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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媒体？

互联网与新媒体

互联网就是新媒体

新媒体就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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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与规范发展

中国互联网协会：
2015互联网七大趋势



媒体融合

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
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将把所
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
动中。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1995



媒体融合的技术性阐释

媒体融合：

在数字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各类媒体系统和媒介形
态在内容制作与集成、内容与服务传播与分发、受
众体验、服务机制等层面产生的趋同与汇聚的趋势

媒体融合是推动传统媒体面向新媒体转型的必要途
径，也是形成未来具有泛在性、无缝联通性和身心
服务特性的媒体信息环境的历史性阶段



纵观人类历史，曾有多次的科学技
术关键创新或社会服务应用体系变
革，导致了当时信息传播方式的重
大变化，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普
遍应用，也显著影响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趋势与方向，这些变革及其引
发的后续社会效应，均可理解为当
时的一次“新媒体革命”。

因此，宏观意义上，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新媒体”，在本质上是人类历
史中一脉相承的“新媒体”中的一代，即在数字信息技术（其中包括网络
技术）驱动下的新一轮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各类媒体形态的总合。

如何界定新媒体？



如何界定新媒体？

“新媒体”是由一代代已成为“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发展而来、
且在当前的数字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仍将迎来新发展的一种包含了社会、
科技和人文等因素在内的信息传播体系演进趋势的综合，而未来的“新
媒体”也将具有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内涵和范畴。



下一代媒体演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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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相互关系的演进

•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3年： “应对新媒体”——互联
网新媒体兴起，传统媒体将新媒体视为竞争对手和巨大
挑战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相互关系的演进

• 21世纪初：“利用新媒体”——互联网新媒体、电信新媒
体、数字出版进一步发展，开始正视新媒体，寻找利用
新媒体提升传播效果的途径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间相互关系的演进

• 21世纪新十年：“成为新媒体”——逐渐将新媒体作为主
要发展战略，开启“全媒体”发展进程，在“数字化”、“网
络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新媒体化”。



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互动发展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关系三阶段”

刘奇葆: 《加快推动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 人民日报，2014年
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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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
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
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
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习近平同志强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一、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38）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
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
范传播秩序。

2013年11月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刘云山同志讲话

      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创新，紧紧围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扎
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为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
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2014年1月



2015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刘云山同志讲话

      刘云山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服务大局，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部署，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宣传阐释、营造良好氛围，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注重典型引领、注重以文化人、注
重制度规范，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推动作家艺术家更好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创作更多充满真情、
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尤其要提高作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防止唯票房、唯
收视率、唯点击量。要着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主动精彩讲好中国故事，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文化走出去提质增效，努力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2015年1月



CCBN主题报告会
聂辰席同志主题报告

一、广播电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呈现新趋势

201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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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N主题报告会
聂辰席同志主题报告

二、广播电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对行业发展产生新影响 

201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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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BN主题报告会
聂辰席同志主题报告

三、抢抓新机遇，打造新平台，加快广电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2014年3月19日

实施大数据战略

运用云计算技术

以深度融合为着力点

建设三大平台

构建新型视听媒体生态系统

内容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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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播控
平台

监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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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升级服务体系

面向用户

互动体验

多元智能

内容丰富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
刘奇葆同志讲话

2014年4月14日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促进媒体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
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以中央主要媒体为龙头，
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
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整合
媒体资源，创新传播方式，开创媒体融合发展新局面，开
辟党的新闻事业新天地。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
刘奇葆同志讲话

2014年4月14日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树立一体化发展观念，强化互
联网思维，增强借力发展意识，发扬攻坚破难精神，形成
适应融合发展的新观念新认识。要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
展趋势，不断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和推动融合发展。要始
终把内容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增强核心竞争力，以
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要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形成一体
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为融合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和有力支撑。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刘奇葆同志《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2014年4月23日

一、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二、努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观念和认识
三、瞄准和利用最新技术推动融合发展
四、进一步增强媒体信息内容的核心竞争力
五、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
管理体制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解读

一、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 当前，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

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
• 媒体发展格局舆论生态变化意识形态领域
• 媒体融合发展是传媒领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三阶段）
• 2014两会宣传报道：中央主要媒体互动融合，通过网站、微博、

