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有效期：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页面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是否可富媒体售

卖

售卖单位 轮播数  刊例价 售卖配送属性 宽度 高度 规格 备注

通栏 苏州站首页顶部585*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7,2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585 90 <20k

翻牌广告 苏州站首页左侧两轮播160*90翻牌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2 1,440        工作日丌可配送 160 90 <10k 文件格式必须为：jpg

翻牌广告 苏州站首页右侧两轮播160*90翻牌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2 1,440        工作日丌可配送 160 90 <10k 文件格式必须为：jpg

通栏 苏州站首页扩展顶部950*45通栏 扩展后950*18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8,800        全时段丌可配送 950 45 <20k 扩展后广告尺寸：950*180<30K

跨栏广告 苏州站首页950*90跨栏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0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950 90 <30k 左右两侧竖边25*300<30K

浮动图标 苏州站首页100*100浮动图标0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4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100 100 <10k

浮动图标 苏州站首页100*100浮动图标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4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100 100 <10k

通栏 苏州站首页950*90通栏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6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950 90 <30k

通栏 苏州站首页950*90通栏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6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通栏 苏州站首页950*90通栏03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矩形广告 苏州站首页右侧250*220矩形广告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5,0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250 220 <30k

矩形广告 苏州站首页右侧250*220矩形广告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800        工作日丌可配送 250 220 <30k

文字链 苏州站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40        全时段可配送 ≤10字

文字链 苏州站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1（套红）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120        全时段可配送 ≤10字

文字链 苏州站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40        全时段可配送 ≤10字

文字链 苏州站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2（套红）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120        全时段可配送 ≤10字

流媒体 苏州站首页950*300流媒体 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0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300 ≤75k 首页流媒体不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流媒体 苏州站首页950*300流媒体(小时) 可富媒体售卖 小时 1 2,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300 ≤75k

1、刊例价格为每小时的价格；

2、每日全时段均可售卖，起售点为2个小时，连续时段

投放；

3、首页流媒体不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背投 苏州站首页750*450背投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7,200        全时段可配送 750 450 <35k

动态全屏 苏州站首页950*450动态全屏(小时) 丌可富媒体售卖 小时 1 1,44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450 ≤75k

1、刊例价格为每小时的价格；

2、每日9:00-12:59丌可售卖

3、首页流媒体不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视窗 苏州站首页300*250视窗 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4,000        全时段丌可配送 300 250 <500k

1、格式规范必须为:flv 创意类型:<500K

2、15-30秒视频素材，在流媒体、对联、跨栏、前弹、

背投之后出现

背景墙 苏州站首页背景墙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4,400      全时段可配送 1700 508 <200k
1、背景墙顶部可投放950*75<30K动态通栏

2、首页背景墙不首页流媒体、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焦点图 苏州站首页焦点图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000        全时段丌可配送 330 220 <20k 需总部运营审批素材

通栏 苏州站新闻首页顶部585*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8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585 90 <30K

翻牌广告 苏州站新闻首页左侧两轮播160*90翻牌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2 52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160 90 <10K 文件格式必须为：jpg

翻牌广告 苏州站新闻首页右侧两轮播160*90翻牌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2 52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160 90 <10K 文件格式必须为：jpg

通栏 苏州站新闻首页950*90通栏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950 90 <30K

通栏 苏州站新闻首页950*90通栏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4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文字链 苏州站新闻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10字

文字链 苏州站新闻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1（套红）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10字

文字链 苏州站新闻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10字

文字链 苏州站新闻首页要闻区文字链02（套红）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10字

按钮 苏州站新闻首页右侧220*90按钮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400        工作日丌可配

送

220 90 <20K

流媒体 苏州站新闻首页950*300流媒体 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4,4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300 ≤75k 首页流媒体不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流媒体 苏州站新闻首页950*300流媒体(小时) 可富媒体售卖 小时 1 1,12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300 ≤75k

1、刊例价格为每小时的价格；

2、每日全时段均可售卖，起售点为2个小时，连续时段

投放；

3、首页流媒体不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背投 苏州站新闻首页750*450背投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080        全时段可配送 750 450 <35K

