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论:
> 所有代理商信息来源于跨国代理商集团,中国广告协会和胜三调研

> 所有跨国代理商集团2017年中国内地预计收入由胜三基于2017年财报中亚太区收入数据演算得出

> 所有本土代理商收入基于中国广告协会的数据及胜三调研

西藏
广告代理商总数: 112  

天津
广告代理商总数: 1,086

源启广告，华通传媒，山西高速广告，麦道传播，

丰色中国，东道，智邦设计，夕羽映象广告，

吕梁市华宇广告，君策广告，汪氏整合

山西
广告代理商总数: 670 

黑蚂蚁广告，山东省国际广告，信通时代，

和力传媒，世纪经纶，天歌，新之航文化传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传播，泛亚宏智传媒机构，

五洲佳世传媒，升辉文化传播，超越文化传播，

壹点通品牌管理策划中心，旗舰广告，凤美策划，

爱达传媒，世纪阳光影视文化传播，丰收季节，

宏宇文化，领域，和兑传媒

山东
广告代理商总数: 1031

泓杉广告，成功广告传媒，飞天设计，星河广告，

星火广告传媒，成功广告传媒，海韵文化传媒，

雅风传媒广告，信为本广告，海梦影视，立川广告，

星达广告，河北非凡，众美广告，千禧广告

河北
广告代理商总数: 714

陕西
广告代理商总数: 370

先行品牌策划，西杰广告，金三叶，衡宝广告，

锋尚传媒，大自然影视，博洋广告，嘉龙广告，

盛荣高速广告，金洋溢，金脉文化传媒，

凯思奇广告，欣圆广告，蒙戈利广告

内蒙古
广告代理商总数: 715

重庆
广告代理商总数: 724   

贵州高速广告，七七传媒，元祺广告，一方广告，

天马广告，乾坤广告传媒，一点通，夏豪广告传媒
贵州
广告代理商总数: 383

白宇现代，道远广告，海一达广告，摩方策划，

沿途时速广告，兴锐成广告，迪沃广告，尚色，

优势时代广告，楚雄博思堂广告，大昊文化传播

云南
广告代理商总数: 748  

新疆
广告代理商总数: 653   

青海
广告代理商总数: 124    

甘肃
广告代理商总数: 505

宁夏
广告代理商总数: 398

华 北 地 区 2017年预计收入: 8,099（人民币：百万）

西 南 地 区 2017年预计收入: 2,194（人民币：百万）

西 北 地 区 2017年预计收入: 1,679（人民币：百万）

华 东 地 区

锐意先行，大贺集团，雷迪欧广告，拉风文化传媒，

零距离国际广告，畅行互动，梅迪派勒公交广告，

苏州工业园区嘉都广告，银苹果文化，华建传媒，

视创广告传播，壹佰加广告，天策品牌，加减智业，

国广联媒体，金鼎广告传播，龙禧广告，圣辉传媒，

汇特传媒机构，永达传媒，卓越形象

江苏
广告代理商总数: 2,725

银马广告，上华广告，维态广告，美洋广告，

视天广告，蓝天广告，兰龙品牌设计，零点广告，

博通传媒，博盛广告，博采广告，DCC品牌顾问，

浙江高速，思美传媒，友谊传媒，嘉瑞文化传播，

和盛传媒，焦点广告，蓝鲸广告，美亚文化传媒，

杭州公交广告，中创广告，云创广告，驭宝网络，

易搜，光年信息，互联创业，有氧

浙江
广告代理商总数: 2,759 

春华秋实，尚意广告，诺金传媒，博古通今广告，

百步品牌，意海广告，腾达广告，金鹃国际广告，

迪赛广告，点睛广告，拓达广告，安徽高速传媒，

白马广告，合肥公交广告，黑白广告，麦田，

圆方广告，清泉广告

安徽
广告代理商总数: 1,152

2017年预计收入: 3,089（人民币：百万）

一诺，先河，大拿品牌，微联互动，立道广告，

天恩广告，高尔广告文化传播，双邦广告，

亚之新传媒机构，高邦设计，新视力广告，

豫商广告，易赛诺广告，易想互动，智慧文化

河南
广告代理商总数: 684 

力锐策划，心源传媒，上原奇谋，星际制造，大洋，

汉邦品牌，艾的创意，盛扬动力文化传媒，大禾，

