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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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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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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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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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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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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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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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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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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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融合组织设计的新理念 
 

二、传统媒体组织建构的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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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融合组织设计的新理念 
 



媒介融合中传统媒体缺乏： 

--互联意识与技术 

--投融资机制和经验 

--研究和技术团队 

--市场化、企业化体制机制 

--集聚用户的手段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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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传统媒体 
应对互联网冲击的措施 

•一种是“内容主导型”。以不变应万变，
坚守“内容为王”，应对变革和冲击； 

•一种是“多元支撑型”。拓展其他产业，
以获得较好收益来支撑传媒主业； 

•一种是“用户导向型”。坚定不移拥抱互
联网，借此推动创新融合。 
 

2015/6/2 中国传媒大学  胡正荣 9 



互联网思维 

用户  开放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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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 

精准传播 

碎片化 

互动式 

订制化 

大数据 

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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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经济 

年轻化 

颠覆性 

透明 

免费和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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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意识 

--产品与服务思维 

--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 

--移动、社交、视频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机制体制、架构、流程 



未来媒体方向 

用户数据为核心 

多元产品为基础 

多个终端为平台 

智能服务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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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媒体组织重构的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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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红利？ 

    市场红利？ 

        人才红利？！ 

              内容红利！？ 

                 体制红利！ 



2015/6/2 中国传媒大学  胡正荣 16 

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一体化     
     组织结构重组、采编流程再造 
 

--顶层设计，自上而下 

--架构一体化：协同开放共享 

--采编流程化 

--产品、服务项目制：新应用、新业态 

--体制内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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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的阶段： 
 

--Web 1.0，门户流量时代：用户数、点击率、流量 
 

--Web 2.0，社交数据时代：社交化、大数据、精准 
 

--Web 3.0? 场景智能时代：垂直、细分、场景、个性

消费。。。 



 

内容集成 
 

广电+APP 

 

数字、宽带 

内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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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阶
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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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台 

广播中心 电视中心 新媒体中心 



 

用户集聚 
 

广电
+APP+SNS 

 

大数据、云
计算 

社交媒体 

 

内容集成 
 

广电+APP 

 

数字、宽带 

内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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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阶
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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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记者向产品经理转型 

2，产品细分与聚合： 

3，渠道平台化: 全媒体发布 

4，市场线上与线下打通（O2O2O) 

    media    mobile    action 

    媒体    移动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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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资源：知识产权（IP）化、全媒体产品化 
 

--顶层统筹立项 

--统一研发制作 

--共享资源素材 

--同步发布上市 

--协同推广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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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通过这个品牌来实现 

--报道流程平台化、 

--报道内容定制化、 

--报道形式可视化， 

--全景多维立体展现两会议程、议题

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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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内容生产流程和机制，下设
统筹推广、内容定制、可视化3个团队 

--程序员、服务员、推销员、联络员 
  程序员，利用HTML5技术，实现内容可视
化生产。   
--服务员，是“中央厨房”核心的内容生产
功能，目标是记者一次采集，编辑多次生成
，渠道多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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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员，不仅要将新闻产品推广给“人民
系”各媒体，同时也推广给全国百余家合作
媒体。《人民日报》两会报道组今年还设立
了“外媒定制组”，每天为80多家外媒提供
新闻定制服务。这也是今年两会报道的一大
创新。 
--联络员，“中央厨房”用的是人民日报媒
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己开发的报题软件进
行联络，在这一平台上，记者报选题，编辑
提策划，供需双方无缝对接，避免重复劳动
和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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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重构 

 

不要按照媒体类型划分组织！ 

 

按照业务流程和要素重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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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 
广播电视 
OTT 
互联网 
手机 

广电网 
电信网 
互联网 

 

电视机 
手机 
电脑 
其他终端 

多
平
台
集
成
、

发
布
、
运
营 

多
网
络
传
输
、

分
发 

用
户
终
端 

全
媒
体
内
容
采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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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纸媒 
广播电视 
视频媒体 
媒资 

业务流程： 



2015/6/2 中国传媒大学  胡正荣 28 

 

集成业务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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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台 

内容制作中心 

（新闻、非新

闻） 

渠道传播中心 

（广播、电视 

网络、手机） 

整合营销

中心 

技术中心 

（云平台） 



英国广播公司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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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从上而下，秉承着非常统一的改革理

念而推出的转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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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互联网 

TV 

电视 

Radio 

广播 

Newsgathering 

BBC新闻中心改革前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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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后的新闻中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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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2012年伦敦奥运会 
 “首届真正数字奥运会” 
 
--深度数据 
--社交特征 
--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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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屏幕：PC、手机、平板电脑和网络电视机
（包括智能电视、游戏机和BBC Red Button
）。还将有3D转播和超高清格式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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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的基本战略，
“Get organized!”（媒介融合组织化） 
 

    首先是产品。之前BBC网站和其他线上平
台非常复杂且内容繁多，如此大而全的网站做
得并不成功。因为它的信息和产品过于细碎，
难以整合。BBC最终提炼出十个产品，并分别指
定人员专门对这些产品负责。BBC还重新定义和
定位这些产品，指出它们的发展方向，并调整
了相关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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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管理。对BBC来讲，过去不同的
产品都由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工作流程进行
生产。而现在融合媒体必须由一个董事会进
行绝对的掌控。虽然有分工，但是所有的产
品必须指向一个方向。这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是通过产品和组织将创新真正融
入到每一个人工作当中，二是在工作流程中
确立互动、合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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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战略： 
 

   “One、Ten、Four”的口号。 

--One品牌：BBC 

--Ten产品：新闻、体育、天气、儿童节目、
青少年节目、学习、网络电视播放器、线上数
字广播、BBC首页、搜索； 

--Four终端：电脑、电视、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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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体育 天气 儿童 青少年 学习 播放器 
线上数 

字学习 首页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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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是核心概念。BBC将所有的节目、栏
目、内容都统称为产品。名字很重要，因为在
BBC是咬文嚼字的，每一个名字都有很多深层
的含义，不可能随便取一个名字。如果我们继
续把产品叫做节目或者栏目，因为它不具备新
媒体的互动元素，所以我们认为叫产品更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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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关键不是关于设备的，不是关于技术

的，这是关于人的改革。 
 
1+1人力资源制度。新媒体产品，一个内容负
责人 + 一个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批授权，不可
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一定是两个人都认为
这个项目值得推进，才能够共同推进。这两
类人的合作以及相互配合变得至关重要。 
 
     技术建设与内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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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BBC-全新的新媒体新闻实验室 
 
--战略目标：开发一套新的新闻制播模式，
使广播、电视、网络在线这三种不同形式的
新闻平台更加紧密地结合，实现全媒体制播
流程。同时，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结合。 
 
--“以服务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 
 
--用户本位、去中介化、大数据化 



 

价值拓展 
 

广电
+APP+SNS+O
2O+LBS 
 

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
网、AI 

场景媒体 

 

用户集聚 
 

广电
+APP+SNS 

 

大数据、云
计算 

社交媒体 

 

内容集成 
 

广电+APP 

 

数字、宽带 

内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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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阶
段
三 



第三阶段，场景媒体阶段：价值平台化 

--用户中心、基于位置、增值服务 

--内容（入口） + 社群（用户） + 服

务（商户） 
 

传统媒体+客户端+社交+LBS+O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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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时代的五种技

术力量：大数据、移动

设备、社交媒体、传感

器和定位系统。 

    未来25年互联网将

进入的新时代——场景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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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