微信、客户端等，立体互动全天候传播两会信息
• ……使融合后的媒体继续成为主流媒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



二、努力形成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观念和认识

• 观念引领行动，认识推动实践
• 滞后认识和偏差：满足现状，患得患失；畏难情绪，惰性心理；

惯性思维。根源：没有跳出传统媒体的本位和思维。
• 解放思想，形成适应融合发展的新观念新认识：一是树立一体化

发展观念。二是强化互联网思维。三是增强借力发展意识。四是
发扬攻坚破难精神。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解读



•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    解决问题：唯一出路
•    以迎接挑战为乐

•    借互联网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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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瞄准和利用最新技术推动融合发展
• 铅与火 → 光与电 → 数与网  → ……
• 融合发展要实现突破，关键是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

化的趋势，把当今可用的技术都囊括到我们的视野中来……用最好的
技术，达到最好的水准，取得融合发展最佳效果。

• 一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推进新闻生产。二是利用移动互联技术
实现弯道超车。三是利用微博微信技术拓宽社会化传播渠道。

• 整合海量数据资源；加强数据新闻生产；客户端办出特色影响；借助商业网站技
术与平台；“玉兔”拟人微博；社交平台与新闻传播平台有效对接、增加粘性；

• 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4G、可折叠电子纸、可穿戴设备、5G……
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解读



四、进一步增强媒体信息内容的核心竞争力
• “报纸”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报”，一个是“纸”。
• 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1. 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把信息采集核实、分析解读优势延伸和拓展到新兴媒体，

专业，优质，真实准确，全面客观，挖掘，加工，深耕，思想性强，观点鲜明
2. 传播上注重快捷精简：微传播，微内容，微信息，多生产精准短小、鲜活快捷、

吸引力强的信息，用好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加强短视频、微视频创作生产
3. 服务上注重分众化互动化：既要提供共性新闻产品，也要加强个性化新闻生

产；将互动思维渗透到采编播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
4. 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综合运用图文、图表、动漫、

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
维的升级融合，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种体验的需求。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解读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刘奇葆同志《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2014年4月23日

五、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
管理体制

• 一是重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
• 加强新兴媒体的力量，改变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分立单干的状况，升级采编

系统，建立统一指挥调度的多媒体采编平台，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
生成、多元传播

• 转变用人机制，建立统一的人才管理体系，加大新兴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
发、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优化人才结构

•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探索媒体融合发展条件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的有效办法，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五、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
体制

• 二是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
• 丰富传播形态和传播样式，拓展传播渠道和平台终端
• 用户在哪里，我们就覆盖到哪里
• 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功能不同、各有定位。要从各自实际出发，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模式
• 三是建立科学有效的媒体管理体制：

•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
• 理顺管理体制，破除制约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对网上网下、不同业态进行科学

有效管理，使传播秩序更加规范
• 推动媒体资源整合，着力解决功能重复、内容同质、力量分散的问题，

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解放新闻生产力

《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内容解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
《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
《关于上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
•《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

第一次会议 
2014-1-22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
•《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

第二次会议 
2014-2-28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

第三次会议 
2014-6-6



•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
•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第五次会议 
2014-9-29

•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

意见》
•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第六次会议 
2014-10-27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
见》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
•《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
•《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

第七次会议 
2014-12-2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
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
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要一手抓融合，
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
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
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
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习近平同志强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适应
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的重要举措。
通过融合发展，使我们的主流媒体科学运用先进传播技术，增强信息生
产和服务能力，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
需求。

《意见》指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
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
互联网思维，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
导向、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发
展、坚持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
术为支撑。

《意见》提出:

方向与导
向

统筹协调

创新发展

一体化

先进技术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提
高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

同时，要适应新兴媒体传播特点，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程，优化
信息服务，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意见》强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
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
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
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
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
管理，确保融合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意见》指出:



“互联网+”行动计划

互联网+
 “互联网+”是对创新2.0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相互作用

共同演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高度概括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

 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
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
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3月5日



新型主
流媒体

品质专业权威，传
播快捷精简，服务
分众互动，展示多
媒体化

新型媒
体集团

运用科学有效的
媒体管理体制
优化资源配置

现代传
播体系

立体化、广覆盖的传播格
局，“数与网”，大数据，云
计算，移动互联，微传播，
4G/5G，可穿戴，电子
纸……



媒体融合当前迫切所需的，不仅是战略
上的重视与强调，而且是切合实际需求、
具备充分可行性的具体路径和解决方案。

What we need is, not only the recognition 
and emphasis, but practical and feasible 
approaches and solutions.













