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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问题 

对策与实践 

 



广播电视台当下遇到的问题 

传统广电媒体广告整体下滑 

 



广播电视台当下遇到的问题 

传统电视媒体马太效应加剧 

14年总蛋糕缩水，卫视总体微升 

卫视前三上升，其余下降 

地面和城市台广告加剧下滑 

电商蚕食电视广告已拉开序幕 

电商将抓住一切入口机会延伸平台 

电商平台逐渐成为部分商品销售的主入口，电商搜索价值陡增 

电商在OTT的布局 

影视剧和专题节目的电商植入，阿里推出摇天猫，希望与集团合作 

 

 

 



广播电视台当下遇到的问题 

城市台发展遭遇严重危机 

财务危机：广告下滑导致生存

困难，一些台已彻底回归财政 

收视危机：卫视省台多重挤压，

节目投入、创新不足，收视下

降，生态恶化 

渠道危机：有线、IPTV、OTT

无缘城市台 

人才危机：传统媒体人才外流，

新媒体人才匮乏 

 

 

 



广播电视台当下遇到的问题 

SZMG情况不容乐观 

广告呈双下滑趋势 

卫视遭遇排名尴尬 

节目创新孵化机制尚不成熟 

新媒体尚处探索期，青黄不接 

 

 

 



广播电视台当下遇到的问题 

趋势与机遇－来自市场的信号 

4A公司调整市场策略（群邑机构

的变化） 

群邑的策略 

单一时段广告渐被冷落 

捆绑组合投放是趋势，捆绑谁和如何

捆绑是学问 

个别城市台营收逆势增长，活动和产

业延伸是秘诀 

顺应趋势、融合发展 

 

极速前进 
总投入1亿 
广告收入0.7亿 

搜狐网络版权收
入0.3亿 



趋势与问题 

对策与实践 



对策 

强化节目核心竞争力和版权意识（内容战略） 

将节目创新和品牌节目作为首要战略（借鉴芒果战略） 

借卫视平台打造新闻、娱乐品牌节目 

借地面频道、频率打造民生、生活服务类品牌节目 

多平台渠道拓展（电影、游戏…） 

增强版权意识 

净网（除节目和营销需要，其他内容不向互联网提供） 

维权 

湖南的独播战略值得研究 

提升电视收视率（开机率和市场分额） 

网站影响力、流量、收入同时提升 

芒果OTT盒子达600万 

 



对策 

尽一切可能抢占渠道（渠道战略） 

渠道的价值（这是渠道选择内容的时代）（网台分离之殇） 

掌控哪些渠道（有线、IPTV（决策过程）、OTT、PC、Mobile…） 

建立新型内容-渠道关系 

改变与上游频道的简单传输关系。做好内容与观众的互动管道。 

成为节目的活动平台、互动平台、电商平台，多屏联动平台。提升粘性和市场营

销效果 

创新广告运营模式，作为广告捆绑手段，VOD广告开发… 

加入全视频大数据分析计划，提升有线价值，创新商业模式 

融合发展、转型升级（新媒体战略） 

加大资本运作力度（资本战略） 

发挥融资功能做强作大天威、推动CUTV上市、用好前海基金平台 



深广电新媒体顶层设计 

平台与品牌层面 

与全国城市台联合打造CUTV全媒体业务平台 

深广电的全部新媒体业务整合到CUTV深圳台品牌下 

注入优质资源，集中力量，做强做大天威和CUTV，推进

CUTV上市进程 

业务层面 

主导本土渠道业务，有线依托天威，IPTV、互联网电视依

托CUTV 

移动互联网-重点培育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伴随APP业务 

网站业务-定位于本地，延伸频率频道品牌和内容，与APP、

OTT业务打通 

借助“融合新闻中心”和“壹深圳”项目推动集团转型升级 



深广电媒体融合重点项目 

融合新闻中心 

重点解决平台和融合转型问题 

都市频道“壹深圳” 

重点解决进军移动互联网的模式问题 

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CUTV） 

重点解决政策、地域、规模问题 



重点项目之一“融合新闻中心” 

