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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的清博指数平台监测发现，
全国微信号原创热文TOP200中，共计收
获 1809.1 万+阅读总量，31.8 万+点赞总
量，其中“10万+”文章数达到100篇。在
各类公号文章、音视频满天的当下，什么
样的文章能让读者一下读到底？哪些内
容更容易受到关注并转发呢？

从传播角度来讲，“微信朋友圈的传
播基本可以概括为情绪传播，能触动用
户情感的。”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曹晚红
看来，新闻价值的 5 个要素，其实还是适
用于微信公众号传播的，比如及时性、重
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每个要
素作用不同。

微信中人们关注的热点一是跟自己
工作生活相关的文章，二是那些搞笑娱
乐类的公众号。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工作
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生活压力较大。

清博大数据内容总监、知名评论员
廖保平通过榜单、热文、舆情等反馈分
析，认为微信公众号内容推送的核心关
键词是“热”与“快”。3月10日，《环球时
报》的公众号发布《快讯：朴槿惠被弹
劾》，全文仅 81 个字，为当天最早发布朴
槿惠被弹劾消息的媒体公众号。不到两
个小时，阅读量便突破“10万+”。这也就
是“快”。想要脱颖而出，首先一条是要
趁热、借势、跟话题、跟舆论。

现在大量的信息最明显的特征是泡
沫化、泛滥化观察、分析微信榜单时有多
种指标，那些有深度的公众号阅读量不
一定高，但转载量很高。

在赵振宇看来，新闻评论、新闻报道
有时候是需要“养”起来的。“等一等，不
能太急”，他向记者谈道，“还是要按照新
闻规律来进行报道、分析、评论。新闻最
重要的不是快，而是真实、准确，需要生
动的细节和翔实的数据，时度效是一个
整体。”赵振宇说。

“这个时代标准下推出来的好内
容，特征是明白晓畅、轻松愉悦、强个性
化、能唤起共鸣。”“刺猬公社”创始人叶
铁桥说。

正如腾讯马化腾所言：“内容没有发
展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以抢夺流量为
主。未来，内容价值会越来越重要。”

2016 年，由公众号“新世相”发起的
“中秋不回家”“逃离北上广”，到同年年
底发起的北上广地铁“丢书大作战”，“新
世相”狂甩出几个话题性突出的线下活
动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

“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试着多做一
件事，让拥挤的地铁和乏味的城市变得
不一样。”——从“新世相”的推文中可以
看到，这个以做内容见长的公众号并不
满足于仅仅依靠文字的力量带来一些安
慰，而是希望可以“动”起来，让这个力量
变得真实可信。

跨出平台、跨出内容，从内容的价值
观植入到通过事件营销提高社群的凝聚
力，并通过与品牌合作的营销活动，实现
真正的变现。“十点读书”公众号总编
骁弘也告诉记者，除了内容，“十点读书”
还推出了“十点好物”“十点课堂”等线下
营销活动。“未来，还会开办线下的实体
店，连接线上和线下的读者，为读者提供
一个可以在现实中接触的空间。”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7年
4月11日5版）

重报集团早在 2014 年就联手国
内一流技术研发团队，在全国率先建
起了集团所属日、晚、晨、商四大主要
报系媒体技术支撑平台，打通了各纸
媒、PC 端、移动端媒体集群的信息渠
道，重构了互联网条件下采、编、发、
播一体化流程，改变了原来以版面为
主导的单一采编管理方式。项目获
得了国内新闻技术领域最高荣誉
——“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7 年，重报集团在全国两会
上，正式启动了“中央厨房”报道机
制，为读者和用户提供全媒体化的

“新闻大餐”，在“2017 全国两会省级
党报官号社交传播力”榜单上，重报
集团位居前三名。

重报集团明确 2017 年度的攻坚
方向，聚焦于推动采编、技术、流程、
考核4个方面的“深度融合”——

以《重庆日报》“中央厨房”为核
心，建立内容生产一体化组织体系，
将集团相关新媒体集群采编团队与

《重庆日报》采编部门整合，以“大采
访中心”“大编辑部”加垂直采编部门
模式，打造一支具备全媒体采、编、播
技能的合成军。

由集团技术设备中心牵头，整合
《重庆日报》、华龙网的技术力量，完
善《重庆日报》全媒体指挥中心软硬
件设施，以技术手段完全实现内容资
源的“统一采集、分类编辑、统筹发
布”。

《重庆日报》、华龙网等媒体时政
类采编人员统一调配、统筹使用，“坐
在一起，干在一起”，同时设立《重庆
日报》“中央厨房”总编辑调度中心，
统筹报道策划、整合新闻资源、调度
采访力量、协调技术支持。

建立统一的考核标准和绩效考
核体系，人员身份不变、基本待遇不
变，绩效工资由统一平台各板块进行
考核评定后，由各单位按标准发放。
稿酬向独家、原创、首发新闻倾斜，与
转载率、落地率挂钩，奖优罚劣，奖勤
罚懒，激发活力。