1. 概念与趋势

2. 政策解读与思维建构

3. 案例分析

4. 结束语

内容



机构案例
模式案例



58

美国纽约时报集团

Paper
Portal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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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集团

1. “网络部”早已不单独设立

2. 采编人员同时为报纸、网站、App和其它新媒体产品撰写稿件

3. 数字报纸付费总体运行良好

4. 并不成功的尝试也是存在的：NYT Now (App) 等

5. 方向：不再依靠广告和发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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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layer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一项以电台电视台
节目点播为中心的网上全媒体服务，被称为“BBC的未
来”。

• BBC iPlayer的最早版本于2007年12月25日正式上线。
2008年6月25日，新外观的iPlayer上线，曾经作为测试
版和早期版本同时存在。网站过去的标语是回看7天内的
BBC电视和广播节目，之后改成了Making the 
unmissable, unmissable（错过的节目不会错过）。BBC
网站上声明，由于版权原因，电视播出7天后的节目不能
在iPlayer观看（部分除外）。2010年，iPlayer在更新中
加入了推荐系统和进行“社交化改变”。

英国BBC（iPlayer）



关于BBC iPlayer

• 2011年2月，BBC iPlayer再次更新，链接到了其他电
视台的节目。自修改上线以来，发布了独立电视台、
Channel 4和Channel 5的节目。这项功能加入到了搜
寻功能和频道功能。当用户点击其他节目，会转到相
关频道的在线播放。

• 早在2007年12月上线以前，BBC希望iPlayer能够在第
一个半年获得50万用户。结果证明这是严重低估，前
三个星期就有350万次在线访问或下载节目。《卫报》
评价，这些数据显示“前途光明”。



关于BBC iPlayer

• 第一年中，访问量继续快速增长。2008年4月，iPlayer占
英国网络流量的5%，6月，每天页面大约被访问5百万次。
12月，宣布自iPlayer发布以来，有共计超过1.8亿次节目
访问。

• 2009年10月，iPlayer的播放次数达到了7千万次，传输了
7 PB数据。播放总量的三分之二是电视节目，其余是广播
节目。电视节目访问多数为回播，电台访问则多是直播。
85%的访问来源于电脑，其余来自iPod、iPhone和PS3等
15种平台。

• 2010年5月，BBC iPlayer创下了1.23亿的月播放记录。



• BBC iPlayer 的界面很简
洁，用户可以按日期、内
容分类、字母顺序找到前
7天的节目。

• 如果要下载节目，除了需
要登录 iPlayer 网站，还
需要先安装 iPlayer 软件。

• BBC iPlayer在PC端 要求
用户配备 Windows + IE 
+ Microsoft Media 
Player 的主流软件配置。

优势特色



• 除了高清视频，
iPlayer还提供了
标清格式的视频节
目，而且用户可以
根据网络情况的不
同，通过改变播放
窗口大小的方式改
变播放码率，保证
节目的流畅性。

优势特色



• 在移动平台上，涵盖了Apple的
iPhone和 iPod Touch系列，还
有大部分智能机系统，对于
Google Android智能手机系统，
尽管BBC没有发布官方软件，但
是由第三方自行开发的版本已经
十分流行。

多平台支持



 iPlayer在iPhone上运行的示意图
 操作界面提供下载选项和流媒体

选项
 图中iPhone系WiFi接入

多平台支持





   iPad 版BBC iPlayer 



• 在电视平台上，
BBC iPlayer以维珍
传媒Virgin Media
的付费数字电视点播
服务的方式提供

• 此外，BBC iPlayer 
还宣布和索尼合作将
其服务内嵌入网络电
视。



Description 
Keep up with BBC TV and Radio on 
the go. 
The BBC iPlayer app now lets you:
- Download TV programmes to watch 
on the move
- Watch and listen live over Wi-Fi and 
3G
- Catch up on the past seven days
...More

