5V电源， 或者使用充电宝供
电。

腾讯视频 腾讯新闻 优酷视频

搜狐视频 搜狐新闻 爱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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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大数据精准广告示例图

百度 万能钥匙 今日头条

车主无忧 驾校一点通 土豆

小米 快手 内涵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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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播放器内广告价格

广告类型 价格
（元）

宽 高 规范 素材类型 备注

前插片5秒 25 640 480 （1）分辨率(尺寸)：点播640x480p25,直播
950x475p25（p表示像素，25表示帧率）。
（2）源文件码流：越高越好，尽量保持原始质
量，不要使用放大之类的剪辑。
MKV、FLV、RMVB、WMV、AVI、MP4格式的
文件，640x480p24要求1.5Mbps以上，
950x475p24要求2Mbps以上；MPEG、MPG、
VOB格式的文件，640x480p24要求3M以上，
950x475p24要求4M以上。
（3）源文件大小：MP4、WMV格式，15s的在
3M～5M以上，30s的在5M～7M以上；AVI格
式，15s的在6M以上，30s的在12M以上；MPG
、MPEG、VOB格式，15s的在25M以上，30s的
在50M以上。 

客户按规范提供高清原素
材，AE进行转码。

前插片10秒 30 640 480

前插片15秒 33 640 480

前插片30秒 60 640 480

后插片5秒 23 640 480

后插片10秒 29 640 480

后插片15秒 30 640 480

后插片30秒 55 640 480

暂停 28 300 250 尺寸: 300*250; 创意类型: Swf(8),Jpg; 规范: 
<80k;

                                                                                                                                                                                                        

挂角 18 80 60 尺寸: 80*60; 创意类型: : Swf(8),Jpg; 规范: <5k; 
播放器非全屏状态下为

80*60，创意不允许设计90
度-360度翻转效果                                                                                                                                            

悬浮通栏 21 468 60 尺寸：468*60 ，创意类型: jpg/swf；规范： 
<20k

定向加收标准

定向

贴片 

全国 
其他城市
和全省 

A区域

B区域 

key城市

（广、深
、成、重
、武、南
京、天津
、苏、
杭） 

（北、上） 

加价比例 — 20% 50% / 150%

暂停 内容定向 频次控制 富媒体

全国 
其他城市
和全省 

A区域

B区域 

key城市

二级频道 / 异形效果

（广、深
、成、重
、武、南
京、天津
、苏、
杭） 

（北、上） 

— 20% 50% / 150% 2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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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重庆V矩阵

序号 微博名称 地址 粉丝数
直发价格
（元）

转发价格
（元）

1 新浪重庆 http://weibo.com/u/2208446650 179万 15000 10000

2 重庆同城 http://weibo.com/u/1787545377 89万 10000 7500

3 重庆嘿好吃 http://weibo.com/p/1006062203097101 39万 10000 6500

4 鲜城重庆 http://weibo.com/u/2903346501 30万 9000 7000

5 重庆旅游 http://weibo.com/p/1006062556194891 62万 9000 7000

6 重庆微博房产 http://weibo.com/cqwbfc 107万 9000 8500

7 重庆同城会 https://weibo.com/chongqing 51万 9000 8500

8 渝小浪 http://weibo.com/p/1006062190302931 11万 7000 5000

9 渝小淘 http://weibo.com/u/2207729141 10万 4500 3500

10 新浪重庆汽车 http://weibo.com/u/2307539515 2万 4500 3500

11 新浪重庆房产经典案例 https://weibo.com/u/6572279493 6万 2500 1600

12 新浪重庆买房投资 https://weibo.com/u/6474632508 3万 2000 1000

13 歪楼现场 https://weibo.com/u/6563126291 2万 2000 1000

14 佛系律师 https://weibo.com/u/6468323779 1万 1000 500

新浪本土公众号
序号 公众号名称 粉丝数（人） 适应行业 直发价格（元）

1 最爱重庆 350000 生活服务 35000

2 重庆剁手党 38000 生活服务 5000

3 鲜城重庆 15000 生活服务 3000

4 重庆微博房产 5000 房产服务 2000

5 游重庆 9000 综合 1500

                                                           重庆新囍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

https://weibo.com/u/6474632508
http://weibo.com/p/10060625561948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