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广播电视

浙产现实主义题材剧
“都挺好”
本报讯（省局 宗禾）2018 年，浙
江生产电视剧 52 部 2358 集，产量首

85% ，高 于 全 国 70% 的 平 均 通 过

一季度，已生产电视剧 10 部 403 集，

制作成本。

率。

次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其中有
近 80%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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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GUANGBODIANSHI

电视剧管理八项工作机制如
下：

完成剧的预审机制。针对有可
能会发生问题出现偏差的电视剧，
在完成剧正式送审前，将“毛片”送

浙江卫视举办
2019年
“立亥”
春季沟通会

简报通报机制。及时将总局和

省局专家组进行预审，协助影视公

与去年同期持平。由东阳正午阳光

省局有关电视剧管理工作的最新规

司及早发现和纠正在制作阶段存在

出品的电视剧《都挺好》自今年 3 月

定要求，以及我省电视剧审查的动

的突出问题。

初开播以来，在豆瓣上获得 8.5 的高

态管理、电视剧备案立项、完成剧的

审前学习机制。加强对审片专

春季沟通会,重点推介频道品牌综艺、剧场

分，话题热度不断走高，成为既叫好

审查中好的方面及存在问题等方面

家的培训学习，及时传达总局的有

和人文节目，彰显频道立潮头、谋新篇的决

又叫座的“爆款剧”。其微博累计收

的内容，以简报的形式进行通报，加

关规定，明确注意事项，提出相关要

心与信心，获得现场 800 余位品牌客户的热

获 21 亿次话题阅读量，微信指数达

强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电视剧

求。

烈反响。

3600 万，相关自媒体文超 4 万篇，腾

质量的整体提升。

讯视频 45 亿次播放，优酷爱奇艺热
度指数 9000+。

本报讯（广电集团 陈可人）3 月 28 日，
浙江卫视举办 2019 年“人勤春来早·立亥”

