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置 广告位 尺寸 显示几率 形式 文件规格 价格 (NZD) 备注信息

弹出式半屏广告 950x15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2,200/周+GST ★显示时间为12秒

大横幅 700x6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500/周+GST

顶部按钮广告 180x8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30K $600/周+GST

画中画 180x15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1,000/周+GST

静态小横幅 380x35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30K $600/周+GST

按钮广告 180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600/周+GST

大对联 120x30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1,600/周+GST

小对联 120x12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40K $1,000/周+GST

第二屏大通栏 950x9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800/周+GST

第三屏大通栏 950x9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400/周+GST

首页新闻幻灯片 380x228 像素 N/A
静态新闻图片+正

文
不大于30K $1,300/2天+GST 不含采编费

首页新闻填空(高亮) 标题20个中文字 N/A 新闻标题+正文 N/A $1,000/3天+GST 不含采编费

首页新闻填空(不高亮) 标题20个中文字 N/A 新闻标题+正文 N/A $800/3天+GST 不含采编费

首页专栏 130x78 像素 N/A 静态图片+文字 N/A $3,000/月+GST

首页导购大图 278x330 像素 N/A 静态图片+文字 N/A $600/3天+GST 不含内页

文字链接 14个中文字 N/A 文字 N/A $200/周+GST

顶部静态通栏 950x90 像素 5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500/周+GST

大横幅 700x6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000/周+GST

第一屏画中画 A 300x250 像素 33%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800/周+GST

第一屏画中画 B 300x25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800/周+GST

第二屏画中画 300x250 像素 33%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30K $600/周+GST

第一个底部横幅 600x6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400/周+GST

第二个底部横幅 600x6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300/周+GST

大横幅(含4个频道首页) 700x60 像素 1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1,500/26周+GST

按钮广告(含4个频道首页) 180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20K $200/周+GST

新闻频道大横幅(第二屏) 700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40K $200/周+GST

新闻频道大通栏(第三屏) 950x9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100/周+GST

留学移民频道专栏 380x165 像素 N/A 静态图片+文字 N/A $200/周+GST

如需天维网负责软文广告的采编工作,将在广告基础上另计$300+GST采编费,包括半个工作日的工作量(4小时).如实际工作时间超过半个工作日,按

额外每小时$80+GST计算。

新闻内页

频道首页

首页

天维广告报价单

■ 传真: 0064-9-309-4288

■ 邮件: ads@skykiwi.com

■ 邮寄地址: PO Box 5699, Wellesley Street, Auckland CBD

■ 办公地址: L9, 175 Queen Street, Auckland CBD

■ 电话: 0064-9-309-2288



位置 广告位 尺寸 显示几率 形式 文件规格 价格 (NZD) 备注信息

频道首页大横幅 700x6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500/周+GST

频道首页幻灯片 380x228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40K $300/3天+GST

热门房源展示 N/A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200/周+GST

频道首页静态横幅 380x35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200/周+GST

频道新闻 N/A 100% 文字 N/A $200/3天+GST

专题文章 N/A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300/周+GST

行业精英介绍 N/A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1,000/周+GST

开放日房源展示 N/A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100/周+GST

优秀经济列表 N/A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2,000/6个月+GST

频道大通栏(第三屏) 950x9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200/周+GST

行业服务列表 N/A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1,000/3个月+GST

频道大通栏(第四屏) 950x9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00/周+GST

导购首页幻灯片 966x180 像素 33%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500/周+GST

图片信息广告位 300x4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300/周+GST 分类高亮置顶一周

导购微博 140个中文字 100% 静态图片+文字 N/A $100/次+GST

第一屏画中画 270x225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300/周+GST

第二屏画中画 270x225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200/周+GST

头条软文广告 N/A N/A 静态图片+文字 不超过2000字 $3,000/次+GST

非头条软文广告 N/A N/A 静态图片+文字 不超过2000字 $900/次+GST 不含采编费

头条顶部横幅 900x2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300/次+GST 无内链接

头条底部横幅 900x2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300/次+GST 无内链接

非头条顶部横幅 900x6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200/次+GST 无内链接

非头条底部横幅 900x6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200/次+GST 无内链接

导购头条软文广告 N/A N/A 静态图片+文字 不超过2000字 $700/次+GST 不含采编费

导购非头条软文广告 N/A N/A 静态图片+文字 不超过2000字 $400/次+GST 不含采编费

导购非头条顶部横幅 900x2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00/次+GST 无内链接