华娱传媒，江西高速传媒，新格广告，华赣传媒

江西
广告代理商总数: 666  

大唐广告，新纪元广告装饰，凯信传媒，美辰广告，

希格尔广告，筑巢数字，矩阵互动，昌隆广告，

龙马广告文化传播，利器，视星广告，红人广告，

尚美整合广告，中兴广告装饰，石马豆页

湖北
广告代理商总数: 465 

湖南
广告代理商总数: 442

顺风传媒，上维，大华国际，天马广告，木林森，

同步传播，蓝鲸品牌，双榜广告，东文新锐，

博创广告，红高粱，湖南广联巴士广告，

大旗营销策划

2017年预计收入: 17,288（人民币：百万）

唐码博美广告，锦绣广告，华盟广告，福建省广告，

商众传媒，大千传媒，希望文化传播，东帝士广告，

新思维，奥丁慧传媒，又一城，鼎力，新恒基广告，

龙翔东方，指南针广告，新世纪广告，奥华，边界

2017年预计收入: 3,484（人民币：百万）

福建
广告代理商总数: 1,304 

标点广告，汇煌广告，艺华堂，拓璞广告，

黑点视觉广告，领先在扬广告，超群广告，

华誉传媒，画王广告，飞鹰广告，海南高速，

中视集团，原创起越传媒

海南
广告代理商总数: 553

新势力广告，克洋品牌策划，乐传，久久广告，

通众视线广告，云戈传媒，广西广告，欣荣广告，

神策文化传播，浩宇广告，非一般广告，典意设计，

迅龙营销策划，CBMG越橘整合传播集团，

新影响华文

广西
广告代理商总数: 760

华 南 地 区    

华 中 地 区    

艺者广告，毅维，锐格品牌策划机构，北方新媒体，

推动，天之传媒，龙邦国际广告，众鑫源广告，

智为，众耀品牌设计机构，新概念广告，

瑞克飞扬广告

辽宁
广告代理商总数: 893 

日月地产，金达瀚海广告，哈尔滨公交车，奥达，

扬名广告，天驷广告，广角广告，雷霆广告，

海润国际广告，琦峰传媒

黑龙江
广告代理商总数: 416

大禹广告，天一广告，赛博广告，天成龙行广告，

凤凰智业影视，远翔广告，马云文化传播，天佳，

传奇影视，吉广传媒，佰汇广告传媒

吉林
广告代理商总数: 633 

2017年预计收入: 2,840（人民币：百万）东 北 地 区    

般若广告，深度传播广告，商鼎天下，福苑传媒，

盛世通达广告，赛达创意广告，双木广告策划，

天健广告，麦禾广告，阳光陆亿广告，传承广告，

北岛广告

沃森广告文化传播，长城广告，九米品牌营销策划，

典汇传播咨询，风行广告，金城广告，麦道传播，

银色格调，盛世荣飞传媒，沙龙传媒，拓云传媒，

亿达广告，福润广告，瞳点传媒，夕羽映象广告，

聚众传媒广告，陕西交通传媒，都市中盛广告，

大潮广告，金麦都市文化传播，前程创美，

智邦设计，源启广告，智讯互动

狼卜品牌营销集团，媒体伯乐公交广告，重骏广告，

汇融，高戈，杰立广告，金牛慧通，尚玺公关策划，

唐马传媒，创高智业，炜能广告传媒，天地广告，

必然传媒，太歌广告，迅视广告传媒，志博广告，

高戈广告

梨城光阴广告，金雕文化，普拉纳广告，

新艺广告，百隆广告，星辰广告，天盛广告，

华凌广告，绿洲广告，新出广告，赢明天广告，

黑眼睛广告

灵心广告，尚佳广告，九象网，兰州凤凰，

世纪辉煌，金牛广告，群英广告

飞天广告，雅雄广告，观堂设计，西宁市政广告，

联创广告，格尔木西正文化传播，逢运广告，

草堂广告，博大广告(公交)，零点广告，

世屏文化，人面鱼，东凯广告

冲击力传媒，创迹文化传播，南方广告，大道广告，

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广告，起点广告，国风广告，

视光广告

冰华世纪广告，大明广告，黑马广告，博雅广告，

宏强广告，九色鹿广告，顶典广告，三唐企划广告，

蓝平企划，方景广告，视点广告，兴迪广告，

蓝旗策划，图腾广告装饰，德嘉文化传媒，

宁广传媒集团

蓝标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5,181（人民币：百万）

