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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编制

说 明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

展的意见》、《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办文〔2019〕121

号）和《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

实施意见》（武发〔2019〕7 号）工作要求，按照《预算法》

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规范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推进市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二、编制原则

（一）依法依规。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资金管理和使用

严格按照《预算法》和财政专项资金有关规定执行。

（二）保障重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符合国家、省、市

媒体融合发展规划，重点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
斜，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

（三）讲求绩效。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促

进我市主流媒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相统一。



三、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2021 年武汉市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财政拨款收入预

算 24900 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二)支出预算

2021 年武汉市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 249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１、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打造以“大武汉”客户端（长

江融媒）为本地深耕重建连接、以九派新闻、长江网为全国

布局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实现媒体影响力全面向移动端转移，

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网上舆论主阵地。支出预算 1.09 亿元。

２、武汉广播电视台。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坚持

移动优先、一体发展，以“黄鹤云媒”为重点，加快推进媒

体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新型广电主流媒体。支出预算 1.215

亿元。

3、结合实际，以项目为牵引，以绩效为导向，促进长

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武汉广播电视台加强媒体融合创新发展。

列机动预算 0.185 亿元。

四、政府采购预算

2021 年武汉市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无使用政府采购

预算安排的支出。

五、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2021 年武汉市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无使用政府购买

服务预算安排的支出。



六、绩效目标

2021 年武汉市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支出绩效目标包

含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其中：

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 20 项：１、长江日报“长江网”

媒体矩阵建设及运营，２、长江日报集团第三方平台（官微、

官博、抖音等）建设及运营，３、《长江周刊》，４、长江日

报媒体融合前沿技术应用场景搭建，５、长江日报全媒体采

编工具包，６、长江日报基础技术资源配套建设，７、长江

日报“智”媒体技术研发及应用实验室，８、长江日报用户

中心建设，９、长江日报“九派新闻”平台转型建设，10、

长江日报“1+15+N”长江融媒体系建设，11、武汉广播电视

台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实现掌上武汉、见微直播全年直播场

次，12、武汉广播电视台获国家级或国际级奖项作品数量，

13、武汉广播电视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送播新闻篇数、14、

武汉广播电视台打造在全国有知名度的品牌栏目、15、武汉

广播电视台宣传报道完成率、16、武汉广播电视台传播及时

率、17、武汉广播电视台组织公益慈善、群众文化等广播电

视特色活动场次、18、武汉广播电视台全年播出节目时长、

19、武汉广播电视台全年播出公益广告占总广告播出量百分

比、20、武汉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节目台内总停播率。

质量指标 1 项：100%完成设计指标，效果优良。

社会效益指标 7 项：１、长江日报引领和支撑党媒融合

转型，２、武汉广播电视台获国家级或国际级奖项作品数量；

３、武汉广播电视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送播新闻篇数，4、

武汉广播电视台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出主题宣传专



栏，5、武汉广播电视台收视收听覆盖率，6 长江日报新闻生

产及读者（用户）评价，7、长江日报抽查读者服务满意率。

七、保障措施

（一）严格审核程序。

（二）强化项目审核。

（三）建立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如实记录预算编制、项

目审核、会议研究、资金安排等关键环节信息，实现资金预

算执行全过程可查询、可追溯。

（四）加强责任追究。对违反法律法规，弄虚作假骗取

扶持资金等行为，撤销扶持项目，追回全部款项，取消申报

单位项目申报资格，并按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2021 年市级媒体融合专项资金收支预算表

预算 01 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

增减%

一、财政拨款收入 249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4900 二、外交支出

1.经费拨款 24900 三、国防支出

2.纳入金库管理的非税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49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24900 支出总计 24900



2021 年武汉市媒体融合发展专项资金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市委宣传部

填报人 罗峰 联系电话 82402448

部门总体资金

情况

（万元）

总体资金情况
当年预算

收支
占比

近两年收支情况

2019 年 2020 年

收入

构成

财政拨款 24900 14940 14962.83

其他资金

合计 24900 14940 14962.83

支出

构成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4900 14940 14962.83

合计 24900 14940 14962.83

部门职能概述

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督促检查落实情况，按照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的要求，结合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研究制定和部署全市宣传