导购非头条底部横幅（含3条） 900x6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600/周+GST 无内链接

房产头条软文广告 N/A N/A 静态图片+文字 不超过2000字 $400/次+GST 不含采编费

房产非头条软文广告 N/A N/A 静态图片+文字 不超过2000字 $300/次+GST 不含采编费

房产头条顶部横幅 1000x2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00/次+GST 无内链接

房产头条底部横幅 1000x10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00/次+GST 无内链接

房产非头条顶部横幅 1000x2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80/次+GST 无内链接

房产非头条底部横幅 1000x1000 像素 10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80/次+GST 无内链接

天维广告报价单

房产财经

频道

天维网微

信公众号

导购/房产

微信公众

号

导购频道

如需天维网负责软文广告的采编工作,将在广告基础上另计$300+GST采编费,包括半个工作日的工作量(4小时).如实际工作时间超过半个工作日,按

额外每小时$80+GST计算。

1. 以上广告形式均不提供外部链接。2. 如需天维网负责软文广告的采编工作,将在广告基础上另计$300+GST采编费,包括半个工作日的工作量(4小

时).如实际工作时间超过半个工作日,按额外每小时$80+GST计算。



位置 广告位 尺寸 显示几率 形式 文件规格 价格 (NZD) 备注信息

论坛首页热点幻灯片 704x396 像素 N/A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800/周+GST

论坛首页热门话题 N/A N/A 文字 N/A $400/周+GST

论坛首页大横幅 728x9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800/周+GST

论坛首页小横幅 468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600/周+GST

论坛首页小按钮 130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30K $300/周+GST

论坛首页第二屏通栏/M站 960x60像素 50%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600/$500周+GST

论坛分版大横幅 728x9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500/周+GST

论坛分版小横幅 468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300/周+GST

每贴内页大横幅(一楼签名

档)
728x90 像素 5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70K $1,000/周+GST

每贴内页顶部小横幅 468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1,000/周+GST

每贴内页底部小横幅 468x60 像素 100% 动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800/周+GST

论坛广告帖(分版) 字数不限 N/A 文字+图片 N/A $150/周+GST
本广告最短刊登

周期为4周

论坛广告帖(留学移民版) 字数不限 N/A 文字+图片 N/A $180/周+GST
本广告最短刊登

周期为4周

论坛单联(房产中心) 120x300 像素 33% 静态图片广告 不大于50K
$1,500/3个月

+GST

房产中心论坛幻灯片

房产频道新闻幻灯片

房产中心论坛文字链接 14个中文字 N/A 文字 N/A $50/周+GST

天维网新浪微博宣传 140个中文字 N/A 文字+图片 N/A $200一次+GST

导购频道新浪微博宣传 140个中文字 N/A 文字+图片 N/A $100一次+GST

房产频道新浪微博宣传 140个中文字 N/A 文字+图片 N/A $100一次+GST

天维活动 天维活动策划+推广+执行 $10,000+GST

■ 上述报价不包括任何形式的排他条件限制。

Skykiwi天维网广告技术格式说明

■ 分辨率： 72dpi

■ 常规格式： GIF, JPEG, JPG, Animated GIF

■ 常规多媒体格式： HTML Code, Javascript Code, Flash

天维广告报价单

固定位置广告报价说明

■ 该报价自2015年1月5日开始执行。

■ 所有广告位均为固定广告位。

天维论坛

380x228 像素 N/A 静态图片+正文 不大于30K $300/3天+GST 不含采编费

如需天维网负责软文广告的采编工作,将在广告基础上另计$300+GST采编费,包括半个工作日的工作量(4小时).如实际工作时间超过

半个工作日,按额外每小时$80+GST计算。

活动详情细节请与天维活动部门联系

天维网/导

购/房产微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