蓝标数字: 蓝标数字，美广互动，亿动广告，多盟，先知数据，蓝标电商，蓝瀚互动

蓝标公关: 智扬公关

蓝标广告: 思恩客，博杰广告，精准阳光，新维广告

蓝标营销服务: 蓝色方略，今久广告，蓝标娱乐，捷报数据

关联机构: 天与空，彪洋科技，精硕科技，比邻弘科，易试互动，掌慧纵盈，璧合科技，

乐约信息科技，识代运筹，智臻网络科技，晶赞科技，掌上云景/豆盟，微岚星空，

爱点击，太合娱乐，飞猫无限，喜乐航，迈片，180广告创意公司，尚品网，界面，

迈时纳普，博看文思，蓝色天幕，拉卡拉支付，蓝色未来，天地互联，有车以后，

拉卡拉电商，玄鸟文化，We Are Social

CHINA
2018 43,642 家本土代理商

(总收入 84,383 百万人民币)

304家跨国广告代理商
(总收入 25,108 百万人民币)

阳狮传播大中华区: 阳狮广告(阳狮中国，阳狮网帆，Publicis Vivid ，游龙，阳狮电商，

133SH)，盛世长城，李奥贝纳集团(李奥贝纳，Arc Worldwide)，百比赫，阳狮健康传播，

明思力集团(明思力，Luminous MSL)，Prodigious，MetaDesign，玩童，Team One
阳狮媒体: 精锐媒体，星传媒体，实力传播，突破传播，Performics
Publicis.Sapient: SapientRazorfish(睿域)，乐必扬

Re:Sources: 中国服务共享中心

2017年预计收入: 3,040（人民币：百万）阳狮集团

麦肯集团: 麦肯光明，麦肯客户关系行销，麦肯活动行销，Craft Worldwide，
麦肯健康(麦肯健康，McCann HumanCare，McCann Complete Medical)
博达大桥: 博达大桥大中华区(博达大桥北京，博达大桥香港，博达大桥上海，

博达大桥台北)

睿狮: 睿狮，睿狮博斐，MullenLowe Mediahub
CMG: 达睿思公关，未来品牌，高诚公关，杰客品牌体验，八方环球，

万博宣伟(Creation，dna Communications，Powell Tate)
盟博: 优势麦肯，极致传媒，Cadreon，BPN，Reprise，Ansible，Orion，MAGNA，
Rapport，Mediabrands Insights
独立代理商: R/GA

IPG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946（人民币：百万）

Cheil大中华区: 杰尔广告，Cheil鹏泰，邦库 

Cheil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1,279（人民币：百万）

博报堂: 博报堂(上海)管理谘询，博报堂上海代表处，博报堂创意广告(上海)，

博报堂心知广告(上海)有限公司(HIP)，上海博报堂，上海光泉会展，北京博报堂广告，

嘉连希公关顾问(上海)，Hakuhodo Media Design，博报堂生活综研(上海)市场营销咨询，

北京代思博报堂广告，爱思奇奥网络信息技术(北京)，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

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TBWA\博报堂中国(广州天博广告)，长沙博报堂，武汉博报堂

大广: 大广(中国)广告，大广(中国)广告北京分公司，大广(中国)广告上海分公司，

大广(中国)广告广州分公司

读卖广告: 读广(上海)广告

博报堂DY Media Partners: 北京迪爱慈广告(北京DAC)，北京艾睿普广告有限公司

博报堂 2017年预计收入: 433（人民币：百万）

汉威士媒体集团: 汉威士媒体，Arena Media，Havas  GIMC，Lux Hub，Mobext，Ecselis，
Socialyse，Affiperf，汉威士体育与娱乐