What's New in Version 3.0.0 
· We've given BBC iPlayer an iOS 7 
facelift
· A number of bug fixes



• BBC iPlayer PC版（Pad版）界面的整体布局可分为菜单栏
(包括LOGO、搜索栏)和内容栏两大部分，根据不同界面，
内容栏的内容或多或少，布局方式也略有不同。



• 其中的一个特点是iPlayer的简约二级界面设计，沿袭首页
信息分类，仅用各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作为分类图标，没
有做更多冗余的设计。



BBC iPlayer

• 在色彩应用方面，BBC iPlayer的主色调采用高纯度的黑色，
在黑色背景的映衬下，彩色的视频缩略图视窗更显得醒目
突出。



BBC iPlayer

• 而且，为与一般用户日常观影习惯一致，目前许多视频网
站的播放窗口界面都选择黑色做背景色，BBC iPlayer的网
站就显得整体统一。



• BBC iPlayer对文字元素的应用最少、最为谨慎。例如界面
中对焦点节目推介，甚至看不到文字介绍。但当用户鼠标
悬停在节目图片上时就将方便地看到相关的节目信息。



• 作为用户界面的外延，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服务也是提升用
户界面品质的重要方式。对于BBC iPlayer而言，个性化定
制更多地体现在跨平台服务上。



• 用户界面可以反映出网台的创办理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
向，也会直接影响到网台的商业运营。用户界面的建设是
创办者、设计者和使用者共同完成的，并随着时间演进和
用户的反馈不断更新完善。

• BBC iPlayer更多地是在传统电视台基础上的媒介延伸。尽
管内容构成与基本理念存在差异，但特别注重用户界面和
用户体验，根据反馈不断完善，并实现了多终端覆盖。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网络覆盖面也将向国际范围延伸。
BBC iPlayer的用户界面很好地整合了这些资源，信息架构
合理，界面设计明晰，个性化定制功能完善，资源与技术
的优势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利用。

BBC iPlayer案例总结





中央级媒体 – 央视



中央级媒体 – 国广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广泛涵盖网络视听节目、手机广播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CMMB等各种新媒体业态,以视听互动、
资源共享、语种集合为特色,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为宗旨,向全球受众提供时事、政治、
经济、文化、体育、旅游、社会和汉语教学等综合信息服务,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有效平台。

• PC端业务：多语种网站、特色内容网站（华影在线、中土旅游网、中国名城网、穆斯林指南）、CIBN网络视频、CIBN网络
电台 

• TV端业务：天地电视、IP电视、数字电视（环球购物、环球奇观） 
• 移动端业务：CIBN手机台、CIBN移动国际在线、CIBN富媒体广播 
• 无线广播：海外分台、多语种环球广播、境内调频广播（环球资讯、轻松调频、劲曲调频） 

CRI手机电视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合作，为广大手机电
视用户提供的流媒体业务。

目前CRI手机电视业务提供以下三种业务形式：
• 点播业务：用户可以点击在线观赏短的视

频节目内容，节目时长大约为30～120秒；
• 下载业务：用户可以下载某段视频内容到

手机储存，节目时长大约为30秒。
• 直播业务：用户可以在直播专区收看足球、

NBA等视频节目。



中央级媒体 – 央广

围绕“全球最大的中文音频门户、建设全球华语音
频网上乐园”的战略目标，推出基于WEB2.0传播技
术模式新版，实现尝试使用CSS与DIV结合，推出
中国广播联盟网络平台、全球华语广播网官网、新
增3G、手机WAP网、“倾听中南海”、“音频世界”频
道、音频媒资数据库初具规模，传播力大幅提升。

央广视讯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是央广传媒发展总
公司旗下手机电视新媒体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
央广视讯公司独家代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运营手机
电视集成播控业务，集成和传播国内外优秀节目。