是深广电由传统媒体向融合媒体转型升级的标志项目 

一个宗旨、二个目标、三个融合、四个特色 

调研论证长达5年之久，涉及机制、流程、技术、空间等多方面变革 

基本情况 

总投资：1.8亿，设备投资1.1亿 

总面积：3500平米 

启用时间：2015年5月7日-12日 

使用主体：卫视新闻中心 

目前完成的仅是一期工程 

 



融合新闻中心的预期目标 

一个宗旨：推动深广电由传统媒体向融合媒体全面转型 

两个目标之一 

让深圳卫视新闻节目更好看 

新颖的开放演播室和环境空间设计带来全新的实景演播室效果 

虚拟演播室和在线包装系统的整体升级使节目包装的效果和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海量新闻素材的汇聚使节目内容更加丰富 

社交媒体手段的嵌入使节目与受众的互动性大大加强 



融合新闻中心实景 

 



融合新闻中心实景 

 



融合新闻中心实景 

 



融合新闻中心的特点 

两个目标之二 

融合发展—由实现一个团队在一个平台上按不同渠道终

端特点策划、采集、编辑、发布内容 

三个融合 

团队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团队合二为一，解决了内容策
划采编与新媒体生产发布两张皮问题 

流程融合：传统流程与新媒体流程合二为一 

平台融合：全台网与新媒体发布平台合二为一 



融合新闻中心的技术特色 

特色一：云架构 

全面采用虚拟化技术 
• 软硬分离，打破岛状业务架构，大幅提升业务弹性和资源使用率 
• 计算虚拟化：构建VM资源池替代通用服务器，承载融合新闻中心平

台服务，使用38个刀片服务器虚拟出170的虚机 
• 存储虚拟化：构建统一存储资源池，实现了存储资源的灵活调配，

配置1.3PB存储容量 

生产办公一体化 
• 实现内外网融合，生产网可直接调集互联网素材 
• 办公区实现粗编类生产业务，提高生产效率 
• 生产区获取网上素材，提高生产效率 
• 办公生产合二为一，节省办公空间 

可作为全台全业务架构 
• 可扩展至集团全业务，通过低成本扩容即可迁移、部署其他业务 



 混合云、公有云云化试验 

融合新闻中心技术特色 



 混合云、公有云云化试验 

融合新闻中心技术特色 



融合新闻中心数据机房 

 



融合新闻中心的技术特色 

特色二：IP化 

采用全 IP架构 
• 以基带IP化、传输IP化，替代IP+FC架构，实现扁平化网络架构，降

低运维管理难度 

2014年上半年 

直播节目日总时长 1077分钟/天 
非直播类自制节目周总时长  9115分钟/周 

传统录放机 

非线性编辑 
制作岛 

全台网架构 

云生产平台 

松耦合系统架构 
ESB+EMB 

Iaas/Paas/Saas架构 
分布式 

全台仅一档直播节目 

日均直播时长为   60分钟/天 

1997~2002年 



融合新闻中心的技术特色 

特色三：互联网化 

与全台网1.0相比更像是互联网公司的生产发布平台 

生产流程、网站和移动APP研发运维服务全面引入互联

网流程 

满足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方式、任何终端的业务

到达要求 

 



融合新闻中心的技术特色 

特色四：高清化 

技术指标的提升 

• 高清化，逐步推进原则，SZMG将于2016年全面完成高清化 
- 高清缩编网、高清演播室、高清后期制作网 

• 尝试和摸索4K节目制作、传输和播出 
• 音频质量提升，5.1声道 

制作手段的创新 

• 虚拟演播室技术 
• 增强现实技术 
• 立体化呈现：图文、视频 
• 数据化表现方式 



融合新闻中心的挑战 

安全：内容、播出、技术… 

融合成效 

为融合新闻中心研发的“冲啊”APP推出上线 

• 军迷认同，形成规模 

牵动的机制、考核、流程、模式变革能否成功 



重点项目之二  都市频道“壹深圳” 