汉威士创意集团: 灵智精实广告，汉威士数字传播，Field Force，Arnold Worldwide，
Havas Life，博达浩华国际财经传讯集团

汉威士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182（人民币：百万）

MDC PARTNERS: 72andSunny，Allison + Partners，Anomaly，CP+B，F&B，GALE，KBS，
Northstar Research

MDC PARTNERS 2017年预计收入: 99（人民币：百万）

恒美集团: 恒美(DDB上海，DDB国安，DDB黄岛，DDB广州)，Tribal Worldwide China，
Track China，TracyLocke China，Interbrand 
天联集团: 天联(BBDO)，天尚(BBDO Live)，天能(Energy BBDO)，天一(interone)
腾迈集团: 腾迈，E-Graphics，BEING，Auditoire，Integer，Digital Arts Network，
Media Arts Lab，天博广告

宏盟媒体: 浩腾媒体，品迪，FUSE，Annalect，Airwave，Resolution
其他: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Blue Current)，凯旋公关，凯睿安达，Porter Novelli，思睿高，

Doremus，CPM，TRO，The Marketing Arm，Adelphi ，Adelphi FocusRX，Targis，
Cspace Jigsaw，Rapp 180 China，Critical Mass

2017年预计收入: 2,176（人民币：百万）宏盟集团

电通: 电通太科，上海电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新生代市场监测，电通-扬罗必凯

电通安吉斯: 安浦菲(安纳特，全球媒体伙伴关系，媒体投资管理，故事实验室)，凯络，

北京电通，科思世通，卡利迪，dentsu X(北京，广州，上海)，电通日海，电通公关，

电通东派，麦利博文，安布思沛(安布思沛)，美库尔电通，博视得，伟视捷

安索帕中国集团(安索帕，Isobar Commerce，安索帕集团公司欧安派，意凌.安索帕，

安索帕集团公司维拉沃姆，安索帕集团公司费芮互动)，SAME SAME but different

2017年预计收入: 5,295（人民币：百万）电通安吉斯网络

锐博公关 2017年预计收入: 51（人民币：百万）

奥信常客策划顾问 2017年预计收入: 62（人民币：百万）

安可顾问 2017年预计收入: 97（人民币：百万）

上思广告 2017年预计收入: 85（人民币：百万）

伊诺盛 2017年预计收入: 119（人民币：百万）

艾司隆 2017年预计收入: 119（人民币：百万）

安客诚 2017年预计收入: 153（人民币：百万）

韦柯广告 2017年预计收入: 148（人民币：百万）

戎马 2017年预计收入: 49（人民币：百万）

霍夫曼公关 2017年预计收入: 41（人民币：百万）

李戈斯雷尼广告 2017年预计收入: 42（人民币：百万）

爱德曼国际公关 2017年预计收入: 212（人民币：百万）

科闻100

NEXT FIFTEEN 2017年预计收入: 146（人民币：百万）

旭通 2017年预计收入: 194（人民币：百万）

尼尔森 2017年预计收入: 1,918（人民币：百万）

ENGINE 2017年预计收入: 74（人民币：百万）

号领国际品牌策划咨询
DNA

罗德公关 2017年预计收入: 182（人民币：百万）

奕远公关
RFI

佛海佛瑞 2017年预计收入: 140（人民币：百万）

北京

上海

广东

四川
丙火广告，康美凯信广告，海坤策划传播机构，南北设计顾问，

黑蚁设计，世纪鼎盛广告，田园品牌设计，联合传播，健鹰策划，

威斯顿广告，巴蜀新形象，零上四度广告，锐拓传媒，蔚蓝广告，

西南国际广告

天意天映，九五，锐翼互动，成都吉胜，赤狐传播，九尚科技，

