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网 集成 孵化

——无锡广电“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融媒体项目介绍

媒体融合创新优秀单项案例



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二为一
探索创新，掌上时代的移动优先策略

广发“英雄帖”
建立以员工兴趣专长为纽带的媒体人工作室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引燃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的“化学反应”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宣传片



好中选优， 采用平等、对话的姿态强强联合

锁定大V力量，彰显品牌个性，
“触网”生产能力加强

踏实敢为，管理机制上出台全新配套政策
支持创新

创新做法和实践
This is a sample text. Insert your desired 
text here. Again, this is a dummy text, 
enter your own text her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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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为集团融媒体平台
进一步提升专业领域的传播
力，引流粉丝群和活跃度

圈层影响面是否宽泛、
是否有代表性 项目是否有可预期的

社会影响力

项目申报人的综合素养是
否过硬，是否有发展潜力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首批工作室

序号 工作室名称 内容领域 盟主 所属单位 项目口号

1 湖滨路4号” 短视频 崔亦超 经济频道 分享短暂时刻展现大千世界

2 大李评评理 维权 李明 交通频率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3 冬雪工作室 亲子 冬雪 都市生活频
率

朗出自我读出心声广电全媒体小主
播"

4 说出你心声 公益 方丹琼 都市资讯频
道 说出你心声服务在我心

5 飞翔工作室 活动电商 胡广徽 都市生活频
率

网红产品专属订制线下活动融媒体
推广

6 益联盟 公益 高一元 经济频率 爱心如初，“益”起向前，美好生
活，“益”起创造

7 竞纪元 电竞 贾鲲 新闻中心 无锡人自己的电竞乐园

8 全诚热恋 婚恋 王欢庆 梁溪之声 无锡最真实最权威的婚恋交友平台

9 兰爸爸 教育 兰峻 新闻频率 亲子好时光，尽在兰爸爸

10 I体育工作室 体育 彭飞 经济频率 I体育爱生活

11 现场JIAN 民生新闻 孙方健 梁溪之声 百闻不如一见让我们现场JIAN

12 云良音乐 音乐 徐云良 音乐频率 一起玩音乐

13 “V美不可” 形象设计 周益飞 电视中心 人美又会妆，气场无法挡



2018年11月8日第十九个
记者节，“百室千端 智
慧联盟”上线，开启了无
锡广电在媒体融合方面的
新试水。

This is a sample text. Insert your desired text here. Again, this 
is a dummy text, enter your own text here.



baishiqianduan zhihuilianmeng

无锡广电集团领导班子
和工作室合影

无锡广电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郭王
给工作室负责人授牌





传统媒体的品牌主持人

         +
互联网平台最宽泛的技术支撑

         +
专业垂直领域的特色拓展

    

体现了媒体融合转型最重要的方面，即采用平等、

对话的姿态强强联合，“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项

目开启了无锡广电在媒体融合方面的新试水。

好中选优， 采用平等、对话的姿态强强联合



《评评理》融媒体维权工作

室，其名称来源于工作室核

心成员——无锡广播金牌主

持人“李明”的名字谐音，

融合广播知名维权栏目《大

李小李有道理》、电视评论

节目《无锡新视评》、智慧

无锡APP、抖音以及今日头

条平台，力争做到一事多端

合作、一事多端传播。

锁定大V力量，彰显品牌个性，“触网”
生产能力加强



求“监督”的月子会所 广播《评评理》
接受投诉
连线报道

电视《新视评》
现场调查
深度解读新媒体《智慧无锡》APP

开设网络话题互动专区，
搜集民情民意

典型案例多平台
发送（抖音、今

日头条）





在宣传服务方面，组建专
业团队提供优先服务

设立专属页面，开放账号权限，
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增加互动、
话题、报名等互动后台功能。

在考核绩效方面，积极探
索经验“一室一策”

在技术平台搭建方面全线开放，
鼓励全线出击

踏实敢为，管理机制上出台全新配套政策支持创新

在资金扶持方面，特事特
办，制定优惠政策

积极打造“经纪人”概念，组建
专员对接工作室，引导各工作室
开展内容宣传创作、品牌活动推
广。

给予一定的孵化扶持资金，该经
费分为启动资金和考核资金两块，
共计103.5万元。按照项目的年
度目标完成情况，给与不同额度
的发放。

和每一个工作室签订《项目任务
书》，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和考核
方式。总编办和新媒体中心代表
集团（台）对工作室日常运行和
财务情况进行监管和考核。