工作。指导市直宣口单位和市辖区党委宣传部制定政策、法规。负责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协调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工作；负责指导、协调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协调推进市属新闻单位建设、文化强市和文化产业等工作。

年度工作任务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市级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整体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 年度目标

建设国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为推进全市互联网舆论主阵地建设，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

体集团，形成市区融媒体一体化矩阵式宣传格局。

长期目标 1： 平台

长期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长

江融媒）主流舆论主阵地建设

作为长江融媒体系“1+15+N”中的“1”，客户端长期目标（三年）打造武汉

市新型移动端舆论主阵地，增强舆论引导力，提升中心工作宣传覆盖率、抵达

率。成为全市新闻报道进入互联网舆论场的第一入口。打造爆款新媒体产品，

对外传播武汉城市形象。对内连接千万市民，成为武汉人钟爱的内容资讯平台。

建立媒体与社会连接，彰显机构媒体专业性，累计下载量达到 200 万，进入全

国副省级城市党端第一方阵。

达到才能得满分，

未达到按比例扣分

长江日报“长江网”媒体矩阵建

设及运营

致力于将长江网建设成为立足武汉、辐射长江流域的重要门户，力争在长江经

济带战略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中，发挥整合资源、社会动员的主阵地作用。

长江日报集团第三方平台（官

微、官博、抖音等）建设及运营

长江日报集团第三方平台（官微、抖音等）建设及运营长期目标（三年），打

造爆款新媒体产品，提升品牌形象，增强舆论引导力。官微增粉至 320 万，抖

音增粉至 600 万。加强重大主题报道融合产品，持续推出《壹周画报》精品海

报图文专栏、《一图看懂》长图产品；持续策划制作《武汉这一刻》微纪录片、

《飞阅武汉》航拍精品视频、《全球拍》短视频；制作精品纪录片。

长江日报《长江周刊》

策划、组织、报道重大主题活动、重大外宣活动或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加快融

媒体发展，加强长江周刊全媒体化建设，成为外籍人士了解武汉的窗口；在国

际上传播武汉好声音，塑造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城市形象，以武汉为窗口讲好

中国故事。

武汉广播电视台宣传报道

完成率
完成党和政府主题报道任务、最新政策精神宣传报道任务

武汉广播电视台传播及时

率
及时传播党和政府重大政策

武汉广播电视台组织公益

慈善、群众文化等广播电

视特色活动场次

100 场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全年播出

节目时长
电视节目 4.8 万小时，广播节目 3万小时



武汉广播电视台促进媒体

融合发展，实现掌上武汉、

见微直播全年直播场次

≧1000 场

武汉广播电视台全年播出

公益广告占总广告播出量

百分比

≧3%

武汉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

节目台内总停播率
≦15 秒/百小时

武汉广播电视台打造在全

国有知名度的品牌栏目
1个以上

质量指标 完成设计指标，效果优良 100%完成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长江日报党媒舆论引领

