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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好的技术商业媒体，
专为变革者打造！

中国最大的CIO实名社区

www.geekpark.net

发现产品的价值

价值传媒——
科技商业领域最具价值的跨媒体传播平台

捕捉行业热点，提供决策支持

价值传媒以《商业价值》杂志为内容牵引力的核心，结合CIO社区ITValue、新锐互联网社区极客公园、独立研究机构价
值研究，通过高端会议活动、互联网新媒体分发平台、定制研究等立体传播渠道，深刻影响创新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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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刻影响这些人
——中国商业界的创新者

CIO  CTO

CEO  COO 企业高管

创新型的产品经理、创业者、
机构投资者、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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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媒的影响力

移动客户端用户超过50万，持续攀升⋯⋯

涵盖iPhone、iPad、Andriod终端

杂志发行量10.5万／月

每天有超过100万粉丝关注商业价值微博

3000位顶尖CIO，超过1万名互联网产品经理

全年50多场高端行业活动，
两岸三地超过1.5万人参会

柳传志、王石、马化腾、
刘永好、雷军、李彦宏、
李开复、周伟  、杨澜......
上百位CEO推崇的专业商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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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好的技术商业媒体， 
专为变革者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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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变革时代，
需要这样一本杂志

 与变革者一起坚持信仰、持续成长并努力改变世界。 

 这本杂志所聚焦的“技术商业”视角，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界的关注焦点。

 关注技术与网络推动的商业变革与产业趋势，为变革者人群提供视野、观点和方法论的总结。

《商业价值》杂志是新
锐商业管理月刊，以中
国商业界的“变革者”
为读者群，特别关注技
术与网络推动的商业变
革，关注商业创新激发
的产业趋势，关注企业
的持续发展以及承担的
社会责任，是中国最好
的“技术商业”媒体。
每月5日出版，全国发行。 

百度深潜联想第三跳

风暴中的惠普

挑战者诺基亚
企业信息化的二次革命

右脑互联网    微信4.0的赢与代价 大数据蓝海       

少年HTC之烦恼 腾讯大变局

CMO的转型时代

印度，移动互联网之国 为什么人人都爱SUV？

中国互联网产品力量崛起 

好声音是如何成为好生意的？
吉利的革命之路

www.businessvalu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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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平台客户端
真正适合移动阅读的杂志

App Store 中国区商业类   Top5  
Google Play 中文区财经类   Top10

50万忠实阅读人群，持续攀升中......

iPhone、iPad版均为苹果官方推荐的热门应用

周活跃用户：8.3万

平均每次浏览时间3.2分钟   

周PV:38万

高活跃用户
高频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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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制互动游戏：用户在规定时间
完成拼图游戏，并能分享到微博
上，获得相应奖品。

可定制互动视频：用户观看视频，结束
后根据视频内容回答问题。如果答案正
确，并且完成系统预设的要求，即能获
得相应的奖品。

品牌推广：精
准投放新锐商
业人群。

“快闻”
栏目属于
快新闻，
推送给用
户。单条
快闻可以
链接到源
网站。

呈现形式

互动广告与普通广告相
比，易于提高用户参与
的积极性，从而引导
用户真正参与到传播
中去。商业价值移动
客户端广告点击率为

15%
远高于业内移动客户端平均为
0.1％的广告点击率。

商业价值移动平台
客户端互动广告

互动答题

品牌广告

互动游戏

活动推广

应用推荐

视频广告

快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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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度影响力的传播效果：
一条微博覆盖百万人群。

新浪微博粉丝数56万

腾讯微博粉丝数46万

核心员工粉丝数超过40万

（截至2012年9月）
合作形式

官方微博

《商业价值》微博秉承杂志核心精神，专注、聚焦

在技术商业领域，发布有价值、有观点的高质量内

容，被大量商业领袖、业内专业人士所关注，粉丝

质量高、粘性强、活跃度高，是微博上最受商业管

理人群关注的商业管理媒体之一。

新浪风云榜影响力排行杂志类 Top10
2011年新浪微博 营销奖

营销发布 新闻发布 活动发布 微博运营 品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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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
《商业价值》官方网站是杂志旗下最直接的编读互动平台，涵盖杂志每期精选内容的
电子版、品牌、市场活动的官方动态以及独立研究成果。是商业价值微博庞大影响力
的流量出口，并拥有广泛的长期订阅人群。Alexa排名：2200－2500，国内商业管理媒
体网站TOP3。
合作形式:合作内容发布、banner广告位、新闻稿发布、会议活动推广、定向EDM。

