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传媒集团以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为抓手，以壮大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引擎

奋力打造大湾区一流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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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动
汇聚主流舆论“新能量”

作为一家与特区同成长、共奋进的
主流媒体，我们用心用情记录着这片沸
腾的热土，不断书写更精彩的“春天的
故事”。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市第九次党代
会、“产业第一”等重大主题，集团发挥
融媒体优势，狠抓策划执行，做优做强
重大主题报道，让好声音成为更强音，
形成强大的主流思想舆论场。

集团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
精神，精心组织大型特别节目“正青春
当奋斗”和“产业第一 以创新创造论英
雄”等系列评论，服务“产业第一”，启动

“抓第一、争第一”大型专题报道。围绕
全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集团创新策划
推出了10分钟电视专题片、16个版“产
业第一”特别报道、大型综述、系列评论、
权威访谈、政策解读、一图读懂、短视频、
特别推文等系列重磅融媒体产品，在全
市上下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为全
市坚持“产业第一”凝聚起磅礴力量。截
至目前，集团全媒体平台刊发“产业第
一”“珠海市产业发展大会”等系列报
道近100篇（条）。

集团组建以来，珠海先后有300余
条新闻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等中央级媒体刊播，借梯登高

传播珠海城市形象，多角度展现特区的
青春与活力和写下的精彩华章。高质量
承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新年音乐
会《扬帆远航大湾区》”落地服务，制作音
乐会新媒体产品60余条，精心策划实施
全平台传播，全网总体阅读和播放量超
过5亿。

链接融动
全面拓展主战场“新空间”

在变革中勇于创新，在创新中赢得
未来。

集团建立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体
制机制，调整绩效考核导向，引导资源
向新媒体主战场倾斜转移。目前，集团
80%以上稿件做到了在新媒体端首发，

“观海”APP每月首发自采稿件超过600
条。此外，集团每年设立总额100万元
的媒体融合发展专项绩效奖励，用于激
励优秀、孵化创新和原创作品，有效提
升融媒产品质量，推进主力军纵深挺进
主战场。

集团构筑了“1+1+4”新媒体集群，
粉丝量突破700万，与改革前相比，实现
翻番，点击量10万+的融媒体产品成为
常态，出现多款点击量百万+、千万+，甚
至上亿的爆款产品。2021 年“观海”
APP、珠海发布、“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
号用户粉丝量实现三个100万的“大端
大号”目标，“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跻身全国党报传播力地市级第一名。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大湾区宣传新媒
体传播平台，集团在“观海”APP设置“大
湾区”专栏页签，在全国党媒公共平台开
设“大湾风”专栏，与深圳、中山媒体合作
开通“深珠联动”“珠中联动”频道，媒体
融合联动提升大湾区凝聚力影响力。

与此同时，集团积极推进与澳门媒
体交流合作，珠澳纸媒实现相互供稿，
电视新闻开设《直通澳门》栏目，与澳广
视联制联播《玩转珠澳》《粤讲粤正》等
节目，集团各平台统一设立专栏，刊播
珠澳系列深度报道，重点稿件在澳门有
线和澳广视播出。

创新驱动
构建全媒体传播“新格局”

效率、流程在改变，体制、机制在创
新，动力、活力在孕育……做大做强主
流舆论阵地的“珠海行动”全面铺开。

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依托自主
研发建设的“九霄”融媒体生态系统，再
造内容生产传播流程，实现了“广电+报
纸+新媒体+户外媒体”统一指挥、内容
共享和生产协同，构建了“报纸+电视+
广播+网站+客户端+微信+电子屏+广
告牌”全媒体立体传播格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航展等重大事件、重要节日、重大
活动等重要时间节点，集团提前策划，
通过全市重要标志性户外媒体进行线
下联播，再通过传媒集团线上各媒体平

台进行二次传播，线下线上、大屏小屏
“共刷屏”，有效放大一体效能，迅速在
全城形成热烈反响，巩固拓展了集团全
媒体传播主流地位。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启程时
刻，《横琴潮》创刊首发，锚定“湾区探
索 粤澳强音”的定位，聚焦粤澳融合发
展，助力横琴创新实践，并于今年3月
28日正式改版为日刊。改版后的《横琴
潮》更加突出新闻性，加大与澳门媒体
新闻线索和稿件交流力度，全力支持服
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与此同时，珠海特区报开辟《湾韵》
副刊，立足湾区、面向全国，以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湾区文化为己任，
刊载散文、诗词、书画、文学评论等多种
体裁作品，不仅为珠海本土文艺工作
者、本土优秀文艺作品提供一个展示
的平台，也通过开门办副刊，培育写作
队伍、挖掘精品佳作，为加强珠海文化
强市建设，打造区域文化艺术中心，共
建人文湾区贡献力量。