凤凰卫视新媒体



凤凰新媒体的业务构成

凤凰网 凤凰视频 凤凰无线

• 媒体聚合平台

作为中国最独立和最具影响力的互
联网媒体公司之一，凤凰新媒体持
续提供独家优质的内容组合，以满
足每天超过2千万的中国互联网高
端用户的需求。

ifeng.com

•  网民希望获得一种优质内容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任何屏幕顺畅传输的体验

刘长乐：“三网合一、三机合一、三屏合一”就是全
媒体化，合一趋势就是全媒体的趋势。这个合是从骨
子里、从血液里和思路上的一种合。网台联动：台里
报新闻，同时网上有问答、调查的反馈机制，而反馈
的数字、百分比又通过电视及时播送出来，观众可以
实时参与，这种全方位的、多维的、多语态的合成，
就是我所说的全媒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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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播电视台及百视通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由上海东方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SMG）控股的新媒体上市企业，是上海广电新媒体业务
的主要发展机构。

上海广电无线App分为四个不同
平台产品：

1. 移动平台：东方手机电视、
百视通NBA、手机视频财经
垂直栏目

2. 中国联通平台：东方TV直播、
东方TV点播、百视通NBA、
NBA直播

3. 中国电信平台：东方影视、
NBA

4. 百视通平台：看大片、百视
通NBA、金汇掌中宝



北京广播电视台及歌华有线

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

CMCC-飞视



湖南卫视及芒果网



湖南卫视及芒果网



金鹰网定位：最具竞争力的事件营销平台

平台优势：
1、湖南卫视大型选秀活动快乐男声、快乐女声的官方选秀

平台和官方资讯平台。
2、湖南卫视娱乐资讯专题以及娱乐节目集成发布平台。

芒果TV定位：最具增长性的视频营销平台

平台优势：
1、独家拥有湖南广电旗下所有频道群的直播、点播内

容；
2、第一时间获取湖南卫视热播剧正版资源；
3、独家买断华娱卫视全台资源以及韩国SBS综艺节目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合作模式：剧场赞助；节目冠名；TVC移植



芒果圈定位：最具活力的社交营销平台

平台优势：
1、湖南卫视大型活动互动平台
2、核心用户覆盖大学生、白领两大互联网群体，注册

用户超过1000万。

手机电视：最具潜力的无线营销平台

平台优势：
1、入驻APPLE  GOOGLE两大国际顶尖手机品牌应用

商店；Nokia、Moto等热门手机品牌内置系统插
件；

2、月访问人数达到100万，月浏览量达到1000万
3、安卓和iPhone系统，下载量60万，娱乐类应用程

序下载量名列前茅
芒果网络生态圈已于2012年实现在iPhone平台的广告

统一投放和数据监测。

芒果圈

互动社区平台

手机
电视

无线手机平台



石家庄广电
全媒体业务
支撑平台

(城市广电云平台)

城
市
电
视

石
家
庄

数
字
公
告
板

城
市
电
视

电
视
台

网
络
广
播

石
家
庄

燕
赵
名
城
网

石
家
庄

无
线
数
字
电
视

石
家
庄

移
动
电
视

石家庄互动电视
(IPTV)业务平台家庭物联网

先导平台

手
机
电
视
平
台

（
雪
梨

TV）
有线数字电视
省会资讯

石家庄广电新媒体平台
总体框架

发展城市广电新媒体，服务本地民生，
推动社会经济战略发展，
探索文化公共服务新模式与新业态





"无线苏州"是由苏州广播电视
总台（集团）重点打造的新闻
生活类城市应用客户端，致力
于打造"城市服务信息云平台"
（CICI），新闻资讯整合宣传
平台；政府公共信息查询平
台；市民生活信息服务平台；
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缝对接。
开启人性化、智能化、便捷化
的生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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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互联新媒体

2. 大数据媒体

3. 可穿戴媒体

4. 电子纸与柔性显示媒体

5. 云计算与云媒体

6. 微视频与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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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当前进展趋势

技术持续演进 Technical Evolutions

产业渐熟，价值链延伸
The Industry grows up, with extended 
value chains.