电子周刊
面向杂志数据精准人群库每周发送电子周刊，第一时间推荐杂志的精品报道、资讯、
最新动态等内容，发送量15万／期。

主流网站深度推荐
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网、以及众多专业媒体重点推荐、深度阅
读，传播广泛。

电子杂志和手机杂志推广
主流电子杂志平台悦读网、读览天下、ZCOM、龙源网、方正、蜘蛛网、迅雷等，手机
杂志掌媒、VIVA、熊猫看书等 ，每期传阅量超过百万人。

官方网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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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活动

中国企业竞争力评选

“中国企业CSR竞争力评选”旨在找到
CSR与企业竞争力完美结合的实践者，
用商业的语言去传递CSR竞争力的实质和
战略意义,让CSR从概念变成行动。
连续3年已有超过40家企业杰出案例得到
传播。

中国大数据创新峰会
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
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这是
中国企业CIO及IT知名厂商分享大数据创新应用的盛
会，1000余名企业高管将莅临此次大会。

中国IT价值峰会
面向企业CIO及IT高管，中国IT价值峰会作为ITValue的年会，现已成功举办4届，是面向
信息管理者活动的领导品牌。它是中国杰出CIO和所有信仰信息技术能够改变商业进
程的高端管理者们交汇的平台。这些优秀的管理者在此充分交流思想与困惑，分享各
自的经验与实践，深度探讨释放IT价值的途径推动商业变革与创新。

年度中国互联网创新产品评选

超过1000多个产品参选，

评出年度创新产品TOP50，

是中国最专业的互联网创新领域评选。

1月

3月

8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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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电子商务跨界峰会

移动互联网创新大会——创新者的嘉年华
业界人士称最有“干货”的大会，移动互联网最热门的趋势探讨，最实用的免费公开课，精选
项目与VC、产品大牛面对面，极客测评派送手机、疯狂派送⋯⋯极具创意的欢乐嘉年华。

全媒体营销论坛
暨创新营销杰出案例颁奖
对企业营销来说，随着社交网络与移动互联网引
发的技术变革，我们经历了网络时代、多媒体
时代、媒介融合时代和现今最为火热的全媒体
时代。《商业价值》全媒体营销论坛将有200位
CMO齐聚于此，带来一场营销革命的思想盛宴。

3月

8月

7月

9月

11月

超过3000人次参会，30多场精彩演讲，50多家移动互联网厂商参与。

电子商务领域的顶级盛会，超过百家电商企业
CEO、电商大佬齐聚北京，对话知名电商掌门人，
进行高规格思想碰撞，解读2013电子商务发展趋
势，参会人次为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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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分布图

51%部门主管

22.4%
总经理（VP）

18.3%
总监/经理

8.3%
其它

读者分析

地区分布

26%
北京

18%
上海

21%
广东

7%
浙江

6%
江苏

5%
四川

5%
福建

4%
山东

4%
湖北

4%
其他

年龄分布

33%
35－44岁

5.6%
44－54岁

48%
25－34岁

12%
25岁以下

1.4%
55岁以上

学历分布

64.8%
本科

19.2%
硕士以上

10.3%
硕士

5.7%
其他

超过百万高质量粉丝

新浪、腾讯微博

粉丝102万

核心员工微博

粉丝超过40万

Alexa排名财经媒体

TOP3
日均PV：10万

总用户数超过50万
涵盖iPhone

iPad

Andriod终端

移动客户端

微博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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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万册／月

