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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曝光、信息流广告类别



海量曝光、信息流广告类别

微信朋
友圈广告

请添加你的标题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Maecenas porttitor congue massa. Fusce posuere, magna 

sed pulvinar ultricies, purus lectus

今日头
条广告

抖音短
视频广告

微信小
程序广告

腾讯广
点通广告

UC头
条广告



海量曝光、信息流广告类别

微博效果
营销广告

请添加你的标题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Maecenas porttitor congue massa. Fusce posuere, magna 

sed pulvinar ultricies, purus lectus

爱奇艺效
果营销广告

西瓜短
视频广告

知乎效果
营销广告

快手效果
营销广告

支付宝
广告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抖音短
视频

推荐信息流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40元/CPM 2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10000起充

品牌信息流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132元/CPM 12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10000起充

开屏定向 图片/视频 CPT              
（包天） 26000元/CPT 12000元/CPT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2天起充

（湖南地区）

今日
头条

推荐信息流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30元/CPM 15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10000起充

品牌信息流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132元/CPM 12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10000起充

静态/动态   
开屏 图片/视频 CPT             

（包天） 38400元/CPT 12000元/CPT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2天起充
（湖南地区）

抖音短视频及今日头条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微信朋友圈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投放费用（市场价格）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核心城市 重点城市 普通城市

微信朋
友 圈

视屏广告 视频 CPM        
（千次曝光） 120元/CPM 70元/CPM 4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图片广告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120元/CPM 70元/CPM 4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核心城市（2个）：北京、上海。

重点城市（20个）：广州、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苏州、重庆、南京、天津、西安、沈阳、
长沙、青岛、宁波、郑州、大连、厦门、济南、哈尔滨、福州等高活跃城市 。

                                       普通城市：除上述核心和重点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



微信小程序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微信   
小程序

 banner 广告 图片/视频 CPC
（点击） 4.5元/CPC 2.5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激励式广告 图文 CPM          
（千次曝光） 60元/CPM 4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小程序插屏广
告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60元/CPM 4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支付订单广告 图片/视频 CPC
（点击） 4.5元/CPC 2.5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腾讯广点通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腾讯
广点通

腾讯新闻       
信息流大图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60元/CPM 4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腾讯视频       
信息流大图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60元/CPM 4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移动端QQ空间
信息流广告 图片/视频 CPC

（点击） 4.5元/CPC 2.5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移动端QQ浏览
器信息流广告 图片 CPC

（点击） 3.2元/CPC 1.6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公众号文章    
底部广告 图片 CPC

（点击） 4元/CPC 2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UC浏览器——信息流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神马
/UC

开屏定向 静态(3s) CPM        
（千次曝光） 120元/CPM 11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开屏定向 动态(4s) CPM         
（千次曝光） 132元/CPM 12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神马搜索竞价 移动端 CPC（点击） 0.2元/CPC 0.2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UC信息流 移动端 CPC（点击） 0.2元/CPC 0.2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支付宝            
广告报
价表

生活号轮播广告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50元/CPM 50元/CPM 实充 15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支付成功页面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50元/CPM 50元/CPM 实充 15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支付完成页面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50元/CPM 50元/CPM 实充 15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小程序进入弹窗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50元/CPM 50元/CPM 实充 15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小程序首页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50元/CPM 50元/CPM 实充 15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小程序功能页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50元/CPM 50元/CPM 实充 15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支付宝广告报价表



西瓜视频及爱奇艺信息流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西瓜
视频 
广告

动态开屏 视频 CPT             
（包天） 10000元/CPT 湘潭3000元/CPT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2天起充

推荐信息流-
位置优选-推
荐频道信息流

大图/视频/
魔法卡/全画

CPM           
（千次曝光） 132元/CPM 12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推荐信息流-
智能优选-推
荐频道信息流

大图/视频/
魔法卡/全画

幅

CPM           
（千次曝光） 66元/CPM 5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爱奇艺
信息流         
广告报
价表

动态开屏 视频 CPT             
（包天） 36000元/CPT 湘潭9000元/CPT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3天起充

推荐信息流
大图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120元/CPM 8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播放页
推荐广告 图片/视频 CPM           

（千次曝光） 120元/CPM 8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微博、知乎及快手效果营销广告代运营投放折扣价格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单位 湖南长沙                      湖南地级市 广告费用 代运营费 备注

微博效
果营销

微博置顶
位置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300元/CPM 20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微博置顶
位置 图片 CPE

