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开机画面 图片 ¥600,000 天

开机画面 视频 ¥800,000 天

开机画面 H5 ¥70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600,000 天

视频频道 ¥300,000 天

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 ¥25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12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栏目导航栏 ¥500,000 天

视频频道 ¥360,000 天

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 ¥320,000 天

问吧频道 ¥25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500,000 天

视频频道页 ¥250,000 天

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页 ¥15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8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1,000,000 天

时事/财经频道文章页 ¥500,000 天

思想/生活频道文章页 ¥350,000 天

单一栏目文章页 ¥5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第二帧 ¥600,000 天

最后一帧 ¥300,000 天

澎湃新闻（ThePaper）广告位报价

执行时间：2018年Q3

1.最后一帧为第5/6帧。

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APP
开机屏

（1/4轮播）

弹窗

浮层

动感驻底贴纸

首页头条区轮播图

图片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轮播广告位独占，刊例价收300%；

3.用户可选择跳过广告，如未选择跳过，广告

展示5秒后消失，进入客户端首页；

4.用户单次使用客户端，开机屏展示间隔时间

不小于1h。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图片广告展示3秒，视频广告展示5秒；

3.视频广告wifi环境下自动播放，4G环境需点

击播放，自动播放默认关闭声音，用户可点

击声音按钮打开声音。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用户可手动关闭广告，如未关闭，广告展示

5秒后消失；

3.用户每次启动澎湃新闻客户端，首次进入投

放页面时展示浮层广告，用户单次使用客户

端，浮层广告仅展示一次。

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APP

图文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驻底贴纸支持物料移动，效果为从页面左下

角移动到页面右下角，移动时长1秒，结束后

常驻右下角，展示驻底素材；

3.用户每次启动澎湃新闻客户端，首页进入投

放页面时展示驻底贴纸动画效果，用户单次

使用客户端，重新进入投放页面，只展示静

态效果。

图片/视频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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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600,000 天

视频频道 ¥350,000 天

时事/财经频道 ¥300,000 天

思想/生活频道 ¥200,000 天

问吧频道 ¥15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500,000 天

视频频道 ¥250,000 天

时事/财经频道 ¥200,000 天

思想/生活频道 ¥160,000 天

问吧频道 ¥14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10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380,000 天

视频频道 ¥200,000 天

时事/财经频道 ¥160,000 天

思想/生活频道 ¥140,000 天

问吧频道 ¥10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6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28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40,000 天

横栏四 首页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200,000 天

横栏五 首页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15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全站所有文章页 ¥1,000,000 天

时事/财经频道文章页 ¥450,000 天

思想/生活频道文章页 ¥300,000 天

单一栏目文章页 ¥50,000 天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首页/频道页横栏一与焦点通栏间隔5条新

闻，栏目页横栏一为内容第3条；

3.视频广告wifi环境下自动播放，4G环境需点

击播放，自动播放默认关闭声音，用户可点

击声音按钮打开声音；

4.跟指广告效果为，用户滑动页面，广告位从

手机底部完整进入可视区域后，随广告位上

滑依次展示广告图片，广告位到达页面顶部

时展示最后一张图片；

5.橱窗广告效果为，广告位区域镂空，底部为

全屏尺寸广告图片，用户滑动页面，通过镂

空广告位查看底部图片局部。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首页/频道页横栏二与横栏一间隔5条新闻，

