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人播客
赞助方案



播客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受众

在美国

播客的用户总量达1.55亿，月活用户持续增长，目前已超1亿。

用户每周平均收听7集播客节目，总时长达6小时以上。93%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会听完全部或绝大部分内容。

在英国

播客的用户数量也在快速增长，目前已有710万，占总人口的12%。

月活用户从2015年的320万在短短的4年内增长到2019年的650万

半数用户年龄在35岁以下。

用户每周平均收听时长为3.7小时，其中8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听完

全部或绝大部分内容。

从传播的角度看，用户认为播客的内容更加真实，其中80%的用户会回

想起节目中提到的品牌。



播客广告用户接受度更高

播客用户中：

70%

认为播客中的广告与自身需求相关

65%

在听到播客广告后有了更高的购买意愿

63%

对某品牌的看法会因在经常收听的播客节目中提到该品牌而更加正向

2/3

的用户在听到播客广告后会有购买或搜索行为



经济学人播客
了解当下，解读商业，探秘科技和放眼全球的一站式音频节目

2630万
月度下载

2亿+
年度下载



由Jason Palmer主持的每日热点新闻解读，新闻内容

来自《经济学人》全球记者网络，他们深挖新闻背后

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没有占据头条版位，但却影响

着世界的发展。

节目播放周期：周一至周五

听众每周平均收听3-4个节目

每月1370万+
节目下载量

200万+
独立用户

The Intelligence (才智)



由《经济学人》编辑和通讯记者主持，针对全球市场，

经济等话题进行权威解读。

节目播放周期：每周二

主要面向关注全球金融领域最新动态的观众

每月230万+
节目下载量

63万+
独立用户

Money Talks (金钱万能）



Babbage

由《经济学人》数字化产品资深编辑Kenneth Cukier

主持。节目名称取自计算机先驱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每周Kenneth都会和《经济学人》

的记者们讨论创新。

节目播放周期：每周三

内容关注未来技术的最新动态和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每月210万+
节目下载量

56万+
独立用户



Editor’s Picks (总编精选)
由总编Zanny Minton Beddes从《经济学人》中选出

每周三篇必读文章在播客平台发布。

节目播放周期：每周一

听众可以通过播客了解《经济学人》的最新报道

每月180万+
节目下载量

53万+
独立用户



The Economist Asks (经济学人问答)
由《经济学人》资深编辑兼播客负责人Anne McElvoy

主持，每周采访一位知名的新闻人物，并进行辩论。

节目播放周期：每周四

多为重量级嘉宾，如梅琳达·盖茨，前英格兰银行行长

马克·卡尼，《Vogue》杂志美国版主编安娜·温图尔等

每月220万+
节目下载量

62万+
独立用户



Checks and Balance (三权分立)
由《经济学人》美国主编John Prideaux，美国分社负

责人Charlotte Howard，华盛顿通信记者Jon 

Fasman共同主持，深入探讨美国政治。

节目播放周期：每周五

从数据、历史等视角解锁美国政治

每月180万+
节目下载量

78万+
独立用户



经济学人播客用户画像

家庭年收入在12.5万美元以上的用户中

84%为企业重大决定的决策者，
比例是该收入人群的两倍

69%为C级高管，
比例是该收入人群的三倍

《经济学人》杂志订阅用户与播客
用户大多不重叠，因此播客用户为

新用户群体



经济学人播客用户画像

每月触达227万全球听众

用户多为收到良好教育的高收入年轻人

男性/女性 79%/21%

18-34岁 53%

35-54岁 44%

平均家庭年收入 $543,180

家庭年收入中位数 $192,740

硕士及以上学位 48%



企业高管的比例非常高

CEOs 31%

CTOs/CIOs/CDOs 29%

其他C级高管 69%

高层管理人员 75%

商业决策者 84%

IT决策者 72%

财务决策者 27%

经济学人播客用户每年所参与的商业采购额达107万美元，
比同类人群的平均值70万美元高出50%左右

经济学人播客用户画像

每月触达227万全球听众



经济学人播客平台

点击试听包含广告
赞助的播客片段



用户数量

阅读播客节目下载量前十名国家/地区排行

国家/地区 月度下载量

1. 美国 780万

2. 英国 310 万

3. 加拿大 140万

4. 中国大陆 110万

5. 澳大利亚 110万

6. 德国 54万

7. 香港特别行政区 40万

8. 日本 40万

9. 新加坡 40万

10. 印度 32万



广告赞助机会

播客节目时长约20分钟，最多有6个内置广告位。可提供多种购

买模式，包括：

•播出时间：您可以预订某一时间框架内一定量的广告收听次

数。音频广告可以在所有经济学人播客节目的任何广告位

（节目前/节目中/节目后）出现。可根据地区投放。

•广告赞助：客户可以预订某一经济学人播客节目中的固定广

告位（节目前/节目中/节目后），客户可选择购买单个广告

位也可购买所有广告位。可根据地区投放。

交付形式：

•15-30秒音频文件

•可选像素追踪服务（由第三方平台提供）

注：广告内容需经由《经济学人》编辑审核，如由经济学人集团设计广告内容，会产生额外费用



定制化播客节目

经济学人集团自2006年起开始发布播客内容。音频播客是展现我们深度分析和独特全球

视角的理想媒介。您是否也想参与经济学人的对话？我们的定制化播客在满足您品牌宣

传需求的同时，可最大程度确保播客内容与您的品牌形象契合。

您可选择与经济学人集团(E)品牌链接合作高度定制播客内容，或参与我们主题系列的制

作。可选主题包括：未来世界、疫情之后、人工智能、行业先锋等。（请与您的客户经

理联系，获取全部系列简介）

主题系列播客赞助权益还包括100%媒体占有率的30秒节目前广告及最长90秒节目播中

广告，广告内容可与播客节目内容高度关联。



全球客户概览



赞助价格

全球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欧洲，中
东和非洲

亚洲 非洲

播出时间

千次投放价格 $25 $25 $25 £25 £25 $25 £25

广告赞助 （节目前、节目中及节目后价格相同，您可同时购买多个广告位）

The Intelligence $108,178 $36,101 $6,920 £16,642 £36,084 $26,302 £2,293

Money Talks $18,684 $6,348 $1,186 £2,298 £5,598 $5,099 £340

Babbage $16,392 $5,525 $1,053 £2,014 £4,847 $4,572 £312

Editor's Picks $16,241 $5,287 $969 £1,909 £4,858 $4,712 £302

The Economist Asks $16,878 $5,670 $1,085 £2,047 £5,122 $4,589 £302

Checks and Balance $15,752 $5,781 $1,031 £1,785 £4,480 $4,080 £245

注：价格为净价



联系我们

The Economist Group 经济学人集团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

泰康金融大厦1711室

+86 10 85712188

askeconomistchina@economi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