覆盖各大城市机场和特

色书店

重点文章、

最新资讯推送 

15万人／周

主流媒体深度推荐，

电子杂志覆盖

100万人／月

深度影响力的立体传播效果，
覆盖读者群约300万人。

性别分布

32.8%

68.2%

行业分布

建筑房产

其他

政府机构

文教、娱乐

信息服务

医疗卫生

金融

商业贸易

电信

互联网

IT业

制造业

2.7%

2.9%

3.1%

3.3%

3.4%

3.5%

5.1%

7.3%

8.9%

18.2%

19.1%

22.5%

发行量

电子周刊

媒体合作
伙伴推荐

收入分布

3～5万 5～10万 10～50万 50万以上 其他

14.5%

28.2%

42.7%

6.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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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影响的创新者人群 

创新的欲望
他们是中国的商界精英,视野宽阔,习惯用创新的方式思考和探
寻企业发展之道,对前沿管理理念和商业趋势解读有浓厚兴趣,
渴望以创新来推动商业变革。

创新的能力 
他们是企业的中高端决策者,拥有丰富的商业从业经验和丰厚的
财富,具有较强的企业级和个人消费能力,是推动中国商业社会
进步的中坚力量。

潮流的典范
他们是主导商业和社会潮流的先锋力量,对商业和社会的变革有
着强大的典范作用和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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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定制化互动广告
杂志 

深度报道
品牌宣传

微博 

定制化方案
即时扩散

官网 

文章推送
品牌宣传

电子周刊 

文章推送
品牌宣传

线下活动 

精准高端人群
行业热点趋势

深度影响力的
报道、宣传

1对1深度交
互，得到反
馈信息

品牌推广、
裂变式传播

四大门户 
重点推荐

主流专业、
IT媒体 
重点推荐

移动终端合作
媒体 
电子杂志合作

品牌宣传
和推广

杂志深
度报道

客户端推
广、微博
宣传

合作媒体重
点推广、视
频推广

定向精
准投放

新媒体立体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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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CIO实名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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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Value是中国最大的CIO实名制社区，致力于为信息化建设者、管理者、
专家等提供最好的交流和协作平台，共同释放信息技术核心价值，推动
商业与社会进步。ITValue通过为CIO搭建的线上线下交流平台，增加CIO

交流，提高CIO决策水平、优化知识结构、共谋信息化发展大计。

与ITValue一起成长

www. i tva lue.com.cn

蔡  阳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首席信息官  
陈东锋 恒大集团 副总裁 
陈金雄 福州总医院 计算机应用与管理科主任
陈  爽 红孩子集团 高级副总裁兼COO  
陈宪祥 台湾雄狮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邓树洪 如家酒店集团 首席执行官特别技术顾问  
狄同伟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  
冯太川 强生集团 供应链总监（新加坡）
高  峻 德国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和流程执行官  
古一思 安博教育 高级副总裁，CTO  
胡  健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部总监  
胡臣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总信息师  
赖锡璋 香港政府 首席信息官，太平绅士  
廖亚滨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工程师  
罗世礼 中国平安保险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CIO  
彭劲松 安东石油 信息技术部总经理  
王道南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副总裁  
王永红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与知识管理部总监 
吴玉生 中国国家电网 首席信息官  
伍仲秋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IT科长  
谢  康 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朱战备 万达集团 总裁助理兼信息管理中心
郑连刚 春秋航空信息 技术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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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Value社区特色

一个CIO专有社区：
封闭，安全,私密的社区环境

一群CIO乐此不疲地围绕各种
企业信息化问题展开专业讨论

一支专家团队专注于将讨论
转化成可供整个IT行业借鉴
的专业知识

ITValue现有数千优秀企业的CIO，他们多来自如腾
讯、万科、平安保险、国家电网这样的大型企业。在社
区内，这些信息化管理者们就信息化、流程管理、业务
分析、知识管理、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等热门话题
进行热烈的讨论。围绕社区，ITValue积极探索成体系
的CIO业务知识，创新性地延伸出ITValue电子周刊、
ITValue年刊。每周一期的ITValue电子周刊，已经成为
最具影响力的面向CIO人群的新媒体周刊，影响5万IT从
业者。