栏目页横栏二为内容第9条；

3.视频广告wifi环境下自动播放，4G环境需点

击播放，自动播放默认关闭声音，用户可点

击声音按钮打开声音；

4.跟指广告效果为，用户滑动页面，广告位从

手机底部完整进入可视区域后，随广告位上

滑依次展示广告图片，广告位到达页面顶部

时展示最后一张图片；

5.橱窗广告效果为，广告位区域镂空，底部为

全屏尺寸广告图片，用户滑动页面，通过镂

空广告位查看底部图片局部。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横栏二

横栏一

澎湃新闻APP

横栏三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焦点通栏紧跟置顶新闻；

3.视频广告wifi环境下自动播放，4G环境需点

击播放，自动播放默认关闭声音，用户可点

击声音按钮打开声音；

4.跟指广告效果为，用户滑动页面，广告位从

手机底部完整进入可视区域后，随广告位上

滑依次展示广告图片，广告位到达页面顶部

时展示最后一张图片；

5.橱窗广告效果为，广告位区域镂空，底部为

全屏尺寸广告图片，用户滑动页面，通过镂

空广告位查看底部图片局部。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图片底部横栏

焦点通栏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2.首页横栏三与横栏二间隔5条新闻，栏目页

横栏三为内容第15条；

3.首页横栏四与横栏三间隔5条新闻；

4.首页横栏五与横栏四间隔5条新闻。

4.视频广告wifi环境下自动播放，4G环境需点

击播放，自动播放默认关闭声音，用户可点

击声音按钮打开声音；

5.跟指广告效果为，用户滑动页面，广告位从

手机底部完整进入可视区域后，随广告位上

滑依次展示广告图片，广告位到达页面顶部

时展示最后一张图片；

6.橱窗广告效果为，广告位区域镂空，底部为

全屏尺寸广告图片，用户滑动页面，通过镂

空广告位查看底部图片局部。

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APP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图片/视频/

橱窗/跟指/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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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频道页 ¥12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100,000 天

首页/频道页 ¥8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50,000 天

首页/频道页 ¥4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3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400,000 天

单一频道所有文章页 ¥150,000 天

单一栏目页所有文章页 ¥30,000 天

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开机屏 开机画面 ¥10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80,000 天

单一栏目所有文章页 ¥20,000 天

图片 /

1.单独定向ios/android的广告，刊例价为通

投刊例价格的75%。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横栏一

横栏二

横栏三

底部横栏

澎湃新闻WAP

澎湃新闻WAP

澎湃新闻WAP

澎湃新闻WAP

澎湃新闻IPAD

底部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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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页面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首页 ¥520,000 天

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问吧频道页 ¥38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28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580,000 天

单一栏目所有文章页 ¥300,000 天

首页 ¥450,000 天

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页 ¥300,000 天

首页 ¥380,000 天

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问吧频道页 ¥25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16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500,000 天

单一栏目所有文章页 ¥280,000 天

首页 ¥280,000 天

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问吧频道页 ¥180,000 天

单一栏目页 ¥10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300,000 天

单一栏目所有文章页 ¥15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450,000 天

单一栏目所有文章页 ¥300,000 天

全站所有文章页 ¥100,000 天

单一栏目所有文章页 ¥50,000 天

/

/

/

/

/

/

图片

文字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右上矩形

右下矩形

底部横栏

澎湃新闻PC

澎湃新闻PC

澎湃新闻PC

澎湃新闻PC 底部文字链

大横栏澎湃新闻PC

澎湃新闻PC 顶部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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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位 呈现形式 刊例 单位 备注

¥600,000 /条/天

¥400,000 /条/天

¥250,000 /条/天

¥150,000 /条/天

¥240,000 /条/天

¥120,000 /条/天

¥50,000 /条/天

¥650,000 /条/天

¥450,000 /条/天

¥300,000 /条/天

¥200,000 /条/天

¥290,000 /条/天

¥170,000 /条/天

¥100,000 /条/天

文章/视频

1.信息流广告不支持第三方监测，时间段定

向，地区定向以及ios/android定向；

2.视频频道及频道下栏目信息流为视频内容，

其他位置信息流为文章；

3. 三端（APP/WAP/PC）发布的信息流，

APP端在采购的点位中呈现，WAP/PC端呈

现位置为单一栏目页不固定位置。

呈现页面

APP首页第五条

APP首页推广位

APP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页第三条

APP单一栏目页第三条

APP首页不固定位置

APP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页不固定位置

APP单一栏目页不固定位置

APP首页第五条（三端）

APP首页推广位（三端）

APP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页第三条（三端）

APP单一栏目页第三条（三端）

APP首页不固定位置（三端）

APP视频/时事/财经/思想/生活频道页不固定位置（三端）

APP单一栏目页不固定位置（三端）

信息流

1.信息流广告不支持第三方监测，时间段定

向，地区定向以及ios/android定向；

2.视频频道及频道下栏目信息流为视频内容，

其他位置信息流为文章。

文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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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例 单位 备注