对广电移动互联网方向的认识 

移动优先战略（借鉴BBC） 

紧扣融合发展的宗旨目标：阵地、品牌、媒体功能的延伸，形成新业态

和新的产业模式 

将广播电视伴随客户端作为主发力点，可牵引、推动母体的融合发展和

转型升级 

对其他广电APP的看法 

微信平台 

节目微信圈子 

城市服务微信APP 

微信“摇一摇” 

无线城市 



“壹深圳”频道伴随客户端的功能与逻辑 

以频率频道为入口，通过摇积分兑奖品迅速形成规模用户 

通过摇一摇提升频道收视率和粘性，促成观众向用户转化 

开展活动的平台 

主持人与观众互动的平台 

频道媒体功延伸平台 

栏目与观众互动， 

收集话题和爆料线索； 

推出网络版民生品牌（流程变革的牵引平台） 

营销方式转型的平台，改变广告运营模式，时段与APP捆绑销售 

产业、电商、游戏延伸（O2O模式）的平台 

打通PC、移动APP和OTT TV互为入口 

 



2015/6/2 

以强势电视频道为核心 
打造本土移动第一平台  做好频道向产业和服务转型的探索 

都市频道伴随客户端”壹深圳“ 



• 截止到2015.3.25   启动用户数 51.01万；注册用户30万 

• 日活跃度15.8%。 

• 每天启动用户： 4.7万——5万 

• 每天首页PV：   60-80万 

• 摇看app目前是深广电所有微信公共账号、客户端等产品中，

用户数、活跃度最高的。 

• 深广电已将摇一摇确立为集团本土移动平台，拟更名为 壹深

圳，延续第一现场品牌发展移动新媒体。 

• 今年计划在深圳发展用户超100万，创造营收800万元 

“壹深圳”当前运行状况 



摇一摇遇到的问题及思考 

APP的统分问题 

主体与品牌问题（新媒体与频道的关系） 

研发与产品定位问题 

考核与激励问题（客户端指标，加法激励） 

分配与评价（大数据） 

驱动生产流程，营销模式、人事管理、广告管理…

变革 

 



