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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背景
成就大国品牌 实现品牌强国

传承大国匠心 培育工匠精神



成就大国品牌
实现品牌强国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中国经历数十年创新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中国发展。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即将开启“十四五”时期，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传承新时代发展使命，促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

跃升成为全体国民的奋斗目标。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在新五年时期，民营企业应肩负起

引领品牌振兴的使命，积极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传承大国匠心的理念精

神，更好地助力国家建设成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科技强国，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推进品牌强国战略，实现更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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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大国匠心 培育工匠精神

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是中国各类市场主体面临的

重要发展方向与指引。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科技、经济竞争，科技自

立自强是企业品牌的重要战略支撑，这就对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

了更加严格的要求。高质量意味着坚守实干，谋创新、求转型，把产

品做专、把质量做精，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面向市场

提供严谨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这离不开坚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技术

实力以及最为重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对大国工匠技术与匠心的标准之判。欲成大

国品牌，必有大国匠心，大国匠心以中国企业家精神为诉求点，发掘

中国匠心品牌，助推高质量产品、服务成长发展。



节目介绍
节目介绍 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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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十四五”的发展机遇，响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于品牌强国的号召，

CCTV中视购物《大国匠心》节目充分为企业开启融媒体传播思路，甄选在各行

业兼具匠心精神或创新实力的企业家，通过央视媒体平台配合融媒体传播通路，

“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

合国力大幅跃升，我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和本土品牌的拥有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高

质量和双循环战略的影响下，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市场已经成为优秀的中

国品牌征战的新疆场。

联通线上线下、触动大屏小屏，形成全媒体解决方案，全面展现中国企业家持续创

新核心竞争力、勇于开拓市场边界、积极传承优秀文化和匠心品质的中国品牌故事。

节目阐释



◼ 改变社会大众对于传统访谈对话节目的认知，不仅仅聚焦已经取得巨大

成功的“大咖”，更多的将镜头对准正在进行创业创新事业的践行者，

讲述创业进行时的故事。

◼ 聚焦细分领域中具有匠心精神、优秀企业家品质却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潜

力创业者与创新实践者。

◼ 展现广泛参与国际贸易发展，在品牌品质、工艺、设计、服务、营销等

方面贡献了标杆示范的优质品牌。

◼ 讲述具有感人励志创业创新故事、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新时代企业

家精神的个人成长故事。

节目阐释



节目特色

中央电视台中视购物频道播出，

国家平台权威传播品牌影响力。

电视平台、新闻报道、官方传播，

全面构建品牌影响力。

从业资深制作团队，

专业成熟把控节目制作水准。

资深团队 专业制作 国家平台 权威传播 全媒体通路 塑造影响力



步骤2

网络复审

步骤3

选题策划

步骤4

节目录制

步骤5

后期制作 电视、网络播出

步骤6步骤1

企业初审

节目制作流程



选题策划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精准选题捕捉受众兴趣点，

吸引观众的目光，完成节目内容策划设计，传递企

业品牌价值。

>>>我们将为嘉宾配备：

专业节目制作班底

量身定做节目脚本

资深电视节目策划团队

保证企业理念实效执行



中央电视台专业演播厅录制

总导演：把控整档节目风格、调性及方向，构建整体叙事水准

策划：通过精心的安排，巧妙地构思，有效传达节目精彩内容

导演：把控节目整体艺术水准、统筹现场各岗位节目录制

美术：负责节目整体视觉效果呈现，协调各组因素配合

导播：抓住访谈重点，保证节目生动流畅

化妆：专业化妆师，保证嘉宾节目呈现形象

专业人员把控 保证录制效果

▲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录制



中央电视台专业演播厅录制

摄像：多机位拍摄，把控精准

舞美：LED显示屏，主题突出

音响：运用专业设备收录现场声源，多层次呈现节目音效

灯光：专业灯光把控，展示高端访谈效果

导播屏：全方位把控录制画面，多角度记录节目精彩

专业人员把控 保证录制效果

中央电视塔演播厅录制▲



后期制作

通过声音、视觉效果的后

期演绎可以进一步打造环

境和渲染氛围，开拓作品

的想象空间，也引导受众

在更深的情感冲击下了解

作品、产生共鸣。 >>> 我们将为嘉宾配备：

• 专业旁白配音、字幕；

• 专业后期特效动画包装，剪辑，创造完美视觉效果；

• 多年影视后期制作实施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



节目主持
对话著名主持人 讲述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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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诚信已经不再是某个人的处世之道，而变成

