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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

自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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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预"的意思是(
A. 事先干预

B. 事先策划

C. 预警

D. 预算

2. 中国古代蕴含着大量的有价值的策划思想的书是(
A.<<周易>>

a<< 孙子兵法》

C.<< 史记>>

nc 三十六计》

)。

E. ((西厢记》
3. 对于广告接受者来说，真正的信源是(

)。

A. 广告制作者

B. 广告代理公司

c.广告主

n 品牌名称

4. 信息的三种特性是(
A.信息反馈

B. 信息传播

C. 信息诉求

D. 信息结构

E. 信息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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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C 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是(

)。

A. 企业要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而不是卖自己所能制造的产品
B. 产品定价的依据是企业的品牌战略，注重品牌的含金量

C. 产品为消费者所能提供的方便销售
D. 消费者不只是单纯的受众，也是新的传播者

E. 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以谋求与消费者建立长久不散的关系
6. 整合营销传播的内涵是(

)。

A. 把产品的功能诉求放在第一位

B. 以资料库为基础
C. 以建立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关系为目的
D. 以"一种声音"为内在支持点

E. 以各种传播媒介的整合运用为手段
7. 资料收集是市场调查和分析的(

)。

A. 开端

B. 终结

C. 补充

D. 运用

8. 市场分析的几个阶段是(
A.资料收集阶段

B. 实地考察阶段

c.实际执行阶段

D. 分析与总结阶段

E. 市场分析结果应用的阶段

9. 选择确定恰当的广告目标要在(
A.不需要消费者分析

B. 市场分析之前

C. 产品分析之前

D.消费者分析之后

10. 广告目标的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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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长期性

B. 可变性

C. 多元性

D.差异性

|得分|评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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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画 "X")

1 1.广告策划生产的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成果。它对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宣传作用，而
无增值作用。(

)

12. 广告主的广告制作策略是广告策划的根本依据。(
13. 不是任意一个信息都可以与多个信息建立联系的。(

)
)

14. 组合信息总是有出发点的。在具体策划中，欲组合成灵感，可以以目标为出发点。
(

15. 广告是促销的组成部分，促销又是市场营销的组成部分。(

)

)

16. 广告和市场营销组合总体发生纵向联系，从而组成多层次的联系，形成市场营销的总
体。(

)

17. 广告策略是整合营销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合营销传播成功的关键。(

)

18. 消费者可以从各种接触方式获得信息，这些信息必须保持"多种声音，多个面目"才能
获得最大程度的认知。(

)

19. 广告调查仅仅是为广告策划提供依据而与广告效果测定关系不大。(

)

20. 了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态度，包装设计的调查，调查某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需要
做定性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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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众因素?

22. 对广告调查应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23. 概述企业形象广告定位中的按其诉求方式定位。

|得分|评卷人|

|

四、案例分析{本题 30 分}

24. 阅读下面的案例，从市场层面上分析我国为什么缺乏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案例:

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必须具有诚信
以全球最大的 500 家跨国公司为例，有资料显示，它们其中的 450 家已在华投资。这些投

资主要集中在汽车、通讯、精细化工、钢铁、家电以及信息、医药、新材料等对人们生产、生活极

为重要的领域，有超过 90% 的国人认可世界 500 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显然，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胸怀至今，人们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冲击远
非生活的变化那么简单，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理念和经验，让众多国人耳目一新，并加快了中

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仅如此，在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上，国外企业大多树立了相
对良好的企业形象，多数在华能够诚信经营。

借鉴跨国公司的经验，跨出国门的民族品牌必须有对自己品牌的承诺.民族品牌将面临
着海外品牌的更大挑战。所以我们说，品牌不仅仅是一种商标或标志，还是一种象征，一种归

属感，一种安全感，是一种文化，一种纪律。品牌是与消费者的有效沟通，是企业最重要的资
产。当一个企业的品牌已经可以成为其产品的质量保证时，品牌之于消费者就是一种公开的

承诺，因为它已经和企业息息相关、融为一体了。消费者购买了这项产品，就是在对这个品牌
价值进行体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z 品牌=品质+标志+信誉。
要求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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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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策划

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开卷)
(供参考〉
2016 年 7 月

一、单选或多选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B

2.ABCD

3.D

4.CDE

5. ACDE

6. BCDE

7.A

8. ACDE

9.D

10. A

二、判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 1. X

12. X

13. X

14. .J

15. .J

16. .J

17. .J

18. X

19. X

20. X

三、问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参考要点
2 1.要根据目标公众接收广告信息的时间特点来选择广告时间。 (4 分)

(1)要使广告时机与人们的购买时机相一致。 (2 分〉
(2) 要与人们最可能接触媒介的时间相一致。 (2 分)

(3) 广告播放的时间与人们偏爱的节目时间相一致，人们一般在所偏爱的节目时间里接触
该媒介。 (2 分〉

22. 对广告调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z
(1)这次广告调查的可信度与允许误差大小，其调查方法的科学性和其效度、信度的可靠
性如何。 (4 分〉

(2) 评估其收集的原始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全面，对关键信息有元遗漏和误用。 (2 分)

(盯着调查搜集的信息内容对广告活动的适应性如何。如果信息虽多，却不能实际应用，
其调查的价值就会打折扣。 (2 分)
(4) 广告预测是否准确，与市场发展是否相吻合等。 (2 分〉

23. 诉求方式定位 z
(1)感性诉求定位。 (3 分)
(2) 理性诉求定位。 (3 分〉
(3) 感性、理性综合诉求定位。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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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题{本题 30 分}
24. 案例分析:

民族品牌就是能代表中华民族在世人面前"自立"的品牌，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具有"竞争
力"的品牌，是能够走出"国门"的品牌。
我国是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从市场层面看，尚未形成有利于品牌发展的竞争
环境。这主要表现在 z
(1)缺乏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理念和经验，缺乏良好的企业形象，不够诚信。

(2) 品牌不仅仅是一种商标或标志，还是一种象征，一种归属感，一种安全感，是一种文化，
一种纪律。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认知和重视。
(3) 品牌之于消费者就是一种公开的承诺，而假冒伪劣现象屡禁不止，侵犯知识产权事件
时有发生，损害了企业合法权益，挫伤了企业创建自主品牌的积极性。

当然，良好的管理水平、自主创新、持续发展的能力也至关重要。品牌是一种感情认同或
一种形象，没有信誉的品牌走不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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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逻辑冲突，文字
通顺，亦可给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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