¥200,000 次

该费用为直播页面制作费用，包括视频直播

和图文直播落地页制作，及澎湃新闻运营团

队配合。

¥500,000 次

该费用为视频直播费用，每次时长2h内，超

过2h价格另议，需要澎湃新闻视频直播团队

前往现场直播。

¥300,000 次

该费用为图文直播费用，每次时长2h内，超

过2h价格另议，需要澎湃新闻图文直播团队

前往现场直播。

¥300,000 次

该费用为视频拍摄费用，视频剪辑后时长

5min内，超过5min价格另议，包括澎湃视频

团队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的费用。

¥200,000 次

该费用为专题页面制作费用，可以支持文章

专题或图片专题，考虑到内容丰富性，每个

专题需要4-6篇文章及20-30张图片。

¥100,000 次

该费用为H5设计费用，默认5页以内，超过5

页价格另议，需要澎湃新闻根据客户提供的

原始素材进行设计时收取。

¥200,000 次

该费用为H5开发费用，默认5页以内，超过5

页价格另议，需要澎湃新闻根据客户H5设计

稿进行页面开发、发布以及服务托管时收取

。

¥400,000 次
该费用为设计制作费用，包括配合客户进行

文案策划，脚本策划，长图设计。

¥200,000 次
该费用为问吧页面搭建费用，不包括嘉宾邀

请等费用
问吧页面搭建

视频拍摄制作

专题制作

H5设计

H5开发

长图文制作

项目

直播页面制作

视频直播

图文直播

H5

视频拍摄

专题

长图文

问吧

页面制作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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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图片

6个jpg图（必选）：

640*768

1080*1342

1080*1500

1080*1596

1125*2098

1440*2360

6个jpg图（可选）：

1080*1452

1080*1476

1080*1488

1080*1836

1080*1896

1200*1560

每个jpg<100K

1. 1125*2098尺寸适用于iPhoneX机型，画面顶部（90高

度）为iPhoneX遮挡区，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视频

6个mp4视频和jpg图（必选）：

640*768

1080*1342

1080*1500

1080*1596

1125*2098

1440*2360

6个mp4视频和jpg图（可选）：

1080*1452

1080*1476

1080*1488

1080*1836

1080*1896

1200*1560

每个mp4<2M 时长<5秒

每个jpg<100K

1. 1125*2098尺寸适用于iPhoneX机型，画面顶部（90高

度）为iPhoneX遮挡区，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画面底部（80高度）为预加载图标、声音按钮区域，请勿放

置重要信息；

3.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H5

1.提供一个小于1M的zip压缩包，且只有一个子目

录；

2.H5文件的入口为index.html，位于压缩包的子目

录中；

3.代码添加图片自适应；

4.可点击素材需设置点击提示。

1. H5开机屏物料，需按照澎湃新闻技术规范进行调整，至少

提前3个工作日提供H5物料给澎湃新闻进行适配，双方确认后

方可投放。

2.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附件：澎湃新闻广告素材规格表

澎湃新闻APP 开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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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图片横版 690*388 jpg<100K 

图片竖版 630*932  jpg<100K 

视频横版
图片：690*388  jpg<100K

视频：690*388 mp4<2M，时长5秒

视频竖版
图片：630*932  jpg<100K

视频：630*932 mp4<2M，时长5秒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澎湃新闻APP 浮层 图片

640*980

1125*2172

每个jpg<100K

1. 画面底部250高度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画面右上角（80*80）为广告关闭按钮区域，请勿放置重要

信息；

3.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澎湃新闻APP 动感驻底贴纸 图片
动画素材：130*130 png/gif<50K 背景透明