专有

专业
专注



19VALUE MEDIA

中国CIO的

Linked In
会员IT预算总额

超过800亿

基于知识分享的
CIO人脉网络社区 汇聚3000位

中国顶级CIO

CIO们正在讨论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商业的深刻影响

从企业级应用角度看移动化的下一步发展

云计算激发商业潜能

IT催化运营改善与经营绩效提升

新环境下CIO领导力演进

新信息环境下的IT运维管理之道

CIO眼中的IT社交化：趋势还是瞎扯？

外包3.0时代，CIO的关键价值是资源整合

如何赢在大数据时代？

社会信息化环境下的IT新战略

ITIL如何化理论为实践？

如何平衡集中管理成本和效率？

如何向老板及业务部门说明IT服务的价值？

整体信息化规划与分步实施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互联经济时代的信息安全策略

云计算评估方式及实践成果分享

大数据整合最新思路与技术实现路径

CRM如何提升企业价值营销能力？

全年20场专题CIO高级
别会议，5000人次参会
中国IT价值峰会、最具
价值CIO评选、走进系
列活动，已成为IT业内
活动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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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Value 线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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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T价值峰会

时间：2013年8月   地点：三亚  规模：200人

面向企业CIO及IT高管，中国IT价值峰会作为ITValue的年会，现已成功举办4届，是面向信息管理
者活动的领导品牌。它是中国杰出CIO和所有信仰信息技术能够改变商业进程的高端管理者们交
汇的平台。这些优秀的管理者在此充分交流思想与困惑，分享各自的经验与实践，深度探讨释放
IT价值的途径推动商业变革与创新。

技术商业论坛暨中国最具价值CIO评选颁奖典礼

时间：2013年11月   地点：北京

ITValue每年进行“最具价值CIO评选”,旨在对以商业价值为信息化核心目标的CIO和所在机构进行
奖励，每年年底在北京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及论坛,来自不同行业、地区的50位获奖者将齐聚一
堂，共同分享摘得此项荣誉的喜悦。

“走进系列”CIO高端研讨会

时间：每月1场（会期半天或1天）   地点：各大城市   规模：50人

ITValue从2009年开始，不遗余力的推动信息技术的商业价值，在大陆、香港、台湾的多个城市举
办高端CIO研讨会，就CIO们关心的一系列热点话题，与CIO们一起走进明星企业，通过相互学习
和借鉴、取长补短。

上海站 走进如家（2009年10月14日）

深圳站 走进万科（2009年10月31日）

广州站 走进南航（2009年11月20日）

厦门站 走进厦门（2010年5月21日）

香港站 走进香港铁路、赛马会（2010年6月11-12日）

青岛站 走进利群（2010年6月27日）

无锡站 走进无锡尚德（2010年7月24日）

北京站 走进小肥羊（2010年8月19日）

重庆站 走进重庆（2010年9月11日）

福州站 走进福州总医院（2010年10月23日）

上海站 走进盛大网络（2011年5月21日）

香港站 走进中华电力、建行亚洲（2011年6月10日）

青岛站 走进海尔集团（2011年6月25日）

广州站 走进温氏食品 （2012年4月21日）

长沙站 走进三一重工（2012年5月19日）

西安站 走进长安医院（201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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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Value合作伙伴

ITValue社区会员分析

地域分布

24%
华南

2%
西北

2%
港台新

2%
其他

21%
华北

38%
华东

3%
华中

1%
东北

6%
西南

职位分布 行业分布

22%
副总

44%
CIO

6%
总监

6%
信息中
心主任

12%
信息技术
部部长

8%
技术类
主管

2%
总经理

ITValue社区会员
以中大型企业CIO为主，
中国国企和民营企业居多。

企业规模

17%
其他

32%
制造

10%
金融

10%
零售

9%
医疗

8%
能源

8%
交通

6%
房地产

28%

6%

32%
34%

1000亿以上5～10亿 10～100亿 100～1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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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