了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我们的社会将逐渐成为信用

社会、契约社会，而企业家应该成为这个信用社会的示范

者和领跑者 。

——路一鸣

《今日说法》主持人



一个好的主持人，你意识不到他的存在，但你又绝对离不

开他，这才是最优秀的主持人。

——赵保乐

《梨园擂台》栏目
策划人、主持人



电视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给了我无时不在的新鲜和冲动。

——姚雪松

《经济半小时》栏目主持人



用语言与世界相连，去倾听和理解，展现这个世界的

丰富多彩。

——李雨霏

《中国证券》栏目主持人



赋予语言以力量，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在舒展与克

制中展现人生故事。

——徐卓阳

《24小时》栏目主持人



无论面对的观众群体是谁，我都会以一颗坦诚之心与观众

朋友进行交流，我更愿意去做一个引导者，而不仅仅是节

目的驾驭者。

——董艺

《叮咯咙咚呛》栏目

制片人兼主持人



融合传播
央视频道播出 融合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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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十四五” CCTV中视购物重点发力

央视高调推动“直播带货”，助力国货品牌茁壮成长

面向“十四五”的发展机遇，中央电视台开启了真正的“融媒体传播时代”，

通过核心资源、固定配置、品牌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四大部分，充分为企业

开启融媒体传播思路。2020年起，中央电视台重点推进了直播带货、电商购

物等平台项目，总台著名主持人康辉、撒贝宁、尼格买提、朱广权等纷纷助

阵直播，以最稀缺的顶级内容，成就平台王者流量。

中央电视台唯一购物频道：CCTV中视购物频道

CCTV中视购物作为中央电视台唯一购物频道，享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媒体

资源，且作为重点培养频道，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大力支持，将在“十

四五”期间重点发力，通过高端财经访谈、优质品牌推介、产品体验式纪录

片等多类节目，助推一批优质中国国货品牌成长为大国品牌，全面讲述中国

企业家成长故事，重点展现新时代下中国优秀品牌发展历程。



CCTV中视购物频道作为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购物频道，其不同于一般的背景、地位、价值、资源、社会责任等因素，

决定了CCTV中视购物频道区别于其它平台的产业重任：重塑中国电商公信力，引领中国品质消费发展。节目在

CCTV中视购物播出，且借用频道受众优势，为企业直达广阔的消费群体。

中央电视台

唯一购物频道

中央电视台直属机构

强大平台支持力度

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具公信力

传媒零售业平台

全国播出
全频道7*24小时 覆盖全国23个省

1.12亿家庭用户 4亿人口

CCTV-中视购物频道



央视频 手机端 “中央电视台” 更易触达、分享、传播

• 背靠央广总台强大内容生产能力，全面汇聚央视/卫视海量节目

资源，是企业品牌传播的权威平台，能快速提升企业公信力。

• 与时俱进的年轻化新媒体平台，营造热评氛围，一次节目展播，

多次营销宣传，塑造品牌价值。

• 央视系列平台中的极致产品，开放4K高清电视投屏，VR直播视

听等专享体验，升级节目高端品质，更多受众留存观看。

国家级 全民性 权威型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网络视频平台 网络视频平台全通路 随处可及 关键覆盖



新闻媒体报道 新闻文字报道宣传 各大搜索引擎收录 缔造品牌影响力



节目嘉宾
大国风范 匠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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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第一安全品牌——绿源电动车

倪捷，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绿源电动车，行业安全第一品牌。作为行业最早进入电动车行业的品牌之一，

