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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山东报业整合取得重大进展

半岛传媒与青报传媒战略合作
成立青岛新报传媒有限公司管理运营《青岛早报》《青岛晚报》

本报青岛3月3日讯(大众日报记者 宋
弢 卞文超) 3日，大众报业集团半岛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大众报业集
团继潍坊、临沂、菏泽之后，第四次与市报携
手合作，标志着山东报业整合取得重大进
展，山东报业发展步入新阶段。

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出席仪
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出席并讲话。

孙守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战略合作表
示热烈祝贺。他说，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在
改革，加快文化强省建设，也要继续靠深化
改革。大众报业集团作为省委舆论主阵地和
我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认真贯彻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特别是在运用市场手段整合地方
报业资源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报业
改革的亮点。青岛是我国重要沿海开放城市
和我省发展龙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
化改革发展，文化青岛建设成果丰硕。此次
大众报业集团半岛传媒与青报传媒强强联
合，搭建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符合中央和
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精神，符合报业发展规
律，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必将对全省报刊
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新组建的传
媒公司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动摇，坚持
正确导向不动摇，坚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不
动摇，更好地服务青岛改革发展，更好地服
务青岛市民，更好地服务广大读者。要充分
发挥大众报业在品牌、理念、管理、资金和人
才等方面的优势，发挥青岛媒体本土优势，
努力打造与青岛城市地位形象相适应，有较
强影响力、传播力、辐射力的逐步走向国际
的强势特色媒体。

大众报业集团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综合性报业集团，综合实力已跃居全国报
业集团第五位，在全国省报集团中名列前
茅，旗下的半岛传媒是全省首家完成股份制
改造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在全省文化企业
30强中位居前列。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是青岛市直五大国有文化传媒集团之一，
拥有《青岛早报》、《青岛晚报》两张市场类报
纸。此次合作，双方本着整合资源、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合作成立青岛新报传
媒有限公司，管理运营《青岛早报》、《青岛晚
报》，双方各占50%的股权。

对本次合作，大众报业集团与青岛都寄
予厚望。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编辑傅绍万介绍，合作是大众报业集团和青
岛市经过近三年沟通接洽而结成的丰硕成
果，将有利于开拓青岛报业的新局面：一是
更好地壮大主流舆论，产生巨大聚合效应，
更好地发挥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
用；二是更有力地拓展影响空间，立足半岛，
影响辽东，挺进日韩和东南亚，打造出与青
岛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国际化媒体；
三是更有效地开辟报业科学发展之路，
有效利用对市场的控制力，以最小投入
获得最大产出，走出一条优质高效的报
业发展之路。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
绍军表示，这是青岛市报业传媒通过资
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一次
成熟战略合作，是青岛、全省乃至全国文
化传媒领域的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省市两
级报业集团“牵手”，产生的效益不止是加
法，而是乘法，将会极大地激发文化生产单
位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力。

三年来，大众报业集团积极探索报业整
合之路，在地市报整合上走在了全国最前
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股权连接，利益
联合，文化融合”的报业资源重组的“大众报
业模式”，为全国报业改革探索出新路：共同
经营《潍坊晚报》、《沂蒙晚报》，控股经营《鲁
南商报》，统一运营《牡丹晚报》，合作方报纸
质量明显提升，经济效益大幅提升，利润均
达到整合前的三至四倍，得到了国家出版总
署和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此次
半岛传媒与青报传媒的合作，合作城市的地
位更重要，合作的方式又有新发展，必将有
力地推动我省报业资源的重组整合，在全国
报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宿华，省新闻工作者
协会主席高挺先，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编辑傅绍万，青岛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胡绍军，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副书
记、齐鲁传媒集团总经理梁国典出席仪
式；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编辑、半
岛都市报社社长、半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郑立波，青岛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青
岛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蔡晓滨代表双方签
署了协议。

3月3日，半岛传媒与青报传媒签署战略协议。

3月3日，大众报业集团半
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报
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这是我省文化体制
改革的一件大事，是服务地方
和做强报业的双赢之举，标志
着山东报业整合进入新阶段。

解决中国报业“三问”

只能走整合资源之路

透视这次合作，它在全国
报业整合中亦具有标本意义，
因为它对解决当今中国报业面
临的三个层面的问题，提供了
路径借鉴。

这三个层面的问题是：
国家层面，国外文化传媒

大亨对国内市场虎视眈眈，它
们体量大声音强，在此形势下
怎样建立中国强大的报业，广
泛传播中国声音、中国价值、中
国文化？

副省级城市、地市级城市
(这两类包括省会城市)层面，
这一级是中国大中城市的主
体，也是中国报业生态最为繁
杂的层面，这里既有本级所办
的各类非时政类报纸，又有省
级办的，有的甚至有中央媒体
办的。例如青岛这个市区人口
仅300余万的城市，就有各个层
级的六份都市类报纸。在这个
局面下如何避免恶性竞争，优
化资源，以最优质的新闻报道
服务当地中心工作、服务广大
读者？

报业自身层面，面对网络、
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兴起，面对
文化传媒市场大分化大整合的
新形势，报纸这个新闻史上最
为悠久的媒体怎样生存和发
展？

解决这三个问题的途径只
有一个：整合报刊资源，做大做
强中国报业。对此中央洞察就
里，早已出台政策，“鼓励和推
动以党报党刊所属非时政类报
刊为龙头，对本区域、本行业的
报刊出版资源进行整合，培育
形成一批大型综合性报刊出版
传媒集团；引导和鼓励非时政
类报刊加入大型报刊出版传媒
集团。”

