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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投放产品报价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抖音短视频
广告

推荐信息流 图片/视频
6000元/曝光30万人

（单价：2分/人次）

1万元/曝光67万人

（单价：1分5/人次）

品牌信息流 图片/视频
2万元/曝光20万人

（单价：1毛/人次）

3万元/曝光30.6万人

（单价：9分8/人次）

开屏定向 图片/视频 1.2万元/CPT（包天） 3万元/3个CPT+3个抽奖游戏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阶梯促销价  

抖音短视频
广告

推荐信息流 图片/视频
2万元/曝光167万人

（1分2/人次）

3万元/曝光300万人

（单价：1分/人次）

品牌信息流 图片/视频
4万元/曝光41.6万人

（9分6/人次）

5万元/曝光53.2万人

（单价：9分4/人次）

开屏定向 图片/视频 4万元/5个CPT+5个抽奖游戏 5万元/7个CPT+8个抽奖游戏

抖音短视频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今日头条
广告

报价表

推荐信息流 图片/视频
6000元/曝光40万人

（单价：1分5/人次）

1万元/曝光84万人

（单价：1分2/人次）

品牌信息流 图片/视频
2万元/曝光20万人

（单价：1毛/人次）

3万元/曝光30.6万人

（9分8/人次）

开屏定向 图片/视频 1.2万元/CPT（包天） 3万元/3个CPT+3个抽奖游戏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阶梯促销价

今日头条
广告

报价表

推荐信息流 图片/视频
2万元/曝光200万人

（1分/人次）

3万元/曝光334万人

（单价：9厘/人次）

品牌信息流 图片/视频
4万元/曝光41.6万人

（单价：9分6/人次）

5万元/曝光53.2万人

（单价：9分4/人次）

开屏定向 图片/视频 4万元/5个CPT+5个抽奖游戏 5万元/7个CPT+8个抽奖游戏

今日头条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微信朋友圈
广告

朋友圈第五条 图片
4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1万元/曝光28.5万人

（单价：3分5/人次）

朋友圈第五条 视频
4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1万元/曝光28.5万人

（单价：3分5/人次）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阶梯促销价 

微信朋友圈
广告

朋友圈第五条 图片
2万元/曝光62.5万人

（单价：3分2/人次）

3万元/曝光107万人

（单价：2分8/人次）

朋友圈第五条 视频
2万元/曝光62.5万人

（单价：3分2/人次）

3万元/曝光107万人

（单价：2分8/人次）

微信朋友圈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UC头条
广告

报价表

开屏定向 静态(3s)
8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8分/人次）

2万元/曝光28万人

（7分1/人次）

开屏定向 动态(4s) 
1万元/曝光10万人

（单价：1毛/人次）

2万元/曝光22万人

（9分/人次）

品牌信息流GD
第4条位置-第1刷 图片/视频

9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9分/人次）

2万元/曝光25万人

（单价：8分/人次）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阶梯促销价

UC头条
广告

报价表

开屏定向 静态(3s)
3万元/曝光46万人

（6分5/人次）

4万元/曝光67万人

（6分/人次）

开屏定向 动态(4s) 
3万元/曝光37.5万人

（8分/人次）

4万元/曝光57万人

（7分/人次）

品牌信息流GD
第4条位置-第1刷 图片/视频

3万元/曝光40万人

（单价：7分5/人次）

5万元/曝光80万人

（单价：6分2/人次）

UC头条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西瓜视频         
广告报价表

动态开屏 视频 3000元/CPT（包天） 10000元/4个CPT（包天）

推荐信息流-位置优选       
-推荐频道信息流 大图/视频

10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1角/人次）

20000元/曝光22万人

（单价：9分/人次）

推荐信息流-智能优选        
-推荐频道信息流 大图/视频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2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阶梯促销价 

西瓜视频         
广告报价表

推荐信息流-位置优选       
-推荐频道信息流 大图/视频

30000元/曝光37.5万人

（单价：8分/人次）

40000元/曝光57万人

（单价：7分/人次）

推荐信息流-智能优选        
-推荐频道信息流 大图/视频

20000元/曝光5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30000元/曝光85万人

（单价：3分5/人次）

西瓜视频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支付宝            
广告报价表

生活号轮播广告 图片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3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支付成功页面 图片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3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支付完成页面 图片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3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小程序进入弹窗 图片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3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小程序首页 图片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3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小程序功能页 图片
5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10000元/曝光23万人