深路互动，弗奈特网络整合，皓特无际数字传媒，置顶互动

黑格，山水，汉唐，宣雅公关策划，诺德公关策划，木子联合，

宇修公关，朗鲲公关会务，壹峰，沸腾广告，源创公关策划

2017年预计收入: 11,475（人民币：百万）

2017年预计收入: 10,049（人民币：百万）

2017年预计收入: 6,027（人民币：百万）

2017年预计收入: 675（人民币：百万）

艾特内容整合营销，艾德韦宣，艾法，角度，昂天广告，立特，

川力企划，麦际艺术智造，上海蝶亿公关，精诣市场营销策划，

智源动力，明酷，博派智达，快乐隽实，瑞欧公关，上海美术，

瑞格市场营销，决胜整合品牌推广，Reuter Communications，19，
欣瀚国际，越唐文化，艾森，乐智公关，思焰公关 

博瑞广告，传扬广告，诚成广告，天海传媒，红亚文化传媒，

东宸文化传媒，思普瑞广告，名牌传媒，明熙传媒，新现代广告，

万维广告传媒，司南传媒，大禹伟业广告，优和广告

媒介

互动

其他

创意 九易，美传广告，远山广告，黄橙集团，智立方，壹捌零广告，

朗顿，丰氏国际/世纪瑞博，世邦和，太阳堂广告，博大思源广告，

正邦，东道设计，LXU studio，天纳广告，摩森文斯，盛光时代

舜风传播，中航文化，中视金桥，同路传播，三人行，引力传媒，

金视共赢，光荣传媒，航美传媒，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未来广告，

沃美广告，华视传媒集团，广而告之，英迈传播，品友互动，

戎马广告(北京)

雅仕维传媒，东方航空传媒，迪岸传媒集团，上海捷讯传媒，

分众传媒，上海公共交通广告，上海联众电广传媒，龙韵广告，

上海电广媒体传播，七星广告，上海剧星传媒，上海新华传媒，

上海新民传媒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神鸦社鼓，九曜

艾德思奇联盟，奇思国际广告，新意互动，博雅立方，博尚广告，

瑞意恒动，飞拓无限，前线网络，国双科技，力美广告，微梦，

良品互动，米兰营销，时趣互动，环时互动，腾信创新，氢互动，

优力互动，口碑互联，悠易互通，青芥互动制作，赞意互动，

加和，网娱互动

信诺，灵智精锐，时空视点，国际传播机构，恒瑞行，海天网联，

关键点，君为，灵思，嘉利智联，北京新势整合广告，宣亚国际，

趋势中国，友拓公关，众为国际传播，朴睿公关，联华盛世，

我风堂，际恒锐智传播集团

媒介

互动

其他

创意 上海四维文化，不只广告，文明广告，卓越形象，焦点广告，

华与华，恒尊，上海蓝梦，梅高，盛创，同立传播，中辉文化，

威汉营销传播，东伽文化，胜加，火橙股份，范思广告，F5

CCE Group，锐客，安瑞信杰，意类广告，亿迈，网迈，颉摩广告，

升腾互动，M2Mind，有门互动，OOOKINI，天与空，睿路传播，W，

TSLA，昂克文化，英睿孚，名趣，品众互动，众引传播，亦复数字，

激创，享网互动，RESN，六弈集团，Deep Focus，威朋，鱼脸互动

新年集团，凤凰传说，蓝色火焰，大自然广告，隆浩传媒，

锐唐广告，白云国际广告，龙年，圣龙广告，广州地铁永通广告，

今视传媒，深圳市宏禧聚信广告，深圳海王广告

媒介

注意力数字，大驰互动，广东太平网联，卓岳奇尚广告，盈世，

广帆互动，原象广告，荟众，牛顿创意，天拓，优晟股份，华邑，

有米广告，优拓互动，指点传媒，Seed United

互动

奥思公关，风色中国，汉思公关，标点公关，温迪公关，电声营销其他

白羊广告，集和，黑马广告，先创广告，英扬传奇&喜邑互动，

思域广告，思源整合传播，意博广告，金燕达观广告，喜马拉雅，

因赛集团，无形，尚易广告，麦智传扬，思奕拓设计，广旭广告，

九易广告，蓝色创意

创意

媒介

互动

其他

创意

省广股份 2017年预计收入: 3,362（人民币：百万）

广东三赢广告传播，广东广旭广告，广东赛铂互动传媒广告，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

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广州旗智企业管理咨询，广州中懋广告，深圳经典视线文化传播，