重点项目之三“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 

创立：2011年1月成立，2011年8月正式开播 

规模：注册资本1.79亿元 
股东单位：35个 

联合开办台：24 个 

业务合作台：48个 

定位：全国城市台媒体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联合发展的政策支撑平台 

内容联合平台 

技术服务平台 

业务创新平台 

资本运作平台 



CUTV政策优势 

• 拥有的业务牌照 
 



CUTV的融资发展规划 

公司运营进入稳健轨道，模式探索初见成效， 

大股东注入优质资源 

引入战略投资资本 

立足城市台公共平台定位，发展更多城市台加盟，形成规

模化用户市场，商业模式稳定成熟 

导入上市，接通资本市场 



CUTV核心业务--融合辛迪加 

参与台各拿出一个播出频道，由CUTV统

一整合制作节目、统一播出，形成省域

联播平台，降低各台内容生产成本，提

升内容制作水准。 

通过与其他产业深度结合，延伸产业链，

形成线上电视销售，线下产品营销的全

新商业模式。探索农销网全新商业项目，

建立面向农村市场的农资产品销售网络。 

通过联合各城市台定制电视伴随APP，

提升电视收视率，扩大节目覆盖率和整

体营销能力，实现观众向用户转化，构

建电视电商平台，提升各台广告营收。 



CUTV汇聚各类计算、存储、转码、分发等云

资源，构建了覆盖城市台的媒体云服务体系，

为城市台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体化解决方

案。 

CUTV云平台由IaaS、PaaS、SaaS构成， 

CUTV云平台支撑城市台PC互联网网站、移

动APP、互联网电视等多种业务，实现远程

收录、拆条、转码、分发等服务。 

通过以租代购、按需支付等方式提供服务，

可有效降低成员台新媒体建设中的硬件投入

和技术资源不足等难题。 

共享内容、广告和大数据等资源 

CUTV云平台框架建设已完成并投入运营 

CUTV核心业务--云服务平台 



CUTV核心业务--移动互联网 

将频率、频道伴随APP作为城市台融合发展的移动互

联网战略产品 

以频率频道为入口，通过摇积分兑奖品迅速形成规模

用户 

通过摇一摇提升频道收视率和粘性，促成观众向用户

转化 

将频道媒体功能向APP延伸：栏目与观众互动，收集

话题和爆料线索；推出网络版民生品牌（流程变革） 

成为活动互动平台 

向产业、电商、游戏延伸（O2O模式），彩票等服务 

改变广告运营模式，时段与APP捆绑销售 

打通PC、移动APP和OTT TV互为入口 



CUTV核心业务--移动互联网 

商业模式 

CUTV负责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和模式复

制 

通过CUTV云免费向成员台提供“摇一摇”

产品 

在当地产生用户归频道、频率，实现收入

完全归当地台 

加盟台基于一个云平台和业务体系，用户

数据库总台与分台可共享，通过总平台实

现收入根据用户数据与各台分成。 

打造千万计的移动互联网商业平台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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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部署上线： 
深圳都市频道（6.16） 
辽宁生活频道（9.20） 
广西都市频道（9.20） 
浙江台州新闻（11月） 
 
正在计划筹备上线： 
黑龙江、青海、湖南、海南等省级频
道； 
西宁、南昌、呼和浩特、济南、郑州
、南宁、柳州、汕头、齐齐哈尔、临
沂、包头、邯郸、南通、珠海、韶关
、大丰等16城市台 



CUTV核心业务--网站建设 

定位 
舆论阵地：巩固壮大广播电视思想舆论阵地，
是必然选择 

展示窗口：媒体融合业务的互联网展示窗口，
是内在融合要求 

架构 
“总台-分台”模式是总局的要求 

总台：重平台建设，总的舆论阵地 

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网络视频服务、核心业务
平台、分发网络等 

统一视频内容运营：汇聚、加工、管理、分发 

连通各分台业务数据 

分台：借力母体，立足本地 

聚焦本地：本地资讯、社区互动、线下活动 

聚焦本台节目栏目，帮助节目融合发展，将受
众变成用户 



CUTV核心业务--网站建设 

发展思路 
传统电视、PC网站、APP和OTT TV
相互借力，一体化运营 

网站是基础，打通内容与用户，
多屏融合，释放内容价值 

网络互动、社交推广，提升节目
收视率 

优化网站内容 

分台要为总台提供新鲜的、有价
值的内容 

主页城市，各分台轮值，城市展
示窗口 

提升网络电视台网站的地位和层级
设置 

媒体融合发展战略平台 

一体化发展，与电视台传统播出
并行并重、协同融合 



CUTV核心业务-- 互联网电视 

定位 

打造城市台自己OTT平台，建立渠道和
OTT 入口，是实现与网络观众联系 

目标 

整合城市台产业链增值资源，携手打造共
赢生态圈，引领本地化OTT内容服务新模
式 

打造一个开放的、支撑千万级用户的城市
电视台OTT TV内容服务平台，巩固电视终
端市场 

策略 
发挥本地内容和服务优势 

CUTV研发城市台本地内容资源TV版应用，植入到集成牌照方业务终端 

在本地联合部署城市业务运营平台，逐步向本地教育、社区、购物、医
疗等民生领域延伸 

与PC、手机客户端APP关联打通，互为入口 

统一集成+分台管控 



CUTV核心业务-- IPTV 

国家三网融合成果 

2010年9月建成并通过总局验收 

2012年6月26日在全国试点城市率先
实现商业运营。 

平台提供的优质服务包括122路高标
清直播频道，超过5.5万小时的点播内
容，实现7天回看和2小时时移功能 

创新推出潮汕专区、天年乐等特色专
区栏目，并提供高清尊享、爱动漫等
14种增值业务 

深圳IPTV已拓展了51.8万用户 
累计提高深圳电视传统媒体影响力和传播

力21% 

解决了深圳工业区180万用户看电视难问题 

深圳IPTV正在积极拓展下一代IPTV，已推

出电脑IPTV、在线教育等新业务，正在建

设广播电视”一带一路”工程和OTT、手
机IPTV等新平台。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