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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家电网广告刊例价目表 
 

广告位名称 价格 
尺寸 

（px） 

大小 

(K数) 
格式 示例图 

首页广告位 

首页顶部通栏（半屏伸缩） 80000 元/周 
大图：960*450 

小图：960*55 
<10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首页对联 40000 元/周 120*270px <50K JPG/GIF/SWF 

首页第一横幅 30000 元/周 940*88px <50K JPG/GIF/SWF 

首页第二横幅左 

10000 元/周 

（半年价：4000 元

/周，送半年首页文

字链一条） 

300*30px <50K JPG/GIF/SWF 

首页第二横幅中 

10000 元/周 

（半年价：4000 元

/周，送半年首页文

字链一条） 

300*30px <50K JPG/GIF/SWF 

首页第二横幅右 

10000 元/周 

（半年价：4000 元

/周，送半年首页文

字链一条） 

300*30px <50K JPG/GIF/SWF 

首页左横幅 1 10000/周 620*88px <50K JPG/GIF/SWF 

首页左横幅 2 6000/周 620*88px <50K JPG/GIF/SWF 

首页右侧按钮 1 3000/周 300*88px <50K JPG/GIF/SWF 

首页右侧按钮 2 2500/周 300*88px <50K JPG/GIF/SWF 

首页右侧按钮 3 2000/周 300*88px <50K JPG/GIF/SWF 

官微广告位 

官微文章顶部横幅 4000 元/天 720*110 <5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官微文章底部横幅 2000 元/天 720*203 <50K JPG/GIF/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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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版广告位 

手机版首页横幅 4000 元/天 720*110 <5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手机版文章页顶部横幅 4000 元/天 720*110 <5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手机版文章页底部横幅 2000 元/天 720*203 <50K JPG/GIF/SWF 

文章详情页广告位 

文章详情页第一横幅 4000 元/天 940*88px <5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文章详情页第二横幅 2000 元/天 620*88px <50K JPG/GIF/SWF 

文章详情页右侧画中画 1 20000 元/周 300*195px <30K JPG/GIF/SWF 

文章详情页右侧画中画 2 10000 元/周 300*195px <30K JPG/GIF/SWF 

对象频道广告位 

（渠道商频道、集成商频道、制造商频道，以下为单一频道价格） 

对象频道第一横幅 20000 元/月 940*88px <5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对象频道左横幅 6000 元/月 620*88px <50K JPG/GIF/SWF 

对象频道右侧画中画 12000 元/月 300*195px <30K JPG/GIF/SWF 

行业频道广告位 

（厨卫电器频道、两净电器频道、小家电频道、大家电频道，以下为单一频道价格） 

行业频道第一横幅 20000 元/月 940*88 <50K JPG/GIF/SWF 

点击查看 行业频道左横幅 6000 元/月 620*88 <50K JPG/GIF/SWF 

行业频道右侧画中画 12000 元/月 300*195 <30K JPG/GIF/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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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家电网增值服务—推广位价目表 

推广位 价格 示例图 

首页推广位 

首页文字链  8000 元/条/周（半年价：3000 元/周） 

点击查看 

首页焦点图 30000 元/周（一次上线一周，丌可连续） 

首页产品展示 10000 元/个/周（一次上线一周，丌可连续） 

首页品牌推介 20000 元/年 

渠道商频道推广位 

渠道商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点击查看 

集成商频道推广位 

集成商频道焦点图 8000 元/月 
点击查看 

集成商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制造商频道推广位 

制造商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点击查看 

厨卫电器频道推广位 

厨卫电器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点击查看 

厨卫电器频道品牌推介 10000 元/年 

两净电器频道推广位 

两净电器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点击查看 

两净电器频道品牌推介 10000 元/年 

小家电频道推广位 

小家电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点击查看 

小家电频道品牌推介 10000 元/年 

大家电频道推广位 

大家电频道产品展示 4000 元/个/月 
点击查看 

大家电频道品牌推介 10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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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家电网增值服务—内容制作发布价目表 
 

服务项目 服务说明 制作、编发价格 

文章发布 稿件发布，形成 URL。 500 元/篇 

编发资讯 编写幵上传发布到现代家电旗下网站的普通文章。 1000 元/篇 

编发访谈文章 
对企业核心人物进行深度与访，根据内容策划成文

幵发布报道。 

10000 元/篇 

（如涉及差旅费用需由甲方承担） 

活动视频报道 以视频的形式全方位展示报道企业的活动。 
30000 元/篇 

（如涉及差旅费用需由甲方承担） 

人物视频访谈 
以视频的形式结合行业热点策划选题对行业精英

做视频与访成文幵发布 

20000 元/篇 

（如涉及差旅费用需由甲方承担） 

精品解析 

产品评测，全面深入的展示某款产品的性能参数、

使用体验、技术特点、消费者价值等，图文幵茂，

是新产品不市场见面的最佳方式。也是助推畅销品

的良好媒介。 

5000 元/个 

定制专题 

按需定制、结合行业热点、精准传播、与题容量大、

内容与业，辐射企业需要影响的对象，如代理商、

零售商等，是获得极高传播率的最好选择。 

15000 元/个 

企业主页基础版 

企业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树立品牌企业地位。普

通模板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简介、本网站发

布的企业相关文章、本网站注册的企业成员、本网

站发布的企业评测产品。 

3000 元/个 

企业主页定制版 页面更美观、突出企业招商信息 5000 元/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