（单价：4分5/人次）

支付宝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爱奇艺信息流         
广告报价表

动态开屏 视频
9000元/CPT                       
（湘潭包天）

24000元/3个CPT                
（湘潭包天） 

推荐信息流大图 图片/视频
8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8分/人次）

20000元/曝光28.5万人

（单价：7分/人次）

播放页推荐广告 图片/视频
8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8分/人次）

20000元/曝光28.5万人

（单价：7分/人次）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阶梯促销价 

爱奇艺信息流         
广告报价表

推荐信息流大图 图片/视频
30000元/曝光50万人

（单价：6分/人次）

40000元/曝光8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播放页推荐广告 图片/视频
30000元/曝光50万人

（单价：6分/人次）

40000元/曝光80万人

（单价：5分/人次）

爱奇艺信息流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城市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微信小程序 banner 广告 图片/视频 湘潭
1万元/点击0.4万人

（单价：2元5角/人次）

2万元/点击1万人

（单价：2元/人次）

微信小程序 激励式广告 图文 湘潭
4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1万元/曝光28.5万人

（单价：3分5/人次）

微信小程序 小程序插屏广告 图片/视频 湘潭
4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1万元/曝光28.5万人

（单价：3分5/人次）

微信小程序 支付订单广告 图片/视频 湘潭
1万元/点击0.4万人

（单价：2元5角/人次）

2万元/点击1万人

（单价：2元/人次）

微信小程序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投放城市 促销价                      阶梯促销价 

腾讯新闻 信息流大图 图片 湘潭
4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1万元/曝光26万人

（单价：3分8/人次）

腾讯视频 信息流大图 图片 湘潭
4000元/曝光10万人

（单价：4分/人次）

1万元/曝光26万人

（单价：3分8/人次）

移动端QQ空间 信息流广告 图片/视频 湘潭
1万元/点击0.4万人

（单价：2元5角/人次）

2万元/点击1万人

（单价：2元/人次）

移动端QQ浏览器   信息流广告 图片 湘潭
1万元/点击0.62万人

（单价：1元6角/人次）

2万元/点击1.6万人

（单价：1元2角/人次）

公众号 文章底部广告 图片 湘潭
1万元/点击0.5万人

（单价：2元/人次）

2万元/点击1.25万人

（单价：1元6角/人次）

腾讯广点通广告报价表



传播平台 投放位置       广告形式 合作金额                      代运营服务费 代运营内容

头条抖音营销广告 头条抖音效果营销广告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10%
在网络营销广告投放上，我司有广告行业有效的营销策划
方案，通过建立合理的KPI体系，还原广告真实价值。针对
不同的推广阶段，设置相应的指标，从推广账户-落地页-品
牌提升全方位服务。
服务团队：1个账户1名项目策划师、1名竞价优化师,、1名
程序员、1名美工、1名文案编辑。

代运营服务详情如下：
1、深入分析企业现状，明确核心问题，挖掘企业亮点;
2、针对不同行业产品,进行受众分析,需求分析,产品分析,竞
争对手分析，明确目标受众；
3、根据企业和产品综合信息，针对不同推广阶段量身定制
专属于您的策略方案;
4、专业美工配合项目策划师、竞价优化师优化落地页面，
竞价着陆页关系着客户是否能够产生成交，高质量营销型
落地页，即使在同等流量情况下，也能获取更多有效咨询
量；
5、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目标客户群体的心理以及行为特征，
综和公司核心竞争力结合技巧，撰写不同的广告创意，优
秀的创意可以获得更多的流量；
6、从创意到页面到账户每个层级的转化实时监测、分析,细
化每个层级的投入产出比；
7、按日、周、月定期进行数据及工作安排汇报，让您实时
把握推广动向；
8、通过对您产品的分析了解,为您提供除现有推广之外的其
他推广渠道，让您的网上推广远超同行。

UC营销广告 UC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百度营销广告 百度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爱奇艺营销广告 爱奇艺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广点通营销广告 广点通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微博营销广告 微博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知乎营销广告 知乎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快手营销广告 快手信息流广告位 图片/视频 10000元起充 充值金额5%

头条抖音/UC/百度/广点通/爱奇艺/快手等营销广告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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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短视频广告
客户案例