占领舆论高地、深耕武汉、辐射全国、革新方式、重建连接、扩大影响，加快

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坚决做到“三个不可替代”：坚持党媒姓党，始终高举

旗帜，作为党的执政资源的不可替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城市运行机

制的不可替代；澄清谬误，引领导向，作为专业传播机构的不可替代。

武汉广播电视台获国家级或国

际级奖项作品数量
≧3 项

武汉广播电视台向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送播新闻篇数
≧100 篇

武汉广播电视台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推出主题宣传专栏
≧30 个

武汉广播电视台收视收听覆盖

率
≧9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效益持续 构建圈层,扩大影响

武汉广播电视台保障公益性频

道节目制作
公益性频道节目可持续性播出

长期目标 2： 技术

长期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长江日报媒体融合前沿技术应

用场景搭建

强化采编人员适应融媒体报道的能力培养、技术装备建设，专门组建全媒体视

频、直播、分发中心，以“视频标配化、直播常态化”为目标，打造视频内容

生产的排头兵和专业队，不仅自己能够生产原创视频，同时还负责对全体采编

人员分批进行视频技术能力培训，确保融合创新的先决条件。

达到才能得满分，

未达到按比例扣分

长江日报“智”媒体技术研发及

应用实验室

智媒体是以智能技术为支撑，提供“视、听、读、聊”的全媒体新体验，在

5G 应用，VR/AR/MR 场景新闻、版权 IP、AI 审核方面做深度研讨，与有意向的

企业、高端人才、团队合作，助力融合的深度发展。

长江日报全媒体采编工具包

为全面实现“四全媒体”的建设，大幅度提升采访随身技术工具和装备。即全

媒体记者要会采写、能拍摄、擅互动，熟练进行电脑、手机制作发布。全媒体

采编工具包就是为全媒体记者提供“软件”（培训）及硬件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00 位外采全媒体记者工具包，包括笔记本电脑、5G 手机、单反相机、录音笔、

无人机、直播云台等。

长江日报基础技术资源配套建

设

“新基建”中充分考虑系统安全和内容安全，采用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保障

稳定运行。充分利用长报集团现有的资源、成果、设备，整体升级改造，不搞

重复建设。

长江日报用户中心建设

以各事业群的业务为抓手，建立圈层、建立社群，搭建线上“铁”粉的的根据

地和分发渠道，将“最新、最热、最闪亮”的融媒体新闻内容，第一时间推送

到读者手上，既达成用户粘度的增加，也逐步实现由读者向“用户”的转变。

质量指标 完成设计指标，效果优良 100%完成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长江日报引领和支撑党媒融合

转型

大幅提升长报集团技术“新基建”实力，提升新技术对媒体融合发展的引导力，

推进互联网新阵地建设。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效益持续 革新方式,锻造能力

长期目标 3： 重点项目

长期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长江日报“九派新闻”

平台转型建设

打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媒体深度融合样板；九派新闻单日阅读量增长到 1000

万，百万加爆款产品，每年 100 件以上；全平台粉丝每年新增 100 万；积极传

播开拓创新、团结奋进、富有朝气的武汉形象。

达到才能得满分，

未达到按比例扣分

长江日报“1+15+N”

长江融媒体系建设
成为对外宣传武汉城市形象的高频应用，全年累计访问量不少于 5000 万次。

质量指标 完成设计指标，效果优良 100%完成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长江日报武汉市自主可控互联

网主阵地

立足全国视野，专注优质内容，聚焦时事热点，打造媒体全国影响力；发掘独

家深度调查，以冲击力报道抢占传播制高点；建设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的媒

体传播能力，为城市发展争取舆论话语权。

长江日报“1+15+N”

长江融媒体系建设

区一级政务信息服务的桥梁，三年内实现“刚需、高频、乐享”的互联网应用；

创建吸引用户参与创造内容的平台；是通过“民呼我应”实现舆论引领方式变

革的新探索；是全市政务信息传播的重要枢纽。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效益持续 构建圈层,扩大影响

