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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策划试题(开卷)

2016 年 1 月

E
-、单选或多选题(下面试题中分别有 1 项或多项答案是正确的，请
将正确答案的符号填写在题后的括号中，少选、误选或多选均不
给分，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现代企业经营中出现的多种形式的策划活动有(

)。

A. 公共关系策划活动

B. 广告策划活动

C. CI 策划活动

D. 以企业为中心多种形式的策划活动

E. 法规策划活动

2. 广告策划这一战略思想最早是由伦敦的博厄斯·马西来·波利特广告公司的创始人
之一、广告专家斯坦利·波利坦在(

A. 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

B.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

C.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

D.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

3. 在广告领域中，主题、创意、独特的销售建议等，表达的都是)。
A. 信息符号

B. 信息诉求

c.信息传播

D.信息反馈

4. 理智诉求针对受众的逻辑，重点在于。
A. 产品的质量

B.产品的功能

c.产品的操作

D. 产品的价值

E 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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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整合营销传播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

)。

A. 消费者

B.广告主

c. 广告商

D. 生产厂家

6. 企业生存的根本是(

)。

A. 广告

B. 服务

c.产品

D. 消费者

7. 市场营销的微观环境指与企业联系紧密、影响其为顾客服务的参与者，包括(
A. 企业自身

B. 企业的供应商

c.产品的营销中间商

D.顾客

)。

E. 竞争者和广大的公众

8. 市场营销环境中的宏观环境指影响企业市场营销微观环境的巨大社会力量，除包括人
口、经济外，还包括(
A. 自然

B. 科技

c.政治

D. 法律

E. 社会文化环境
9. 广告运动获得成功的关键是(
A. 选择恰当的广告目标

B. 制定广告战略

c.制定各种策略

D. 完善营销措施

10. 广告目标的特征是(
A. 灵活性

B. 策略性

c.暂时性

B 整体性

二、判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后面的括号中认为正确
的画 U~" ，错误的画 "X" )

1 1.一个企业要想进行成功的广告宣传，就必须依靠各方面素质良好的广告策划人。(

)

12. 广告主的产品是广告策划的根本依据。)
13. 灵感的产生与信息组合没什么关系。(

)

14. →个信息中间通过其他信息的过渡，那么它几乎可以同任何一个信息建立联系，组合
出灵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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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广告是促销的组成部分，市场营销又是促销的组成部分。(
16. 广告是市场营销组合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

)

17. 广告策略必须在单一媒体上下足功夫，而不求各种媒体整合。)
18. 消费者不是越来越依靠主观理性认知来达成购买行为，而是对产品进行客观理性的
评价。(
19. 广告公司通过广告调查，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广告效果。(

)

20. 与客户洽谈，制作市场调查策划书，是市场调查的基本步骤之一。(

|得分|评卷人|

|

)

)

三、问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2 1.如何理解广告时间策略中的产品生命周期因素?

22. 对广告策划决策应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23. 何谓感性诉求定位?

|得分|评卷人|

|

四、案例分析{本题 30 分)

24. 案例:

"动感地带"对目标消费醉心理特征剖析
"动感地带"是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一个客户品牌。
"动感地带"对目标消费群心理作了如下的剖析:具体描述生活方式(顾客如何生活)体验
者:喜欢娱乐、休闲和社交;追求变换的生活。社会阶层(顾客的社会坐标)现阶段以学生、年轻
工薪层， 3 到 5 年后成为社会中层，是未来高端用户的孵化器，把握好此群顾客，可以使中国移
动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强大的优势。个性纬度(顾客的独特性)个性张扬、向往自由独立;追求
时尚，对新鲜事物充满强烈的好奇感;思维活跃，敢于挑战;容易相互影响。自我处于寻找探索
实际自我、注重别人眼中自我的阶段。社会风格(顾客的反映模式)表现型:自信和反映性都很
高，喜欢用预感和直觉做判断、喜欢与人共处。追求自由，喜欢无拘无束，偏好冒险，但不单打
独斗。寓意因素(反映顾客的心理)喜欢对星座、血型、属相进行研究来理解自我。
经过充分挖掘消费者的心理特征使移动更好地把握了与消费者的情感沟通的方向，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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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注入与目标消费者一样的个性特征，使此品牌成为消费者身上的一个部分。根据消费者的

个性特征，以及产品"形式多样、组合灵活、价格便宜、趣味十足"的特点，将品牌个性初步确定

为"新奇、时尚、好玩、探索"。
要求:
(1)研读广告内容紧密结合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2) 不少于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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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代号 :1228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2015 年秋季学期"开放本科"期未考试

广告策划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开卷)
(供参考)
2016 年 1 月

一、单选或多选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ABCD

2. B

3. B

4. ABCDE

5. A

6. D

7. ABCDE

8. ABCDE

9. A

10. D

二、判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1.

.J

12. X

13. X

14.

.J

15. X

16.

.J

17. X

18. X

19.

.J

20. .J

三、问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参考要点
2 1.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广告所推出的时机和媒介发布量应有所区别。 (3 分)
(1)新产品导人市场阶段，一般在产品上市之前进行集中宣传，造成轰动效应。 (3 分)
(2) 产品进入成长期后，广告开始拉大频距，有重点、少而精地把握机遇。 (2 分)
(3) 产品成熟期，由于竞争更为激烈，广告量开始加大。而在产品的衰退阶段，广告减至最
低限度。 (2 分)

22. 对策划决策基本评估的内容有:
(1)看广告计划是否与广告目标相一致，其内在逻辑联系紧密与否，广告成功的可能性是
否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利用。 (3 分)
(2) 评估广告决策是否正确，广告策略是否运用恰当。 (3 分)

(3) 广告主题是否正确，广告创意是否独特新颖，广告诉求是否明确，目标消费者是否把
握准了。

(2 分)

(4) 广告预算与实际的费用如何，它们与广告效益的关系如何，是否随广告投资增加效益

也成正比例增加，等等。 (2 分)

23. 感性诉求定位主要是指企业对其消费对象采取情感性的诉求方法 (4 分) ，向消费者诉
之以情以求消费者能够和企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3分) ，进而获得在理性上的共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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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题{本题 30 分)

24. 案例分析
"动感地带"的个性化促销是成功的。
"品牌个性是指每个品牌向外展示的品质。……它有魅力，也能与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进
行感情方面的交流。""动感地带"个性化促销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句名言。
(1)定位的成功。充分注重与消费者建立伙伴关系、按照消费者的个性以及生活方式建立

品牌个性的成功。将品牌个性确定为"新奇、时尚、好玩、探索"。
(2) 着重深度挖掘消费者、细分消费者，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个性维度、社会风格以及寓

意因素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而确定了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特点及特殊心理趋向，按照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和心理来运作，对于企业正确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满足他们的感性需求。
(3) 产品形式多样、组合灵活、价格便宜、趣味十足，摆脱价格战，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也是

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评判标准:可参考上述分析评判，如果别有自己的见解，且能自圆其说，元逻辑冲突，文字
通顺，亦可给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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