企业品牌传播潜在客户挖掘

老客户关系维系 核心方案推广

市场需求调研
企业

市场需求

社区话题

广告Banner

EDM推广

周刊文章

年刊文章

年刊广告

在线会议线下会议

合作形式

核心CIO人群

★中国最大、最活跃的CIO实

名社区

★3000位大中型企业CIO，

80%为活跃用户

★年IT投资总额超过千亿

★78%会员每月访问ITValue

时长超过30分钟

泛CIO人群

★通过微博、电子周刊、年刊、

广告，ITValue品牌聚集了10万

以上的泛CIO人群

★80%为企业信息化从业者，职

位为高级技术经理、IT主管等

★他们通过微博、电子周刊、会

议活动等方式与ITValue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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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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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公园是关注互联网产品的创新者社区，聚焦互联网产品和科技趋势，通过优
秀的产品观察报道，以及高质量的线下活动，成为了国内互联网产品经理和产品
相关人员相互学习和交流碰撞的平台。

用户
目前注册用户超过5万人，真实身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和创业者超过1万人，其
中产品经理占40%，产品总监或CXO占30%，其余包括程序员、运营人员等。

活动
极客公园目前已经举办了40多期活动，参加过极客公园活动的互联网人士已经
超过8000人。

分享
有超过200个产品经理或产品大牛在极客公园上做过演讲或访谈。

视频
活动视频观看总数超过400万次。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创新者社区

www.geekpar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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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公园系列活动被誉
为中国互联网产品界最
不容错过的线下交流，
在互联网产品人群中拥
有极高声誉。

极客活动

焦点人物访谈  
与知名互联网企业CEO、产品大牛以及极客偶像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他们的经验。

创新产品宣讲
新锐互联网产品的首发宣讲与成功经验解读，发现产品的价值与力量。

潮流趋势解读
汇聚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创业者，对最新的技术与产品趋势进行思维碰撞，永远站在产业最前沿。

公开课
走进互联网优秀企业，用最干货、最实践的knowhow，分享传播产品精神与创新思想。 一个产品精神与创新思想的交流平台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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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阅读

通过对最新互联网科
技领域的报道，为泛
极客人群解读科技潮
流和产品趋势。

一个产品精神与创新思想的交流平台 
线下

互联网产品人群
互联网产品人群是最具上升性的人群，是
整个互联网行业的“钢筋”，他们在用自
己的产品和价值体系改变社会。同时，在
互联网大潮中，他们也已经成为一个极富
活力的新财富群体。

极客人群
信仰科技，追求极致，对改变世界充满热
爱，极客精神是互联网时代的新思潮。每
个人的身边都有这样的“极客朋友”，他
们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引领潮流，
带动更多人拥抱创新产品的关键节点与
“超级链接者”。

极客改变世界

极客观察
关注互联网创新的深度阅读平台。 每天都
为互联网关注者、产品经理带来互联网热门
趋势、热点产品的深度分析，发掘产品和趋
势的价值。

极客早知道
专为极客定制早餐读物。 第一时间送上外
媒在你睡觉时发布的新鲜资讯。让你快在起
点，赢在早晨。

极客微周刊
精心盘点微博热门事件，以极客的视角解读
微博这一周。

线上
一个关于互联网创新的精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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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公园创新大会暨中国互联网创新产品评选

不是每个产品都能永远流行，唯有创新才能持续闪耀
不是每个公司都能改变世界，但每一次勇敢尝试都值得被铭记
我们不是评选最成功的产品，而是评选最具创新力的产品

百度、腾讯、宝马MINI、创新工场、新浪微
博、UC优视、大众点评、盛大开放平台等，
作为极客公园的合作伙伴，长期支持系列活
动和评选。

在过去两届中国互联网创新评
选中，有超过1000个产品参选，
超过2000人次的产品经理参与极
客公园创新大会。
创新工场CEO李开复、豆瓣CEO
阿北、360董事长周鸿炜、美团
网CEO王兴、UCWEB CEO俞永福
等众多业界专家担任过评委，
莅临极客创新大会进行演讲。