（互动扣费） 4元/CPE 2元/CPE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知乎效
果营销

信息流广告 图片 CPC
（点击） 4元/CPC 2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

10000起充

信息流广告 图片 OCPC
（智能点击） 4.5元/OCPC 2.5元/O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

10000起充

快手效
果营销

信息流广告 图片 CPM           
（千次曝光） 40元/CPM 20元/CPM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信息流广告 图片 CPC
（点击） 0.3元/CPC 0.2元/CPC 实充 800元/单 非特殊行业5000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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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开发优化，微信小程序开发，APP软件开发



网站开发及定制版开发代理价格表

版本类型       展示位置       市场价格 描述 预存费用 预存对应折扣 合作伙伴利润

企业版 电脑端+手机端 1680元/年 图文、新闻、视频、产品、在线咨询、在线表单等

2万，4万，6万 8折，7折，6折 0.6万，1.8万，4万

营销版 电脑端+手机端 3680元/年
图文、新闻、视频、产品、在线咨询、在线表单、
数据分析、网站定位、广告违禁检查、会员功能等

电商版 电脑端+手机端 5280元/年

图文、新闻、视频、产品、在线咨询、在线表单、
数据分析、网站定位、广告违禁检查、会员功能、
购物支付、积分功 能等

赋能版 电脑端+手机端 9800元/年

图文、新闻、视频、产品、在线咨询、在线表单、
深度数据分析、整体定位、广告违禁检查、会员功
能、营销策划、专 业团队配置等

5G VR全
景照 电脑端+手机端 13800元/年

图文、新闻、视频、产品、在线咨询、在线表单、
数据分析、网站定位、广告违禁检查、会员功能、
购物支付、积分功 能、全景VR等

网站订制
开发

我司提供，电商、分销、零售、服务预订和内容付费等网站订制开发，1个月即可上线！注：网站开发定制版，需要沟通需求才能给出我司成
本价，贵司可在上述价格增加即可！



网站关键词排名优化代理价格表

版本类型       展示位置       市场价格 描述 预存费用 预存对应折扣 合作伙伴利润

网站关键词
排名优化

百度，360，搜
狗 全网关键词排

名优 化
15800元/年 通过各大平台发布行业相关关键词进行收录排名，

以达到网 站排名优化的目的 2万，4万，6万 8折，7折，6折 0.6万，1.8万，4万



微信小程序开发及定制代理价格表

版块       市场价格 描述 代理费用 服务器费用 合作伙伴利润

主商城版块 7180元/4年

1、微信小程序配置（小程序基本配置、微信支付、小程序一键发
布）；2、设置（商场基本设置、快递接口设置、积分设置、引导用
户添加到我的小程序、其他设置、显示设置、图标设置、短信设置、
邮件管理、运费规则、包邮规则、电子面单、小票打印、区域允许购
买、起送规则、退货地址、视频号推广）；3、店铺管理（公众号设
置、轮播图、导航图标、图片魔方、导航栏顶部底部、首页布局、用
户中心DIY、下单表单、页面管理、版权设置、商品海报、商城风
格）；4、商品管理（商品分类、快速购买、商品推荐、商品服务、
淘宝CSV上传、素材管理、区域允许购买、）；5、订单管理（订单
列表、售后订单、发货、评价管理）；6、用户管理（用户列表、核
销员管理、会员等级、余额记录、会员购买记录、积分记录）；7、
分销（分销商统计、分销订单统计、分销提现、分销设置、分销中心
页面自定义、分销商等级）；8、内容管理（文章、专题分类、专题、
视频、门店管理、直播）；9、营销管理（优惠设置、优惠券、卡券、
充值、）10、员工管理（基础设置、员工列表、角色列表、操作记
录）；11、数据统计（数据概况、分销排行、商城销售报表、门店
销售报表、积分收支、优惠券/卡券发放统计、插件数据统计）

6800元          
（长期使用） 2000元/年 纯利润

免费插件
签到、可视化DIY装修、砍价、拼团、整点瞬秒、积分商城、预约、多商户、九宫格
抽奖、手机端核销员、一键发圈、微信自定义交易组件、同城速送、微信链接生成
工具。

赠送 赠送 纯利润

小程序定
制开发

我司提供，电商、分销、零售、服务预订和内容付费等微信小程序，百度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定制开发，1个月即可上线！注：A小
程序定制版，需要沟通需求才能给出我司成本价，贵司可在上述价格增加即可！