领域多元化
Plusal Domains of Development

Trends of Mobil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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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使App成为重要的新媒体形态



The App Matrix





Apps before 4G:



4G-5G新媒体应用的热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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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4G移动互联的3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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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互联新媒体

2. 大数据媒体

3. 可穿戴媒体

4. 电子纸与柔性显示媒体

5. 云计算与云媒体

6. 微视频与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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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大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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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为现实的Data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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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互联新媒体

2. 大数据媒体

3. 可穿戴媒体

4. 电子纸与柔性显示媒体

5. 云计算与云媒体

6. 微视频与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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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媒体特性1：更强的个体伴随性



可穿戴媒体特性2：与时尚文化的结合



可穿戴媒体特性3：与健康需求的密切关联



新闻
报道

基于智能眼镜的第一
视角全媒体新闻采集

资讯
服务

基于智能眼镜/手表
的个性化新闻

资讯服务

沉浸式
娱乐

移动互联环境下基于
智能眼镜/头盔的伴
随性沉浸式视听娱乐

可穿戴
社交

支持社会化用户参与
的互动可穿戴媒体

智慧
舆情

基于可穿戴用户行为
数据的舆情监测
与危机预警

生活方
式与健
康媒体

基于可穿戴用户数据
采集与分析的个人健
康与生活方式媒体服
务

可穿戴媒体的主要模式与形态



机构案例
模式案例

1. 移动互联新媒体

2. 大数据媒体

3. 可穿戴媒体

4. 电子纸与柔性显示媒体

5. 云计算与云媒体

6. 微视频与短视频



123

Flexible AMOLED Screen



柔性显示技术





机构案例
模式案例

1. 移动互联新媒体

2. 大数据媒体

3. 可穿戴媒体

4. 电子纸与柔性显示媒体

5. 云计算与云媒体

6. 微视频与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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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云媒体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大众

参与的计算模式，其计算资源（包

括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交互能力

等）是动态、可伸缩、被虚拟化的，

且以服务的方式提供。这种新型的

计算资源组织、分配和使用模式，

有利于合理配置计算资源并提高其

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实现绿色

计算。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 

《云计算白皮书》2010.4



云媒体全业务

云媒体 全业务

数字出版 云电视 电影点播

云电台

富媒体电商

云服务开放业务平台

新闻云

云教育

云游戏

云办公



广告与电
商类业务

市场

O2O与综合服务
类业务市场

媒体虚拟
运营与集
团客户市

场

国家公共财政营
收渠道

云媒体的核心运营模式



机构案例
模式案例

1. 移动互联新媒体

2. 大数据媒体

3. 可穿戴媒体

4. 电子纸与柔性显示媒体

5. 云计算与云媒体

6. 微视频与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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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V到TV

TV=Television远方视觉

TV=Tiny Video 微视频



“微电影”与“微视频”
创意视频

信息视频

微动漫

微栏目

微纪录

微电影

微视频



微视频：何以“微”？

时长短小
• 适合网络及移动传输
• 符合碎片化消费需求
• 叙事简单明了，符合大众化口味

“微媒体”
化存在

• 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传播
• 与网络热门议题相生互长
• 符合网络时代公众审美

支撑技术
轻量化

• 拍摄与制作技术相对大众化
• 可实现微成本制作
• 公众可更方便参与创作与传播



主题微电影
计划

微视频
人才培养

微视频
创新体系 微视频

协作与
交易平台

在线媒
体传播

线下活
动实施

微传播，微视频



新媒体视频传播中的互动参与性
Dependent Variable: 负能量视频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3/14/14   Time: 12:21   
Sample: 3/06/2014 21:27:34 3/10/2014 16:56:46  
Included observations: 460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顶”数 2247.215 21.03721 106.8210 0.0000
“踩”数 -4767.622 55.52781 -85.86008 0.0000
C 664063.3 3987.266 166.5460 0.0000
     
     
R-squared 0.964233 Mean dependent var 652405.4
Adjusted R-squared 0.964076 S.D. dependent var 21187.27
S.E. of regression 4015.751 Akaike info criterion 19.44034
Sum squared resid 7.37E+09 Schwarz criterion 19.46728
Log likelihood -4468.277 Hannan-Quinn criter. 19.45095
F-statistic 6160.006 Durbin-Watson stat 0.113423
Prob(F-statistic) 0.000000    