评选流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产品筛选 产品投票 颁奖典礼产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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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公园合作平台

公开课

极客评测

极客阅读

微博

网站

视频

极客公园
创新大会

人力资源服务

产品研究

CEO访谈

产品宣讲

极客人群

微信

产品人群

已有8000多名互联网人士

参与40多期活动

视频观看超过40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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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研究Value Research是价值传媒所属的高端咨询与研究机构。依托
《商业价值》杂志及CIO专业社区——IT价值联盟通过收集、梳理纷
繁复杂的市场信息，采集各个行业权威而中肯的意见，通过我们客
观、独有的研究体系，呈现出有价值的观点、明晰的判断。

价值研究Value Research专注于中国宏观经济市场研究及热点行业市场
分析。捕捉行业热点，用独特的视角与专业的分析帮助变革者发现
变化，解读趋势，预测未来，通过更多元深入的市场观察，为企业
提供专业咨询。

价值研究拥有丰富大量的研究资源，包括：ITValue（中国最大的实
名制CIO社区），极客公园（产品经理沟通的平台），商业价值（客
户端和传统杂志读者），造就了我们高于一般研究机构的优势。

捕捉行业热点，提供决策支持



31VALUE MEDIA

产品系列：
         研究报告
         行业分析
         产品趋势分析
         用户需求分析
         Preseatation

商业价值（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IT Value（中国最大的实名制CIO社区）

极客公园（新锐产品经理社区）
ITValue 社区

View 100

商业价值杂志

研究报告

商业价值客户端

Presentation

CEO CIO

Data

业务挑战与IT需求——中国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通过对100位CIO的定期跟踪调
研，了解整体市场，再深入对于不同类型（SOE、MNC和POE）、不同行业（主要是
零售、航空、医药）的企业进行深入的访问和研究，以点面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
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进行分析。同时，分析最新的热点技术对于企业的影响，预
测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方向和对于不同行业带来的发展动力，供企业决策者借鉴。

企业IT新战略——社会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信息化路线图：分析社会信息化环境对
企业的影响，移动商务、商务智能、云计算、社区商务以及业务流程外包与IT外包
对于支持企业应对业务挑战以及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分析不同行业企业
信息主管对信息技术的选择趋势。研究各行业企业业务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业务挑
战，分析由于业务挑战所带来的IT需求，研究社会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IT新战略的发
展趋势，为企业发展和CIO的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启示，提供市场决策支持。

中国IT运维外包服务调研——随着企业业务发展和IT应用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将数据中心外包已降低成本，依靠专业服务提升业务灵活性和可靠性，外包已经
成为企业的重要的发展策略，如何设计外包策略、如何选择外包服务商都是企业信
息主管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调研CIO对于ITO/DCO的看法，研究IT运维外包服
务的整体市场的现状，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给CIO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要研究项目（2011年－2012年）

研究方法：面访、问卷、在线调研、座谈会

www.valueresear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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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尺寸(mm X mm) 价格（RMB 元）

普通内页 270 x 200 136,000

横半版（内页） 120 x 180  78,800

竖半版（内页） 270 x 100  78,800

内页拉页 270 x 395 + 270 x 195 288,000

普通内页跨页 270 x 400 258,000

第一跨页 270 x 400 308,000

第二跨页 270 x 400 288,000

第三跨页 270 x 400 268,000

目录对页 270 x 200 178,000

版权页对页 270 x 200 178,000

专栏对页 270 x 200 158,000

200g加厚内页 270 x 200 188,000

157g加厚内页 270 x 200 168,000

封面故事前跨页 270 x 400 288,000

扉页 270 x 200 189,000

后扉 270 x 200 158,000

封二 270 x 200 208,000

封三 270 x 200 189,000

封三拉页 270 x 395 + 270 x 195 298,000

封底 270 x 200 280,000

封面拉页 270 x 395 368,000

横1/3（内页）  70 x 180  60,000

竖1/3（内页） 270 x 70  60,000

蝴蝶拉页（8页） 270 x 790 + 270 x 790 805,000

腰封 高≤80 456,000

封面飘带 高≤80 336,000

《商业价值》广告报价

注：广告刊登版位由本社统筹安排，指定版位加收15%。

操作时间
《商业价值》出版日期为每月5日，广告订单截稿时间为前一月15日，菲林截稿时间为前一月20日。

刊发要求
广告内容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广告价格适用于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和团体； 

