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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网页媒体在各个阶段面临许多问题

网站开发 用户访问 用户活跃 流量管理 变现 用户体验 业务保护

变现推广及运营开发



借势大平台，实施精细化运营与变现是行业发展必然趋势

通过内部销售直投 通过广告平台变现

整体变现策略

资源整合与开拓

多元变现模式

良好用户体验

充分业务保护

运营 & 变现
整体策略

精细估值与变现

阶段一：资源分散，管理粗放，变现率低 阶段二：整合资源，精细运营，收入提升

B类流量A类流量

用户体验控制

推广跨屏

用户跨屏

用户行为变迁

资源管
理粗放

流量变
现单一

海量广告资源

对广告无法精细化甄别筛选

无法保护媒体自身品牌形象

并伤害了用户体验

无统一管理平台

流量分多渠道售卖

填充率和变现能力低下



百度围绕变现及推广环节，提供整合解决方案

• 连结数亿用户、数十万家广告主与媒体

• 支持直投、实时竞价等多种交易模式

• 尊重各方利益，提供充分保护及良好体

验

• 量身定制变现及推广策略

• 丰富的市场与金融服务

• 专业高效的客服团队

• 便捷合作，快速接入生态

• 统一资源，支持精细化变现

• 整合数据，便于掌握全局

• 稳定运转，提供强大工程后盾

+ +
健康生态 完善服务 专业平台



百度不断完善展示广告新生态，服务各类伙伴

闪耀明星媒体

中流砥柱媒体

行业新秀媒体

80万 50万

品牌广告主

实效广告主



网页合作伙伴分类

中流砥柱（日均流量>250W）

闪耀明星（各行业TOP10）

行业新秀（日均流量<250W）



闪耀明星
各行业TOP10



闪耀明星媒体需求及百度解决之道

百度网页媒体解决方案行业痛点 VS

VS

VS

VS

作为各行业Top 10的明星媒体，掌握着具有强大溢价能力的优质资源，同时对自身形象、用户体验有着极高的追求。如何长期维护流量价值？如

何便捷地与优质广告主进行合作？如何在交易市场中区隔于长尾流量？如何实现各个频道个性化的变现需求？这些头疼的问题，在百度都能迎刃而解。

百度提供多种交易模式去匹配各层级流量的售卖需求，并提供精细化管理，最细维度对广告进行筛选，充分保护媒体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

• 优质流量难以全部通过直投消化，又不想加入公开交易市场 • 百度支持PMP多种交易模式，满足优质流量售卖需求

• 担心引入的广告主质量与创意质量，损害了自身品牌形象 • 百度重重把关广告主资源，支持媒体二次审核与过滤

• 全站屏蔽某行业的业务保护过于简单，不够灵活 • 百度支持精细化变现，尊重媒体个性化需求



解决方案1：支持PMP售卖

私有市场竞价
Private exchange

程序化优选
Preferred order

程序化包断
Programmatic 

guaranteed

优质资源分类1 根据实际合作，选择适合的售卖模式2 便捷完成投放3

特定媒体：
多个展示打包预售

以固定价格预售 给到1：N的资源查看比例
供广告主挑选

￥￥￥

特定媒体 邀请部分广告主参与竞价自动化竞价

特定媒体：
多个展示打包预售

以固定价格预售 媒体按照1:1的比例，
挑选符合条件的展示

￥￥￥



解决方案2：支持媒体二次审核与过滤

汇聚优质广告主资源，百度一次审核1 支持媒体二次审核与过滤，全方位保护品牌形象2

广告主过滤

广告主行业过滤

DSP过滤

创意审核

DSP审核

广告主审核

创意审核



解决方案3：提供精细化媒体资源管理

资源位

全站设定 屏蔽医疗行业、游戏行业；屏蔽低俗广告；屏蔽含声音创意

文化频道设定

金融频道设定 屏蔽金融行业>>股票类广告；屏蔽合作广告主的竞品A

屏蔽某DSP；屏蔽Flash创意

文化金融

特定资源位设定 设定底价CPM>10

选择具体资源1 个性化设定变现需求2



合作流程

注册会员1 通过验证 设置资源管理及投放管理 进行展现及分成2 3 4

更多信息请咨询邮箱 sspsupport@baidu.com，微信服务号baidu_union，或登录http://ssp.baidu.com

mailto:appad@baidu.com
http://ssp.baidu.com


中流砥柱
日均流量>250W



中流砥柱媒体需求及百度解决之道

百度网页媒体解决方案行业痛点 VS

VS

VS

VS

上海热线从96年建立以来，凭借敏锐的战略发展眼光始终保持与网络时代同步，奠定了其上海第一地方门户网站的地位。作为行业的中流砥柱

，往往同时面临流量管理与变现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庞大的流量资源，该如何高效掌控，精细化流量价值？另一方面，如何找到最优售卖组合，实