精品带动
提升新闻创优“新高度”

越是在信心满怀、激情满怀的时
代，越需要鼓舞人心，提振士气，心怀

“国之大者”，承担起湾区门户主流媒体
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使命。

集团成立三年来，创优工作捷报频
传：1件作品获得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件作品获
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集团作品连续第
三年摘得中国新闻奖，10件作品获得中
国广播电视大奖或提名荣誉。

仅2021年，集团获得省级以上采编
专业主要奖项83个，其中1件作品获得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3件作品获得中国
广播电视大奖提名荣誉，1人获得广东
省新闻金梭奖，3件作品获得广东新闻
奖一等奖，5件作品获得广东省广播影
视奖一等奖。

集团在省级以上采编专业奖项评
选中获奖数量和质量连续三年在省内
地级市排名第一，刷新珠海新闻创优纪
录，集团与省属媒体、广州、深圳媒体一
起进入“第一方阵”，向“国家队”挺进，
媒体融合发展成效不断显现。

春风鼓帆满，启航新征程。再出
发，我们又一次鼓满希望之帆；再出发，
我们又一次吹响奋斗号角；再出发，我
们又一次勇当开路先锋！

2022年，集团将以巩固壮大宣传思
想舆论阵地为重点，以推动媒体深度融
合为抓手，以壮大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
引擎，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动力，全
面提升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全力打造大湾区一流新型主流媒
体，为珠海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提供
更加有力的舆论支持，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山水万程，步履不停。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

心情，迎来珠海传媒集团成立三
周年。2019年4月28日，珠海
传媒集团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
家全媒体国有文化传媒企业集
团。如同冉冉升起的旭日，它青
春而充满活力，带着一往无前的
自豪和勇气，把激情和汗水挥洒
于珠海的每一寸热土。

三年来，集团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改革、媒体融合为主线，深融
合、抓改革、促创新、强管控、防风
险，全力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向纵
深发展，奋力推动主力军全面挺
进主战场，不断夯实壮大主流舆
论阵地，大力推动多元产业发展，
奏响粤港澳大湾区澳珠一极“最
强音”。

所有美好，总会如约而至。不知不
觉，珠海传媒集团已经3岁了！这一路
上，感谢有你。4月28日至5月7日，在
珠海传媒集团三周岁生日之际，由珠海
广电网络独家冠名、全集团倾力打造的
第三届粉丝节活动来了！

2022年第三届珠海传媒集团粉丝
节以“青春珠海 活力传媒”为主题，推
出三大活动：粉丝召集令、宠粉组团直
播、线上抽奖七天乐。活动中，珠海传
媒集团名记名播实力助阵，带你吃喝玩
乐购逛遍珠海，期间还将送出总价值高
达100万元的丰富奖品，超多惊喜福
利，专门回馈广大粉丝。

◆粉丝召集令

珠海的吃货朋友们，福利来了！从
4月26日起，珠海传媒集团发出召集
令，全城寻找5-10名幸运粉丝参与到
4月30日和5月20日的宠粉嗨吃团直
播。只要您说出对珠海传媒集团成立
三周年的祝福，上传至观海APP的报
名页面，便有机会成为官方宠粉直播团
的一员。

活动时间：4月26日-29日
活动规则：
1. 本人提交个人比心的图片和对

珠海传媒集团三周年的祝福（100字内）
上传至报名系统，即可参与本次粉丝号
召令征集。

2.主办方经过筛选后，定期在观海
APP 第三届珠海传媒集团粉丝节活动
专栏刊登入选的粉丝祝福。

3.幸运粉丝入选后，将由工作人员
通知粉丝参与直播活动。

在观海APP报名页面，发表你对
珠海传媒集团的祝福，被选中的幸运粉
丝，你们有口福了。

◆宠粉组团直播

看直播抽粉丝专属好礼来啦！
4月29日19:00，宠粉直播间将在

奥园广场中庭开播，在这里，不仅有高
颜值的主播小树、囡囡，还有超多好礼
相送。

直播当晚，活动总冠名商珠海广电
网络将为粉丝朋友们带来电视宽带套
餐超值4K套餐、至尊全家享套餐、宽带
提速包优惠、指定商品1元秒杀等各种
直播福利，想装或想换宽带的粉丝朋友
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100张泰
锋电器200元无门槛消费券；150张珠
海首家3D全息儿童剧场亲子门票（一
大一小）；250份元朗特供的四合一美
味组合套装（元朗肉松蛋卷、元朗海苔
蛋卷、元朗雪印蔓越条、元朗蝴蝶酥）；
50份新时代粤菜食府纯手工秘制辣椒
酱；哈啰单车的骑行月卡、季卡和年卡
合计210张；总价值6000元的礼品（青
春笔记本、智能保温杯、车轮鼠标垫、纯
棉T恤衫、摩飞便携电热水壶、折叠键
盘、相片打印机、洗手机套装、胶囊咖啡
机套装）；奥园广场也将送出在釜韩国
烤肉霸王餐5份、中影新百浚影城电影
票兑换券15张、世纪星滑冰场不限时
单次体验券15张、美克莱斯单次健身
体验卡10张。