APP开发代理价格表

版本类型       展示位置       市场价格 描述 预存费用 预存对应折扣 合作伙伴利润

APP订制    
开发

我司提供，电商、分销、零售、服务预订和内容付费等App订制开发，1-3个月即可上线iOS App、安卓App！另免费提升下载量好评量及5
星！注：APP开发与小程序定制版一样，需要沟通需求才能给出我司成本价，贵司可在上述价格增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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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移 动 大 数 据 短 信 - 1 0 6 短 信 平 台 - 彩 信 平 台
- 闪 信 平 台 - 视 频 短 信 平 台 - 自 动 发 短 信 系 统



短信平台系列代理价格表

版本类型       展示位置       市场价格 描述 预存费用 预存对应折扣 合作伙伴利润

湖南移动
大数据短信 精准投放 68000元

/10万次发送

移动优质用户流量可以根据区域、年龄、性别、身
份、上网、位置、社交、费用、通信、终端、时序
等数百个维度进行精准投放。

3万，6万，10万 5折，4.5折，3.5折 1.5万，3.3万，6.5万

106短信     
平台 低成本营销 6000元          

/10万次发送
106群发、99%高到达率，可有效协助企业进行宣传、 
低成本营销、精准推广、实现加倍盈利。 3万，6万，10万 9折，7.5折，6.5折 0.3万，1.5万，3.5万

彩信平台 多媒体信息 20000元
/10万次发送

对短信进行应用场景升级,可下发80K内图片,2500个
文字!等 大容量多媒体信息 3万，6万，10万 9折，8折，7折 0.3万，1.2万，3万

闪信平台 100％阅读率 7000元       
/10万次发送

闪信不会被软件拦截，真正实现了100％的阅读率、
100％ 到达率！也提升了用户对产品的转化率！ 3万，6万，10万 9折，8折，7折 0.3万，1.2万，3万

视频短信   
平台 多媒体信息 40000元

/10万次发送

对短信进行应用场景升级,支持通过普通短信通道下
发2兆内视频,10张高清大图,200万文字!等大容量多
媒体信息,展现形式更丰富,内容更饱满。

3万，6万，10万 7折，6折，5折 0.9万，2.4万，5万

赠送自动发
短信系统

106短信自动
发 送，省事省
力省心

2万元/套 智能化 像建设银行一样自动给客户发送生日短信，
祝福短信。 3万，6万，10万 7折，6折，5折 0.9万，2.4万，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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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售后服务，企业荣誉，部分客户合作协议



客 户 案 例



售 后 服 务

1：以上产品我司每月可安排相关人员到贵司培训5次，及免费提供以上产品带有贵司LOGO的宣传册，PPT等物料。

2：以上产品报价属于基础报价表，贵司可突出贵司10余年相关拍摄，相关设计，相关文案运营策划，来提高单价或新
增单项收费至报价表，而我司不参与。

3：以上产品我司可每月安排相关人员陪同洽谈客户10次以上，直至贵司工作人员成为行业人士为止。

4：以上产品合作成功后，贵司每个客户，我司均会安排技术员加入客户对接群，我司定位为贵司技术员，仅解答技术
问题，不参与业务讨论。

5：以上产品合作上线后，我司均可免费设计图片50张，超出的按5元一张计算收取。如果客户认可贵司的设计，则由
贵司单独报价收取客户的。

6：以上产品合作，均可赠送企业百度百科及企业搜狗百科。

7：以上产品均可签订合同，保质保量，凡有任何售后的，我司承诺湘潭市内两小时达到处理，直至客户满意为止！



企 业 荣 誉



合作协议及授权书



合作协议及授权书



合作协议及授权书



支付宝广告服务商



民生银行合作协议



民生银行合作协议



民生银行合作协议



兴业银行合作协议



兴业银行合作协议



湖南省农机局合作协议



湘潭红星美凯龙合作协议



湘潭江湾广场合作协议



湘潭江湾广场合作协议



长沙华谊兄弟合作协议



长沙华谊兄弟合作协议



湘潭七星村中标通知书及政府部门采购协议



湘潭七星村中标通知书及政府部门采购协议



湘潭七星村中标通知书及政府部门采购协议



中国联通湘潭分公司合作协议



中国联通湘潭分公司合作协议



中国联通湘潭分公司合作协议



白石古莲城——晨辉房产合作协议



白石古莲城——晨辉房产合作协议



盘龙御和园——盘龙和御房产合作协议



盘龙御和园——盘龙和御房产合作协议



：商祺！
湖南红枫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客服：400-101-1568  0731-52427777  0731-52325256

公司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福星国际金融中心C座14楼1405-1408

湖南中海邦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客服：陈经理   15197252023 李主管: 18873287696

公司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福星国际金融中心C座14楼1405-1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