驻底素材：130*130 png/gif<50K 背景透明

1. 动画素材为贴纸移动时展示；

2. 驻底素材为贴纸移动结束后驻底时展示；

3.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澎湃新闻APP 首页头条区轮播图 图文

5个jpg图：

120*120

300*184

600*250

610*350

640*267

每个jpg<100K

标题为15-27个字符

摘要为50-80个字符

1. 中英文、标点符号、空格均算一个字符；

2. 物料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澎湃新闻APP 弹窗

1. 画面左上角（80*80）为广告倒计时区域，右下角

（80*60）为广告角标区域，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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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图片
690*388

jpg<100K

1. 画面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视频
封面图片：690*388 jpg<100K

视频：690*388 mp4<2M 时长<15秒

1. 画面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橱窗

2个jpg图：

690*1108

690*1283

每个jpg<100K

1. 橱窗广告效果为，广告位区域镂空，底部为全屏尺寸广告图

片，用户滑动页面，通过镂空广告位查看底部图片局部；

2. 画面顶部150像素高度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3.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跟指

8个jpg图：

690*388

每个jpg<100K

1. 跟指广告效果为，用户滑动页面，广告位从手机底部完整进

入可视区域后，随广告位上滑依次展示广告图片，广告位到达

页面顶部时展示最后一张图片；

2. 画面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3. 8个jpg图需按照展示先后顺序，在文件名中标注序号01-

08；

3.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H5

1.提供一个小于1M的zip压缩包，且只有一个子目

录；

2.H5文件的入口为index.html，位于压缩包的子目

录中；

3.代码添加图片自适应；

4.可点击素材需设置点击提示。

1. H5形式横栏可作简单的滑动翻页等交互；

2. H5横栏物料，需按照澎湃新闻技术规范进行调整，至少提

前3个工作日提供H5物料给澎湃新闻进行适配，双方确认后方

可投放。

3.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澎湃新闻APP

焦点通栏/

横栏一/

横栏二/

横栏三/

横栏四/

横栏五

第 9 页，共 12 页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澎湃新闻APP 底部横栏 图片 690*230 jpg<100K

1. 画面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2. 站外点击链接如需分享，请提供分享图片（120*120，

jpg<50K）、分享标题（15字以内）和分享摘要（80字以

内）。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澎湃新闻WAP

横栏一/

横栏二/

横栏三/

底部横栏

图片 600*120 jpg<100K 1. 画面右下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顶部横栏 图片 1200*120 jpg<200K

大横栏 图片 940*80 jpg<200K

右上矩形 图片 196*160 jpg<50K

右下矩形 图片 196*260 jpg<50K

底部横栏 图片 670*100 jpg<200K

文字链 文字 两行文字

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开机屏 图片 1024*640 jpg<100K 1. 画面右下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底部横栏 图片 660*220 jpg<100K 1. 画面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澎湃新闻PC 1. 画面右下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澎湃新闻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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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广告位 呈现形式 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澎湃新闻

APP/PC/WAP
信息流 文章/视频

文章信息流：

3个jpg:

120*120

300*184

600*250

每个jpg<100K

标题：28个字符以内

摘要：50-80个字符

视频频道信息流：

5个jpg:

120*120

300*184

600*250

600*338

610*350

每个jpg<100K

标题：18个字符以内

摘要：50-80字符

mp4视频文件，长宽比建议16:9，文件<200M

1. 首页推广位标题不超过20个字符；

2. 中英文、标点符号、空格均算一个字符；

3. 画面右上角为广告角标区域(80*60)，请勿放置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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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 素材规格 备注

/ /

/ /

1. 可以支持文章专题或图片专题，考虑到内容丰富

性，每个专题需要4-6篇文章及20-30张图片；

2. 专题顶部图片素材需求：2000*175，

640*175，2个jpg，每个jpg<100K；

3. 针对客户冠名专题，可以在第一子栏目和第二子

栏目之间，增加可跳转banner，尺寸220*84，文

字：14字以内。

/

/ /

/  

/ /

专题

H5

长图文

问吧

直播

视频拍摄

页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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