当前微视频传播中的若干问题

内容品
质问题

主体混
乱问题

产业
成熟度
问题



当前新媒体视频传播中的若干问题



新媒体视频传播问题的应对策略

“扬清”是最为有
效的“击浊”策略。



主题微电影计划，是针对社会发展与生活中的特
定领域和主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政府主导属性，
整合专业创作团队、高水准艺术指导团队和相关
力量，专门策划并实施的批量精品微电影作品的
创意、创作、传播和产业推进项目。

主题微电影计划结合了社会领域内的典型战略需
求，借助微电影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实现广
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主题微电影
计划



每一部主题微电影一般可采用“1+1+1”模式，
即“1个专业创作团队”、“1个主题对象”、“1
个品牌合作伙伴”的紧密型合作关系，在宣传特
定主题的同时，通过公共财政基础投入和适度品
牌植入，支撑创作成本，并推动微电影产业的成
熟与发展。

主题微电影一般采用情节微电影形式，具有引人
入胜、能够给人以审美愉悦和深刻印象的戏剧冲
突，不同于形象专题片，不同于广告微电影，不
同于数字电影或电影短片。

主题微电影
计划



             1候选村              2品牌合作伙伴
             3创作团队

http://www.xkjtv.cn/xkjtv/wdy/index.aspx







★ 提升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

★ 为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注入优质内容

★ 推动一批优秀品牌的发展与跃升

★ 为国家新媒体创意创作与传播人才创造高水准
的成长舞台

★ 支持老区经济社会发展

《红色出品》主题微电影计划



                         ChinaVEC

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优势

打造有利于微电影和微视频产业发展的、融作品创作、项目投资、
播映发行渠道、人才发展、协同创新等为一体的线上与线下交易
平台

形成对微电影和微视频领域内优质资源和创意能力的汇聚

打通微视频发展协作中的若干瓶颈

协同各方力量、逐渐抑制微视频发展中的无序性和市场规则缺失
问题

促进微电影和微视频的良性发展和长足进展

微视频
协作与

交易平台



微视频原创素材支持平台
（微元素）
促进微电影与微视频创作素材层面的版权交易、
资源共享与外包协作

推动微电影和各类微视频作品在音乐、外景、动
漫元素、视觉效果等层面的原创化、素材共享与
品质提升

                         ChinaVEC
微视频
协作与

交易平台



微视频
协作与

交易平台



业务前端



微视频处理

授权处理

     

    

系统的授权处理基于业务依托平台，实现相关的授权处理。以授权

码为核心，对微视频授权目的以及使用有效期进行规定。将以上相

关授权信息以文本绘制的处理方式嵌入授权片头。完成授权的微视

频是授权片头与经过相应处理的微视频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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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活动与线下传播策划与实施

微电影在未来的传播
体系将秉承互联网新
媒体领域内的主流趋
势——O2O，在通
过各类在线媒体传播
的同时，其线下传播
体系（具体实现为各
类微电影文化活动）
在盈利模式和传播效
果上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线下活
动实施

线下活
动实施



1. 概念与趋势

2. 政策解读与思维建构

3. 案例分析

4. 结束语

内容



用户为中心，需求为驱动，内容为王，体验是金

用户用户

需求

需求

需求

需求需求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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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策略建议

策略一：注重实效，强化产出，在成本优化原则下构
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平台

新媒体技术在此前相对不成熟，特别是新媒体盈利模式尚不
清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是颠覆效应的共同受害者

需要使传媒机构在“沙盘模式”下进行新兴媒体技术和业务
的试水

勤俭聪慧、求真务实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策略建议

策略二：加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提升传统媒体机
构的自主创新能力

传统媒体面向新兴媒体过程中所需构建的大量应用技术、内
容制作业务等，其掌握及应用的难度并不很高

协同创新和业内合作同样必不可少，充分利用成熟技术、平
台、渠道、手段，借力发展，这同样需要应用创新力提升

对于一个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创新力是决定性因素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策略建议

策略三：以不变应万变，应对新媒体技术与内容爆炸
性创新中的不确定性

不应在不确定性面前“因噎废食”，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坚守，开拓，跟进，

推演，模拟，研发，

实施，研判，优选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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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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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身后，
路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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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挑战，只有
未被正视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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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阔帆阔  雁翱阵翱
路长步长  知道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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