至今已有22年发展历史。目前，绿源集团年产能超600万台，畅销70多个国

家，国内拥有超过13000000位用户，11000多个销售网点，精心打造的健康

的销售网络已在全国扎根，同时以稳健步伐向国际市场进军。

做客企业：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

做客嘉宾：倪捷



中国生活用纸行业龙头企业——“清风” 品牌

做客企业：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做客嘉宾：张舸

张舸，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CEO。

金红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于1996年投资建设，是现代化大型生活用纸公司，

金红叶纸业旗下品牌主要有“清风”、“铂丽雅”、“唯洁雅”、“真

真”、“怡丽”等。公司先后在天津、沈阳、成都、武汉、青岛等地设立

加工基地，并设有遍布全国的营运销售网络，是中国中国生活用纸行业龙

头企业。



世界级现代化服装制造者——蓝地集团

肖文玖，蓝地集团董事长。

北京蓝地一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于1989年。蓝地集团历经20余年的

稳步发展，确立了以高档品牌女装、餐饮、服装学院、高档休闲园区等多元

化、专业化发展的经营方向，逐步发展为拥有员工数千人的大型综合性集团

公司。蓝地集团旗下现拥有北京蓝地一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杰斯蒂尼研发

中心、伯奴捷斯商贸有限分公司，北京时尚装苑俱乐部、北京F.I.D服装设计

学院、南亚风情有限公司（生态园）和北京金色百合餐饮有限公司。

做客企业：北京蓝地一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做客嘉宾：肖文玖



辛有志，广州和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棉密码品牌创始人，辛有志严

选品牌创始人。

辛有志严选是由快手主播“辛有志 辛巴818”创立。从个人品牌升级成为企

业生态品牌，力图推动国内品质消费市场的转型升级，从而创造更大的社会

价值。2019年双11期间，辛有志带领达人团队以破21亿成交额的成绩收官天

猫双11，占据站外直播带货第一名的位置。

做客企业：广州和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做客嘉宾：辛有志

亿级定制化供应链平台——辛有志严选



全球网络安全500强——安恒信息

范渊，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G20峰会网络安保主要支撑单位、世界互

联网大会网络安保主要支撑单位、多次入选全球网络安全500强，其D轮融

资获得阿里资本1亿元投资。安恒信息一直专注于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公司

主营业务为网络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网

络信息安全服务。公司的产品及服务涉及应用安全、大数据安全、云安全、

物联网安全、工业控制安全及工业互联网安全等领域。

做客企业：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做客嘉宾：范渊



薛向东，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2016胡润IT富豪榜排名第2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是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用户遍布电信、电力、

政府、交通、国防、医疗、金融、科研、煤炭、石化、石油等行业，成功完

成了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海关总署、北京友谊医院等客户堪称业界典范的应用软件开发和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项目。

国家规划布局重点软件企业——东华软件

做客企业：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做客嘉宾：薛向东



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镇北堡西部影城

镇北堡西部影城运营企业，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是国家5A级旅游景

区，由知名作家张贤亮于1993年9月21日创办。

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其古朴、原始、粗犷、荒凉、民间化为特色，主要景点有

明城、清城、老银川一条街等多余处影视拍摄景观组成。

镇北堡西部影城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电影《红高粱》《黄河谣》《双

旗镇刀客》《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在此取景，被誉为“中国电影从

这里走向世界”。

做客企业：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

做客嘉宾：李芃



珠海市海卫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美商独资的飞机生产制造公司。由美籍华人、

钱学森学弟——薛国航创建。

目前，海卫科技已经投产的两款机型分别为海卫运动飞机（Triton Sport 

LSA)和美人鱼水陆两用轻型运动飞机（Mermaid LSA)。其中，海卫运动飞

机（Triton Sport LSA)为公司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座单发引擎

轻型运动飞机。该型号飞机业已通过中国民航局型号设计合格审定项目（项

目编号：NATDA-2013-01-ZN）对飞机结构和功能的审定验证，并于2014

年12月22号首飞成功！

民用飞机生产制造领先企业——海卫科技

做客企业：珠海市海卫科技有限公司

做客嘉宾：薛国航



AI智能教育开拓者——乂学教育

栗浩洋，乂学教育松鼠AI创始人、首席教育技术科学家，A股第一家教育上

市公司集团副总裁兼全国K12事业部创始人CEO、副董事长。开拓到全国两

千多家学校，整个集团成为全中国教育集团规模第三名，在3到12岁的少儿

英语培训领域做到中国细分市场第一名。

2014年创立乂学教育——松鼠AI，截止A轮累计融资已近10亿人民币，在

全国20多个省份300多个城市开设了1300家学习中心。

做客企业：上海乂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做客嘉宾：栗浩洋



宋中杰，嘀嗒拼车创始人。2018年1月18日，“嘀嗒拼车”品牌升级为

“嘀嗒出行”，截止目前，嘀嗒出行平台已拥有超过8000万用户、1250万

车主。

作为一个兼具出租车、顺风车且活跃用户量排名行业第二的移动出行平台，

嘀嗒出行致力成为“用户使用出租车和顺风车的第一选择”。

用户使用出租车和顺风车第一选择——嘀嗒出行

做客企业：嘀嗒拼车

做客嘉宾：宋中杰



大 国 风 范 匠 心 品 质

影 像 记 录 中 国 品 牌 对 话 抒 写 匠 心 精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