动态全屏 苏州站新闻首页950*450动态全屏(小时) 丌可富媒体售卖 小时 1 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450 ≤75k

1、刊例价格为每小时的价格；

2、每日9:00-12:59丌可售卖

3、首页流媒体不首页动态全屏互斥

视窗 苏州站新闻首页300*250视窗 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800        
全时段丌可配

送
300 250 <500K

1、格式规范必须为:flv 创意类型:<500K

2、15-30秒视频素材，在流媒体、对联、跨栏、前弹、

背投之后出现

焦点图 苏州站新闻首页焦点图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600        全时段丌可配

送

320 240 <20K 非标广告

通栏 苏州新闻正文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0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画中画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0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画中画 苏州新闻正文页300*250画中画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5,600 全时段可配送 300 250 <30K

画中画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4,4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文字链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3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4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5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6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画中画 苏州新闻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4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3,2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苏州站新闻列表页 通栏 苏州新闻列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新闻列表页通投

（包括：综合、民生、社会、锐评论、一周城事、微视

角、随手拍、经济要闻、金融动态、社会视点、微博身

边事、微话题、新闻视频、深度报道、视频访谈）

通栏 苏州站时尚首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通栏 苏州站时尚首页950*90通栏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2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焦点图 苏州站时尚首页焦点图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丌可配送 685 385 <30k 非标广告

通栏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画中画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画中画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300*250画中画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可配送 300 250 <30K

画中画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76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文字链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6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6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3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6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4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6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5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6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文字链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2下文字链06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60           全时段可配送 ≤9字

画中画 苏州站时尚正文页250*220画中画03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4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通栏 苏州站健康首页顶部585*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可配送 585 90 <20k

翻牌广告 苏州站健康首页左侧两轮播160*90翻牌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2 650           全时段可配送 160 90 <10k 文件格式必须为：jpg

翻牌广告 苏州站健康首页右侧两轮播160*90翻牌广告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2 650           全时段可配送 160 90 <10k 文件格式必须为：jpg

通栏 苏州站健康首页扩展顶部950*45通栏 扩展后950*18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500        全时段丌可配

送

950 45 <20k 扩展后广告尺寸：950*180<30K

与区 苏州站健康首页品牌与区 丌可富媒体售卖 月 1 12,000      全时段可配送 95 50 <15k 非标广告

与区 苏州站健康首页特色医院与区 丌可富媒体售卖 月 1 12,000      全时段可配送 151 100 <15k

非标广告

特色医院下面文字字数≤10个字

投放素材需运营确认

通栏 苏州站健康首页950*90通栏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焦点图 苏州站健康首页焦点图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丌可配送 <30k 非标广告

通栏 苏州站健康正文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画中画 苏州站健康正文页画中画0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0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画中画 苏州站健康正文页画中画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可配送 300 250 <30K

画中画 苏州站健康正文页画中画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2014Q1--2014Q4苏州站刊例

苏州健康首页

苏州健康正文页

苏州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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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栏 苏州视频首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20k

通栏 苏州视频首页950*90通栏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按钮 苏州视频首页右侧220*90按钮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650           全时段可配送 220 90 <30k

通栏 苏州视频正文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画中画 苏州视频正文页画中画00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0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画中画 苏州视频正文页画中画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800        全时段可配送 300 250 <30K

画中画 苏州视频正文页画中画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00        全时段可配送 250 220 <30K

通栏 苏州站美食首页顶部950*90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通栏 苏州站美食首页950*90通栏01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5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通栏 苏州站美食首页950*90通栏02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200        全时段可配送 950 90 <30k

按钮 苏州站美食首页通栏01上620*92半通栏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1,000        全时段可配送 620 92 <31k

焦点图 苏州站美食首页焦点图 丌可富媒体售卖 天 1 2,200        全时段丌可配送 602 282 <30k 非标广告

苏州站美食首页

苏州视频正文页

苏州视频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