落实责任机制。审片专家要对

沟通会上，浙江卫视向品牌客户介绍了频

题材立项论证机制。每月召集

所审电视剧负责，凡是因审看不到

道“汇聚正能量，活捉新爆款”的全新发展战

相关专家对上报总局备案公示的题

位而出现被总局退回的电视剧，审

略，指出浙江卫视将依托好模式、好团队和好

在“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材进行集体论证，针对一些不良倾

片专家要负连带责任，直至修改通

机制全力聚焦打造爆款，解观众、客户和平台

层”活动中，省广电局了解到，一些

向、苗头和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早

过为止。

之忧，开拓
“中国蓝”
发展新格局。

电视剧生产企业在创作中存在导

解决，提升剧本的创作质量。

播出评议机制。对在电视台已

2019 年，浙江卫视将坚守“内容为王”，综

向把握不准，备案通过率低，摄制

剧本抽查审读机制。严格落实

播出的电视剧，做好后期的播出效

艺方面，四大标杆品牌《奔跑吧》
《中国好声音》

过 程 问 题 多 、修 改 成 本 较 高 等 问

剧本审查管理制度，将抽查到的剧

果跟踪，及时关注收集广大受众的

《我就是演员》
《王牌对王牌》占据传播制高点，

题。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省广电

本由专家组进行审查和讨论，从思

评价，为更好地指导电视剧创作生

传递欢乐正能量。同时，
《各位游客请注意》

局瞄准企业在创作生产中的顾虑

想上、政治上、导向上加强引导、严

产提供依据，为优质作品的创作生

《青春环游记》等创新综艺也将陆续推出，夯实

和难点，靶向发力，围绕题材立项、

格把关。

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氛围。同时，

综艺矩阵。此外，
“OPPO 音乐盛宴”等五大晚

拍摄跟踪督导机制。对在剧本

借助横店、西溪、海宁等影视基地的

会继续打造“跨界定制晚会”。剧场方面，
“中

播出评议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

审读中发现好的题材和可能会存在

力量，发挥管委会的作用，加强对所

国蓝剧场”将延续《都挺好》的高品质和高热

完善了电视剧管理八项工作机制，

问题的题材，做好拍摄跟踪督导工

属影视公司在电视剧审查管理相关

度，陆续迎来《带着爸爸去留学》
《庆余年》等

促进“ 三精”电视剧创作生产。目

作，帮助制作机构审查在拍摄中出

工作的组织，共同担负起管理责任。

14 部大片。人文方面，
《西泠不冷》
《中国村

前 ，全 省 电 视 剧 备 案 通 过 率 达

现的问题，及时指导修正，有效降低

剧本审读、拍摄跟踪、完成剧预审、

落》等五部纪录片精品绽放人文之美，传递人
间温暖。

台州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会
本报讯（三门台 苏微微）近日，

了一条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路，为全

本 次 会 议 确 定 了 聚 焦“ 五 融 五

台州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

国融媒体改革提供了三门的经验和

合”，抓牢关键环节，有力推进县级

进会在三门县召开，与会人员参观了

样板，被中宣部列为全国重点支持

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点任务。接下

三门县融媒体中心。

[简讯]

的试点县。
“ 三个三”模式先后在全

来，三门县力争在今年 6 月底前将县

三门县于 2017 年 8 月正式挂牌

国地市级宣传部长培训班、全省融

级融媒体中心打造成为县域范围内

●据中国长城（北美）平台最新统计

成立县融媒体中心，打响全市媒体

媒体中心建设推进会、全国媒体深

最权威的主流舆论阵地、最智慧的

数据显示，在 Dish Network 卫星直播

融合“第一枪”。近两年来，以“三个

度融合推进会上作融媒体改革经验

综合服务平台和最便民的社区信息

平台和 Sling TV 互联网平台上，浙江电

三”模式持续深化融媒体改革，走出

交流。

枢纽。

视台国际频道 2018 全年收视总时长均
名列众多省级频道中第二。
（广电集团 陈可人）

海宁基地与浙江传媒学院签约合作

●4 月 14 日，作为 2019 中国(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首
届宁波影视文化高峰论坛在宁波市北仑

张健琪）4 月

势，共同为浙产影视项目助力。海宁

实践创作提供场所和资源，为企业输

区举行，影视行业专家共同把脉影视圈

8 日，由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

基地将为中心提供业界和媒体的资

送专业人才、开展人才培训，
促进海宁

之“怪现状”，共同探讨产业发展“黄金

作实验区海宁基地和浙江传媒学院

源，并为中心工作发展提供指导意

影视产业发展。学院将成为基地的

档”。

合作创建的“互联网影视项目孵化与

见。学院将为中心的项目孵化和评 “智库”
，
基地对学院开放所有平台，
成

本报讯（海宁基地

（象山影视城 陈建瑜）

评价中心”和“浙江传媒学院实习实

价提供智力支持。双方将围绕“互联

为学生的创新实践、创业的基地。学

●4 月 16 日，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

训基地”
揭牌。

网影视作品审查”和“影视作品互联

生自主创作的影视作品，可以通过基

限公司与海宁市广播电视台签订战略合

网用户满意度调查研究”两个项目展

地企业制作搬上荧屏及网络平台。学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多领域建立战略

开合作。

院将发挥高校教育、人才优势，
为基地

合作关系，围绕纪录片、党建工作、新闻

企业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支持。

宣传、品牌服务和产业运营五大模块，组

“互联网影视项目孵化与评价中
心”依托浙江传媒学院师资力量和影
视专业人才储备，充分发挥双方优

“实习实训基地”
将为学院学生的

建模块工作推进小组，重点突出深度融
合、全面合作的发展定位，讲好城际铁路

莲都局开展广电行业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莲都局 通讯员）为做

所进行检查，认真查看了各项制度

组要求相关单位边查边改、建立清

好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期间的广

规定和预案流程，了解各种广播电

单、销号整改，
切实做到
“四个不”
，
即

播电视网络视听安全保障工作，近

视安全播出设备、信号源系统、配电

制度不健全不放过、思想认识不深不

日，莲都局开展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系统、发电系统、防雷系统、消防系

放过、责任体系不落实不放过、隐患

大检查。

统等运行情况，向实际维护操作人

整改不及时不放过，
进一步提升安全

检查组一行先后到莲都华数公

员提问安全生产和安全播出相关常

防范能力，
全力保障庆祝新中国成立

司营业厅、电视播控机房等重点场

识。针对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
检查

70周年期间的播出安全。

海宁故事。
（海宁基地 张健琪）
●近日，由丽水市级媒体、县（市、
区）媒体、网络媒体人组成的采访团到龙
泉市开展“不忘初心 重走浙西南红色革
命路”大型新闻行动。
（龙泉局 吴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