抖音短视频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示例一：宝马中国



02

今日头条广告
客户案例



今日头条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3

微信朋友圈广告
客户案例



微信朋友圈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4

微信小程序广告
客户案例



微信小程序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5

腾讯广点通广告
客户案例



腾讯广点通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6

UC头条信息流广告
客户案例



UC头条信息流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7

西瓜视频信息流广告
客户案例



西瓜视频信息流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8

支付宝广告
客户案例



支付宝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09

爱奇艺信息流广告
客户案例



爱奇艺信息流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10

微博营销广告
客户案例



微博营销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11

知乎营销广告
客户案例



知乎营销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11

快手营销广告
客户案例



快手营销广告部分案例展示



开发建设优化产品报价



版本类型 核心功能 促销价（一年）                         促销价（四年）                                                      

微信
小程序
开发

报价表

企业版 DIY官网 1980元/年 3480元/四年（每天仅需2块4）

电商版 DIY官网+商城 3680元/年  5180元/四年（每天仅需3块5）

营销版 商城＋营销插件 5980元/年 7180元/四年（每天仅5块钱）

高级营销版 商城+营销插件+多端管理 9800元/年 13400元/四年（每天仅需9块2）

专业版 拼团砍价 2680元/年 4180元/四年（每天仅需2块9）

专业版 AI智能名片 6980元/年 9380元/四年（每天仅需6块4）

专业版 知识付费 9800元/年 13400元/四年（每天仅需9块2）

微信小程序开发报价表



版本类型 核心功能

APP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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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开发版本，需要沟通需求才能给出报价！

软件定制开发 我司提供，电商、分销、零售、服务预订和内容付费等软件订制开发，1个月即可上线！注：软件开发定制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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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及软件开发报价表



版本类型 核心功能 促销价（一年）                         促销价（四年）                                                      

网站开发
报价表

H5/营销小游戏 H5/营销小游戏 1680元/个 4180元/3个（一年）

企业版 展示型官网（电脑端+手机端） 1680元/年 3480元/四年（每天仅需2块4）

 
营销版 营销型推广站（电脑端+手机端） 3680元/年 5888元/四年（每天仅需4块钱）

电商版 购物电商平台（电脑端+手机端） 5280元/年 7680元/四年（每天仅需5块3）

VR版 电商+VR（电脑端+手机端） 13800元/年 18600元/四年（每天仅需12块8）

赋能版 团队运营定制（电脑端+手机端） 9800元/年 13880元/四年（每天仅需9块6）

网站建设报价表



版本类型 简介 促销价                         

网站关键词
排名优化

普通版 百度，360，搜狗
全网关键词排名优化 9800元/年

增强版 百度，360，搜狗
全网关键词排名优化 12800元/年

豪华版 百度，360，搜狗
全网关键词排名优化 15800元/年

网站关键词优化排名报价表



版本类型 简介 促销价                         

百度竞价搜索广告
百度信息广告
百度爱采购

百度搜索竞价 百度PC+移动端

28000元

百度信息流 百度PC+移动端

百度爱采购 百度PC+移动端 6980元/年

百度竞价搜索广告，百度信息流广告，百度爱采购，报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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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开发
客户案例



微信小程序开发部分案例展示



02

APP开发
客户案例



APP开发部分案例展示



03

软件开发
客户案例



软件开发部分案例展示



04

网站开发
客户案例



网站开发部分案例展示

公司名称 公司网址 公司名称 公司网址

湖南红枫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www.sms10001.com 广州翔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www.china-xiangsheng.com

湘潭县第四中学 www.xtxsz.com 湘潭市雨湖区优生活保健中心 www.xtyshpx.com

湘潭县第九中学 www.xtxdjzx.com 湘潭市霞城电工有限公司  www.xtxcdg.com

湖南封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ww.fxw321.cn 湖南飞博塑胶有限公司  www.fable.com.cn

湘潭振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xtzhenqi.com 湖南南舟新材料有限公司  www.hnnzxcl.com

湖南欧华人脸识别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www.hnohkj.com 湖南百世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www.pumpbst.com

湘潭市雨湖区溢香园酒店 http://www.xtyixiangyuan.com/ 湖南永鑫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www.yxc1688.com

湘潭益智实验中学 www.xtyzzx.com 湖南润利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www.hnrlgd.com

中共湘潭市委机构编制委员办公室 www.xtswbb.gov.cn 湘潭钢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www.glsteel-hn.com

湘潭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 www.xtstaxi.com 韶山伟业红色文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www.ishaoshan.cn

岳阳海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www.yyhaikang.com 湖南腾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www.hnbljm.com

湖南九城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www.hnjc55555566.com 湖南面面嗦餐饮有限公司 www.hnmmscy.com

湖南一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www.hnyhhb1688.com 湖南马王堆汉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www.hnmwd.com

湘潭中程志远服饰有限公司 www.cn-mehigh.com 湖南艾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aikexinxi.com



05

网站优化
客户案例



网站优化部分案例展示



06

百度竞价及爱采购
客户反馈



百度爱采购部分效果反馈



07

企业荣誉，部分客户
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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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