4月 30 日中午 12:30-13:30，幸
运粉丝将与女主播囡囡一起，在渔圣大
官人（海韵城店）尽享360度无敌海景，
任吃品质湘菜和海鲜大餐。

这一顿饭，有高颜值的女主播；这
一顿饭，有着360度无死角的浪漫海
景。火遍全网的星空泡泡屋，将蓝天白
云大海包揽其中，一眼尽揽珠海绝美坐
标日月贝；这一顿饭，当然也少不了一

桌好菜。
宠粉不停歇，在520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珠海传媒主播也将继续带粉丝尽
享饕餮盛宴。5月20日19：00-20：00，
直播间将移步梅溪商业广场3楼的新
时代粤菜食府，和粉丝们一起欢庆

“520”。
没有被选中的粉丝们也不用灰

心。直播期间，官方还准备了粉丝专
属大礼包及各种好礼，其中有渔圣大
官人300元现金卡（100份）；有来自茗
香园的茶叶——传统碳焙兰花铁观音
150克（价值450元）、哈尼族古树普洱
茶生茶 357 克（价值 350 元）；洋河股
份为粉丝朋友们提供了梦之蓝M6 +
（价值 958 元）、梦之蓝水晶版52°（价
值 688 元）、21 版天之蓝 52°（价值
458元）。

◆线上抽奖七天乐

除了与高颜值主播的约会，第三届
粉丝节还将给大家带来丰厚的礼品。
最激动人心的“粉丝七天乐”抽奖活动
将在4月28日珠海传媒集团生日当天
上线，真情回馈三年来一直支持珠海传
媒集团的粉丝朋友们。届时，总价值
100万元的大奖向你敞开怀抱，等你揭
秘！

活动时间：
4月28日-5月4日
活动方式：
下载注册并登录观海APP，进入粉

丝节主页面，点击“活动入口”进入第三
届粉丝节活动页面，即可参与抽奖。

活动规则：
注册登录成功的新老用户皆可参

与抽奖；
首页点击第三届珠海传媒集团粉

丝节活动专栏，每天上午10时抽奖；
活动期间，每个登录用户每天均有

3次抽奖机会；
中奖用户可在“我的优惠券”页面

查看奖品券，不同奖品券需按券面规则
使用或领取。

想了解一下丰厚的奖品是什么
吗？我们为您准备了刺激有趣的九洲
航海帆船体验；适合一家大小全家出
游，尽享田园乐趣的岭南大地百草园；
想带女朋友一起？没问题！我们有新
鲜出炉的海上实景光影剧《九洲船
说·相约大海》；想两个人一起看部电
影，150份双人电影通票等你来拿；我
们还准备了“人均宵夜最爱”——来自
湖北龙虾坊鲜香可口的小龙虾；注重
养生的你，也可以选择滋补养身的蒸
食尚辽参鱼胶一品煲；一个人宅家追
剧？那就来点松脆可口的元朗蛋卷
王；爱美爱健康的你，可以选择天行健
通店游泳健身周卡，以及奈瑞儿护理
套装；掐指一算，端午节也快到了，我
们特意为粉丝们准备了两款“粽”礼：
元朗粽礼礼盒和珠海度假村韵香礼
盒……更多好礼请看“粉丝七天乐”抽
奖产品一览表。

在本届传媒集团粉丝节举办期间，
传媒集团自营商城“观海商城”也同步
上线，该商城目前在售产品以文创产品
和休闲食品为主，“珠海城市形象手撕
便签本”“街巷·香洲 手绘手账笔记”
等文创产品独家首发、“港珠澳大桥授
权文创产品”等网红人气产品限时折扣
销售，市民朋友可以通过“观海”APP-

“我的商城”进入商城选购。粉丝节期
间，商城全部商品将有额度不等的限时
折扣，喜欢的市民朋友不妨趁此机会薅
一波。 本报记者 郭秀玉

第三届珠海传媒集团粉丝节正式启动

600万粉丝解锁快乐，嗨翻全城！

□本报记者 郭秀玉

抽奖产品一览表。粉丝节直播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