蓄能量，赋流量，让传统媒体品牌在新媒体
端多点发力

“大屏+小屏，线上+线下”，多终端协同，
多渠道扩能

为产业生态赋能，搭建融合运转“新平台”

成效与反响
2019年上半年，工作室共发起107场活动，
116场直播，总人气达189527554。
“湖滨路4号”短视频工作室，共生产视频数量
300条，全网推荐量214666968，阅读量
218.6万，评论量7,658，播放量4497727。
其中，播放量10万+的共4条，1万+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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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的成立，让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

理想追求的传媒人聚合在一起，依托自己

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多年在传统媒体塑

造的品牌口碑，在媒体内部展开了一场

“二次创业”。工作室建设带来的化学反

映，不仅仅是传播力的提升，更是对媒体

人思维的一次重塑。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盟主”们向互联网进行内容生产的能力大

幅提升，“触网”能力加强。首先，工作中遇到好的选题和策划，“盟

主”们会不由自主的对照广播、电视、新媒体的传播特点，解构成不同

的新闻产品，在不同的节点梯次推出，达到传播力最大化。其次，“盟

主”开始主动开展与用户的良性互动，积极采用深受用户喜爱的网络直

播、短视频等信息传播方式，大大提升内容吸引力，实现同频共振、多

点发力。

蓄能量，赋流量，
让传统媒体品牌在新媒体端多点发力



互联网让广播电视听得见看得见并且感知

得到。传统媒体人借助新媒体平台，变原

来单一的音视频传播为音频+微信图片+视

频+线下直播等复合式传播，成就节目和自

己。

“说出你心声”通过朗读交流会的形式，发掘社会群体中的凡人义举，

形成向善互助之风。公益朗读交流会以“一月一主题”的形式呈现，邀

请公益代表、慈善嘉宾、弱势群体、爱心企业、亲子群体等为参加对象。

每一期朗读会均由智慧无锡、网易无锡、喜马拉雅FM无锡城市服务商进

行全程同步宣传直播，每场的观看量均突破20万+。线下，丹琼在景区、

公共场所、街道、企业四个代表性场地开设站点模板，通过建立公益朗

读亭、电子图书馆，开展各类线下公益服务倡导活动。

“大屏+小屏，线上+线下”
 多终端协同，多渠道扩能



This is a sample text. 
Insert your desired text 
here. Again, this is a 
dummy text, enter 
your own text here.

8位
主持人

4小时
直播

54万

为爱而蓝

世界孤独症日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
融媒体接力全景直播

人气





“筑巢引凤”，在创新运营模式方面，

“百室千端 智慧无锡”尝试了几种新模式：

“政务和社区服务”模式，通过聚合政务

新媒体资源，为公众提供及时、权威的政

务服务信息；“媒体电商”模式，通过内

容电商实现既有资源变现；“用户付费”

模式，通过订阅、会员制等模式弥补传统

广告收入下降带来的损失。

无锡“故事家族”亲子讲故事大赛2014年创办至今，每年均有几千组家

庭参与，5年来，积累了上万家庭粉丝，已成长为无锡广电优秀品牌活

动。“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的“冬雪工作室”就是在“故事家族”基

础上拓展起来的媒体融合项目。其开发的“广电全媒体小主播专业课程

研发及培训”、“搭建好习惯训练营”主题社群及其相关的核心价值产

品、以及将《故事家族》节目播出音频合集、无锡方言童谣专题音频合

集等产业项目正在试水。

为产业生态赋能，
搭建融合运转“新平台”



01

02

03

进一步做到新媒体引领，传统媒体配合，新媒体端再发酵，让融媒
体传播的梯次更加显著

集团在员工专业知识储备，加强技能培训和人才储备上进一步发力，
为各类工作室的发展壮大提供智力保障

进一步盘活台内台外各类资源，形成集聚效应，激发更多的员工积
极尝试

目

提升“盟主”的“触网”水平和平台融合能力

04

加强集团人才培养和技能储备

动态完善“一室一策”考核机制

双管齐下，集团内外形成合力

建立集团内部圈层工作室，提升新媒体平台在专业领域的话语权和
传播力；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及特定社会岗位专业人士，与广电签
约，与台内新媒体主平台嫁接，建立多个端口，近距离直击生活，
感知社会

划

规
标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美妆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体育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公益



百室千端 智慧联盟

一个工作室就是一簇小火花，一个媒体人就是一个方向标，未来可期，智者先
行。集团将以“百室千端智慧联盟”为试验的突破口，撬动和激发大家创新、

创造、创业能量，为无锡广电新媒体生态建设做好排头兵。

2019.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