山东的决策者亦对此深谙

个中三昧，省委、省政府两次将
“支持大众报业集团以资本和
产权为纽带，整合地方党报和
其它非时政类报刊资源”写进
红头文件，并批准组建了由大
众报业集团出资的省管国有大
型文化企业——— 齐鲁传媒集
团，作为整合的平台；省文改办
的文件也明确提出，以半岛传
媒为龙头，整合半岛区域报刊
资源。

山东报业龙头大众报业集
团对此更是深感责任当头，他
们从2009年就开始了整合之
旅。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编辑傅绍万认为，美
国、日本的报业之所以发达，
并由此在国际上具有强大话
语权，就在于他们形成了强
大的报业集团。美国六个老
板控制了全美国的媒体，日
本五大报纸控制了5 0%以上
的报纸发行量。如同其它产
业所走过的道路，报业由分
散走向集中、集聚，是颠扑不破
的发展规律。

产权联合利益连结

文化融合实现1+1>2

作为一家省级党报集团，
大众报业集团以高度的责任
感，配合全省发展战略。近年
来，我省大力实施重点区域带
动战略，“黄”、“蓝”两大国家战
略相继实施，沂蒙革命老区享
受中部地区政策，菏泽奋力打
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科学发展
高地和新的西部隆起带，对此
大众报业集团在当地积极推动
报刊合作，以优质的新闻宣传
推动当地发展。

青岛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
出，加快建设宜居幸福的国际
化城市。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
记李群对此非常重视，还专门
就国际化城市的传媒作了研
究，认为国际化城市必须有国
际化媒体，并认为大众报业集
团旗下的《半岛都市报》有望成
为这样的媒体。大众报业集团
对此积极呼应，与青报传媒密
切沟通，历经三年酝酿，以双方
最为满意的方案实现合作，为

青岛国际化城市建设和蓝区建
设提供最优质的舆论支持。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宿华对
此非常赞赏。他认为，青报传媒
与半岛传媒实现战略合作，是
我省新闻出版单位在资源整合
方面的又一重大突破，将有利
于形成统一、有序的区域报刊
市场，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青岛
市和全省新闻出版事业的大发
展大繁荣，有利于推动青岛经
济社会发展。

大众报业与青报传媒的合
作，走的是“产权联合、利益连
结、文化融合”的路子，这既是
按市场规律办事之举，又是立
足中国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而
做出的务实之举。傅绍万认为，
产权联合打断骨头连着筋，只
有实现产权联合，双方的合作
才能牢固；只有结成利益共同
体，双方对合作才有积极性，才
能慢慢地连心。

在大报集团与青报传媒的
合作中，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
记李群，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
守刚，以及青岛市委宣传部主
要领导都亲力亲为、积极撮合，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众报业集团在与地市报
的合作中，每次都根据协议输
出办报理念和经营管理理念，
由此带来大众报业的文化。经
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双方的文
化融为一体，产生1+1>2的效
应，以此推动报纸影响力实现
质的提升，经济效益实现爆发
式增长。

以这种有效的模式，近年
来大众报业在各市实现一系列
合作。例如，2009年共同经营

《潍坊晚报》，2010年合作经营
《沂蒙晚报》、控股经营《鲁南商
报》，2012年统一运营《牡丹晚
报》。

解决好几个“力”

实现预期效益

傅绍万认为，资源整合只
是第一步，要实现合作的预期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要解
决几个“力”的问题。

第一是舆论控制力和影响
力问题。这是当地政府最为关

心的问题。要永远把社会效益
放在第一位，以合作产生的巨
大聚合效应，形成大合唱，奏响
主旋律，更有力地引导舆论，更
好地发挥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推动作用，打造一支深受人
民大众喜爱的新闻队伍。

为此，大众报业集团在青
各媒体将积极配合青岛国际化
战略、配合蓝区建设而运作。

《半岛都市报》的本土意识、服
务当地的意识将会进一步增
强，并且与《青岛早报》、《青岛
晚报》扭成一股绳，拓展影响空
间，立足半岛，影响辽东，挺进
日韩和东南亚，在这些区域传
播青岛和山东声音，扩大青岛
和山东的影响。

第二，把各个方面的利益
解决好，与合作方形成强大向
心力。对此青岛报业传媒集团
董事长蔡晓滨充满信心，他说，
只要我们本着互利双赢、共同
发展的愿望，就一定能推动新
报传媒公司做大，实现各方利
益，形成强大凝聚力。

第三要有对文化产业的强
大拉动力。大众报业集团作为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与地
方展开合作，有责任推动当地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青岛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胡绍军对此非
常乐观，他说此次省市两级报
业集团“牵手”，实现强强联合，
其效应不止是加法，而是乘法，
将会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
激发文化生产单位的发展活力
和市场潜力。

大众报业集团与潍坊、临
沂、菏泽等市报的合作，证明了
这些判断的正确。整合后的各
报紧密围绕当地中心工作而办
报，报道质量明显提高，经营收
入大幅提升。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
刚曾对我省报业整合作过如下
批示：“大众报业集团整合地市
报业资源，符合中央文化体制
改革精神，完全可以做成全
国报业改革亮点，探索出一
种模式和方向。”大众报业集
团和自己的合作方，在报刊
资源整合方面已经走在全国
前列，正进一步把这个目标变
为现实。

服务地方和做强报业的双赢之举
——— 记大众报业集团与青岛报业传媒集团合作
大众日报记者 王学文 卞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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