广东广佛地铁广告资源经营有限公司，深圳钛铂新媒体营销，上海瑞格市场营销，

上海雅润文化传播，上海恺达广告(安瑞索思)，省广合众(北京)国际传媒广告，

海南经典视线广告传媒，成都经典视线广告传媒，省广先锋(青岛)广告，上海传漾广告，

广州指标品牌管理咨询，深圳市东信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蓝门数字营销顾问，

上海韵翔广告，合宝娱乐传媒，珠海市省广诺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晋拓文化传播，

省广众烁数字营销，珠海市省广星美达文化传媒，省广聚合（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博纳思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市省广盛世体验营销，北京省广阳光传媒，

广州多触电商传媒，珠海市省广汽车营销，广东省广影业股份，珠海市省广凯酷传媒，

上海恺淳实业，广州骏伯网络科技股份，广州易简广告股份

上广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555（人民币：百万）

上海优力广告，上海先河文化传播，上海同盟广告，上海现代国际展览

北广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631（人民币：百万）

北京广告，北京世纪北广广告，报联北广广告，北京涛澜北广广告，北京北广仁和广告，

北京盛世北广广告，北京伊诺盛北广广告，北京时代北广广告

本 土 传 播 集 团 跨    国    传    播    机    构区     域     独     立     传     播     机     构

2017年预计收入: 7,030（人民币：百万）

奥美集团: 奥美(奥美，加信奥美，西岸奥美，银都奥美)

达彼思：达彼思中国

扬•罗必凯集团: 扬•罗必凯，伟门(POSSIBLE)，朗涛国际，Sudler & Hennessey，
VML(VML China)，Burson Cohn & Wolfe (BCW)，Iconmobile 中国

智威汤逊: 智威汤逊-中乔，奥维思市场营销

葛瑞集团: 葛瑞，吉途仕达，光永，汉扬葛瑞，Easycom
群邑集团: 传立媒体，竞立媒体，Wavemaker，Essence
Tenth Avenue：凯帝珂

凯度集团: 凯度医疗，凯度消费者指数，Kantar Media CIC，凯度TNS，凯度华通明略，

Lightspeed，CSM 媒介研究，央视市场研究

伟达公关：伟达公关(五斗米，Public Strategies Inc)
经纬行动：达生，Winline Marketing，体验营销·中国，博勤

其他: Superunion，FITCH，Hogarth Worldwide，雅酷

投资: 互动通，英格美爱

WPP集团

昌荣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1,719（人民币：百万）

昌荣广告，昌荣数字，昌荣精准，昌荣体育，昌荣娱乐

2017年预计收入: 2,492（人民币：百万）利欧数字
琥珀集团，氩氪集团，聚胜万合，微创时代，万圣伟业，智趣广告，碧橙电商，

世纪鲲鹏，秀视智能，热源网络，马马也，嘉年华，盛夏星空

益普索 2017年预计收入: 737（人民币：百万）

华谊嘉信 2017年预计收入: 802（人民币：百万）

全资子公司: 华谊信邦，迪思传媒集团，好耶集团，东汐广告，波释广告，华谊伽信，

嘉为广告，上海宏帆

控股子公司：七彩鹅湾影视，威浔文化

关联品牌：演娱文化，新七天，执惠旅游，快友股份，Smaato

华扬联众集团 2017年预计收入: 966（人民币：百万）

华扬联众，华扬创想，派择科技，旗帜创想，旗帜传媒，捷报指向，数行营销，

华扬数字营销研究院

印纪传媒 2017年预计收入: 882（人民币：百万）

DMG娱乐，DMG传媒，DMG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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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 2017年预计收入: 1,438（人民币：百万）

思美数字，思美创意，思美媒介，思美户外，思美影视，上海智海扬涛

万卓环球通讯顾问 2017年预计收入: 52（人民币：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