现整体最大化变现？

百度提供强健的平台与成熟变现产品，帮助上海热线实现整合资源管理、精细流量运营、多元化售卖变现及用户体验保护。

• 不同售卖方式要通过不同平台，无法统一管理 • 百度提供专业平台，统一资源管理，提升效率

• 流量库存难以精细化管理与预估，流量整体价值被低估 • 百度提供多维预估功能，挖掘流量最大价值

• 直投订单占走优质资源，剩余流量整体变现效率不高 • 百度引入海量广告主资源，充分竞价，强化变现



解决方案1：提供一站式资源管理

查看预估流量
便于精准

预估流量价值

统一管理不同形式资源位1 精准预估流量价值，便于细分售卖2 整合管理资源排期3



解决方案2：支持多元化售卖方式

程序化优选
Preferred order

程序化包断
Programmatic 

guaranteed

私有市场竞价
Private exchange

公开市场竞价
Public exchange

特定媒体：多个展示打包预售 以固定价格预售
给到1：N的资源查看比例供
广告主挑选。购买量灵活。

特定媒体：个展示打包预售 以固定价格预售

媒体按照1:1的比例，
挑选符合条件的展示

￥￥￥

￥￥￥

所有媒体 所有广告主自动化竞价

特定媒体 邀请部分广告主参与竞价自动化竞价

选择资源位1 选择不同售卖方式2



解决方案3：引入丰富广告主资源

50万+广告主服务，

保障高填充率及竞价水平
45+ 家DSPs 已接入

充分竞价服务提升收益

主流交易平台
自动接入，聚合全网资源



合作流程

注册会员1 通过验证 设置资源管理及投放管理 进行展现及分成2 3 4

更多信息请咨询邮箱 sspsupport@baidu.com，微信服务号baidu_union，或登录http://ssp.baidu.com

mailto:appad@baidu.com
http://ssp.baidu.com


行业新秀
日均流量<250W



行业新秀媒体需求及百度解决之道

百度网页媒体解决方案行业痛点 VS

VS

VS

VS

作为行业的新秀媒体，在规划自身流量发展的同时，也十分关心即刻的回报。如何低成本地变现手中资源？如何便捷管理各种投放？如何清楚查

看综合收益？偶尔周转不灵，是否能获得额外支持？

百度深谙互联网广告运营之道，为行业新秀媒体提供健康的生态环境、高效的流量变现与创新的金融服务。媒体不但可以快速获得技术与服务支

持，持续获得变现收益，同时能够融入庞大生态，扬帆起航。

• 投放管理工具开发成本高 • 百度提供免费、专业的资源管理与投放平台，便捷合作

• 自主售卖能力较弱，自主流量变现不充分 • 百度引入海量广告主资源，充分竞价，强化变现

• 偶尔周转不灵或需要大力投入，难以获得持续帮助 • 百度提供金融服务——联盟贷，全力支持合作伙伴



解决方案1：提供专业平台，便捷合作

三步完成资源接入1 全站信息，整合管理2

所有资源排期 所有投放管理

所有数据及分析 所有财务分成

1、添加代码位（PC、移动）

2、获取代码

3、页面部署



解决方案2：引入丰富广告主资源

50万+广告主服务，

保障高填充率及竞价水平
45+ 家DSPs 已接入

充分竞价服务提升收益

主流交易平台
自动接入，聚合全网资源



解决方案3：为媒体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联盟会员信用评级1 发放联盟贷2 会员分期还款3

专属低利率

专属高额度

审批绿色通道

• 年息最低12%

营业执照

网站流量

合作流量
分成金额

经营许可证
信用记录

征信报告

更多财务及征信材料

• 合作越深，额度越高

• 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一次还本

分期还息



合作流程

注册会员1 通过验证 设置资源管理及投放管理 进行展现及分成2 3 4

更多信息请咨询邮箱 sspsupport@baidu.com，微信服务号baidu_union，或登录http://ssp.baidu.com

mailto:appad@baidu.com
http://ssp.baidu.com


THANKS
Baidu Offering for Publis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