全彩色印刷，封面用纸157克，内文用纸105克；

成品尺寸：270×200（mm），广告版面3mm出血；

胶片规格：广告胶片为阳片（正看药膜向下），四色，175 线；

电子文件格式：图形格式（颜色模式：CMYK、分辩率300dpi、格式：.tif；.jpg） 矢量格式（.eps；.ai），附带彩色打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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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1.广告素材格式可以为swf、jpg、gif、png  

2. CPU占用率要求：在机器配置低于P4/CPU 2.4GHz/512MB内存的机器上测试CPU占用率不得超过60%；在机器配置高于P4/

CPU 2.4GHz/512MB低于P4/CPU 2.93GHz/512MB内存的机器上测试CPU占用率不得超过40%；CPU占用率的最终解释权由本

公司指定的电脑确定。  

3.所有flash文件应提供fla格式的源文件，为避免网民另外安装插件，FLASH的输出版本不得高于6.0  

4.FLASH动画设置中每秒钟帧数不得超过24帧  

5.禁止有闪动过快的动画和刺激性的声音，否则不予投放  

6.禁止模仿页面内容样式，给用户带来误导         

7.任何flash广告均不得穿插声音效果。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与价值传媒协商  

8.可关闭式广告(如对联、流媒体等)，不得擅自加关闭按钮，关闭按钮由价值传媒统一处理  

9.广告底色为白色时，请在画面四周加上线框  

10.不得加入令网民反感，违反政府禁令话题的元素和创意（如类似电脑中毒、禽流感等的创意），否则不予投放 

11.根据情况可以适当调整广告高度  

12.对于造成我公司网站页面负载过大的效果，我公司保留修改的权利。  

联系方式 
北京文德致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41号，
      嘉泰国际大厦1328室 邮编：100025 
电话：010-85711956，85711959
传真：010-85711950  

人民币账号
户  名：北京文德致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账  号：01090306100120109037546
开户行：北京银行报国寺支行

广告位置   广告尺寸（像素）     文件大小 广告刊例价/天        

商业价值官网（www.businessvalue.com.cn）

内容页右侧       520x240     <30k     12,000

ITValue（www.itvalue.com.cn)

社区内部首页       285x100     <30k      8,000

      285x230     <30k      6,000

社区内容探索频道       280x230     <30k      5,000

      180x60     <30k      5,000

极客公园（www.geekpark.net)

首页顶部       615x 290     <30k     12,000

首页中部       225x105     <30k      8,000

首页右侧       370x220       <30k     10,000

广告位置   广告尺寸（像素）     文件大小 广告刊例价/天        

推荐栏目                                                                        16,000

Andriod           400x500     <150k

iPhone                     500x480     <150k

iPad       
      710x400（横版）

      460x300（竖版）
    <150k

内页广告                                                                        12,000

Andriod       480x70     <150k

iPhone       640x100     <150k

价值传媒网站广告报价

移动客户端广告报价

注：1.商业价值官网新闻稿发布（含外链）为5000元/篇；
    2.商业价值客户端“快闻”新闻稿发布为5000元/篇；
    3.商业价值客户端为基础报价，如定制互动广告，价格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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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德致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41号嘉泰国际大厦A座1328室
邮编：100025
电话：8610-85711956    8610-85711959
传真：8610-85711950

Beijing Windmaker Co., Ltd. 
ADD: 1328, No. 41 East Fourth R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5
TEL: 8610-85711956    8610-85711959
FAX: 8610-85711950 
 

www.businessvalue.com.cn 
www.geekpark.net 

www.itvalue.com.cn   
www.valueresear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