重报集团的“中央厨房提升工
程”，如同倒啃甘蔗，渐入佳境：从基
础的软硬件持续投入，到制度与流程
再造，到内容优势的全面整合，再到

团队活力的充分激发，从“物理捆
绑”，到逐步实现“化学反应”，媒体融
合渐次深入，步步为营。

从以纸媒为传播主体，到发展网
络集群，再到移动传播战略的全面实
施，重报集团在传播手段上的创新与
建设，也在不断实现加速与跨越。

以华龙网为重点，持续做大做强
网络媒体集群。2016年至今，华龙网
投入近1000万元建设了“高清全媒体
互动演播室”并投入使用，全面实现
了多信源采集、多媒体互动、多空间
共享、多平台传输分发、多样化节目
录制等诸多功能；截至今年4月，华龙
网日均影响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今
日头条华龙网头条号、Zaker（扎克重
庆）等第三方平台发展迅速，今日头
条平均每天都有单篇阅读量过5万的
华龙网原创稿件。

在网络集群的基础上，重报集团
渐次建构起了庞大的移动新媒体矩
阵。重庆手机报用户数量现已超过
1000万；华龙网打造的“重庆”客户端
下载量已近 400 万；“上游新闻”下载
量超过 160 万，日均活跃用户达 30
万，位居全国省级新闻客户端第六
位，成为西部地区“领头羊”。

截至目前，重报集团新媒体板块
覆盖用户8480万，是集团纸媒板块用
户的 38 倍；新媒体年发稿量 150 万
条，是传统媒体的6.5倍。

如何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同
时，建立起依托于全媒体运营平台的
市场造血机制，带来增量营收，支撑
起现代化新型媒体集团的可持续发
展？重报集团对症下药，打出了一套

“组合拳”——
推进都市报“一报一策”的分类

改革：引进文投集团 6000 万元投资，
支持“上游新闻”客户端发展；支持

《重庆商报》与《重庆晨报》合作打造
“上游财经”移动端财经传播平台；支
持《重庆晚报》开发“慢新闻”客户
端。集团在帮助都市报提升全媒体
传播能力的基础上，整合营销、活动

营销、节会营销等营销策略和全媒体
营销手段全面开花。2016年，集团纸
媒广告收入 5 亿元，活动营销收入则
突破1亿元，2017年预计突破2亿元。

推动传统印刷、发行业市场化改
革：建设党报现代数字印刷出版物流
基地，新增40多个品种的外报印刷业
务；发起成立了“全国报业地方特产
互联互通战略合作联盟”，拓展电商
物流配送业务，日均配送2万单。

推动会展、体育、文化交流、户外
广告、文创产业园、大数据产业等报
业相关多元产业发展：举办2016年重
庆文博会，实现交易额 6.3 亿元；成立
重庆乐视体育公司，打造重庆乃至西
部地区营收体量最大、赛事资源最丰
富、互联网手段最完备的“互联网+体
育”市场运营平台；华龙网依托征信、
网络取证等大数据产业平台，实现新
媒体业务的增量收益。

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的资本
经营战略：一季度，华龙网完成了上
市申报前的所有准备工作；2016年年
底，重报集团10亿元超短融资券获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成为
西部地区首家、全国 7 家之一率先获
得在全国债权市场公开发行、无担保
信用债券的新闻传媒企业。

2016 年，集团营业收入 15.5 亿
元，其中，新媒体营业收入 5.4 亿元，
较 2015 年翻了一番，占比达 35％；利
润 5000 多万元，其中，新媒体业务利
润较 2015 年也翻了一番多，占比约
60％

重报集团已发展成为 15 报 4 刊
13网5个客户端、1个手机报、82个官
方微信、25 个官方微博以及《重庆日
报》电子阅报屏、户外LED屏共计147
个媒体终端的全媒体综合性现代传
媒集团，基本形成了党报、都市报、新
媒体、专业媒体等四大类融媒体矩阵
和多元产业集群的"4+1"发展格局。

重报集团努力提升新闻内容质
量，赢得新媒体条件下的传播优势。
2012年至今，重报集团先后有17件作
品获得中国新闻奖，1 人获得长江韬
奋奖，2 人获全国“四个一批”人才，3
人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仅 2016 年，就有 3 件作品获得第二十
六届中国新闻奖，其中华龙网的《穿
越直播 重返 70 年前英雄之城》获得
网络作品一等奖。

重报集团加强对媒体融合型人
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建立了青年骨
干人才库。2016年以来，对集团主要
媒体 800 多名骨干人员进行了全媒
体、全覆盖技能培训；采取内部培养
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支
既懂新闻传播规律又懂新媒体发展
规律，既懂传媒政策又懂市场运作的
复合型媒体融合人才团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从相“加”向相“融”，重报集
团在新征程上，永葆初心，一路雄起。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7
年5月9日1版）

一路雄起 不忘初心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探访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李忠

作为全国首批数字转型示范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近年来率先在全国党报集
团建成两级“中央厨房”，从过去以报刊为主的传播方式，转型为以报刊和新媒体

并重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和管理模式，媒体融合走在了全国党报的前列。置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
地区，重报集团的媒体深度融合与持续创新，深向哪里，又新在何处？

编者按微信“10万+”阅读
应具备的因素

□ 郝天韵

蹭“热”度要“快”

内容越“深”转载越多

“动”起来才能吸睛涨粉

新提升：
倒啃甘蔗 渐入佳境

新跨越：
沉舟侧畔 千帆竞发

新增长：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新征程：
雄关漫道 从头迈步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启用“中央厨房”报道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