年度目标 1： 平台、技术及重点项目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实现值

2019 年 2020 年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长江日报“长江网”媒体矩阵建

设及运营
规划

1、规划升级长江网 PC

端，包括 WCM 网站发布

平台及长江网小程序；

2、规划增强长江网在长

江流域影响力，建立长

江沿线城市新闻网站联

盟；

3、规划网站 Alexa 排名

提升目标及路径；

4、规划搭建长江日报报

业集团数据中心；

5、规划组建网评行业领

袖队伍；

6、规划建立“大学生网

络评论实训基地”。

1、升级长江网 PC 端，包括

WCM 网站发布平台,当年完

成总进度 60%；

2、开发并上线长江网小程

序，当年完成总进度 60%；

3、建立长江沿线城市新闻

网站联盟，总进度完成

100%；

4、提升长江网全网传播力，

网站Alexa综合排名达到中

国 800 名以内。

5、组建网评行业领袖队伍

20 人；

6、建立“大学生网络评论

实训基地”100%完成，开展

实训 3 场次。

长江日报集团第三方平台（官

微、官博、抖音等）建设及运营
规划

1、围绕中心工作，策划

生产融媒体产品。

2、官微用户达 200 万。

3、官博用户达 422 万

4、抖音爆款产品播放量

50 万+以上有 400 条。

1.开展建党百年大型采访

活动，进行多路外出探访和

直播，制作大量新媒体产

品；

2、参加全国两会大型报道，

进行直播，制作新媒体产

品；

3、重大报道时搭建移动直

播间如两会直播间，进行现

场直播。

4、进行辛亥 110 周年大型

采访，多路外出探访和直

播，制作大量新媒体产品 4

获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新闻转载或报道好新闻达

60 件。

5、官微用户达 260 万，

6、官博用户达 400 万，主

持 6个亿级话题。

7、抖音爆款产品（播放量

50 万+以上）达 580 条，

8、壹周画报产品发布48期；

一图看懂产品发布 50 篇；

9、成立可视化实验室，打

造精品视频品牌；

10、开展“新时代学人”栏

目系列访谈，制作新媒体产

品；



11、《武汉这一刻》微纪录

片全年发布 48 期。

12、《飞阅武汉》航拍精品

视频全年发布 30 期。

13、《全球拍》短视频全年

发布 30 期。

《长江周刊》

1、《长江周刊》发行

量，全年发行 50 期；

2、新媒体产品数量

160 条；

3、投递正点率 95%；

4、妥投率和传播力，

发行覆盖 150 万册；

5、新媒体产品数量，

年出品微信、App 双语

新闻 300 条；

6、中央媒体、海外媒

体报道、转载情况，

年转载 20 次；

7、传播力（报纸+新

媒体）阅读量：1000

万+；

8、重大外宣活动或对

外交流合作项目量 5

个；

1、《长江周刊》发行量，

全年发行 40 期；

2、妥投率和传播力，发

行覆盖 120 万册；

3、投递正点率 95%；

4、新媒体产品数量，年

出品微信、App 双语新闻

300 条；

5、中央媒体、海外媒体

报道、转载 20 次；

6、传播力（报纸+新媒

体）阅读量：2000 万+；

7、重大外宣活动或对外

交流合作项目量 3个；

1、《长江周刊》发行量，

全年发行 50 期；

2、妥投率和传播力，发行

覆盖 150 万册，通过新媒体

和邮递渠道直投外商机构、

外资企业、五星级酒店、机

场、外国驻华使领馆、111

个武汉国际友城；

3、周五投递正点率 95%；

4、新媒体产品数量，年出

品微信、App 双语新闻 300

条；

5、中央媒体、海外媒体报

道、转载情况，年转载 20

次以上；

6、传播力（报纸+新媒体）

阅读量：3000 万+；

7、重大外宣活动或对外交

流合作项目量 5个；

长江日报媒体融合前沿技术应

用场景搭建
规划 规划

1、多功能交互式直播发布

中心（长报新大楼 10 楼约

800 平方米，包括环绕式直

播主厅、虚拟直播间、可视

化广播间、中央媒体工作

站、4K 视频制作区、网红直

播间、导播控制间、设备管

理及化妆间等）；

2、长报集团融媒体生产核

心区环境搭建（10-12 楼、

18 楼，包括 APP 生产流程线

的空间改造、各部门工作需

求相配套的功能布局、工作

区和公共区搭建等）。

长江日报全媒体采编工具包 规划 规划

50 位外采全媒体记者工具

包，包括笔记本电脑、5G 手

机、单反相机、录音笔、无

人机、直播云台等



长江日报基础技术资源配套建

设
规划 规划

1、大楼中心机房扩容和升

级（包括云计算主机扩容、

大数据服务器扩容、视频剪

辑设备扩容、存储扩容、国

家网络安全三级等保、安全

相关设备的特征库及病毒

库升级、机房互联网宽带扩

容至 2G 及维保服务、约 100

台桌面终端安全等）；

2、客户端、长江网、城市

留言板系统等公有云服务

租赁；

3、指挥中心、直播中心的

运维耗材以及技术培训和

人员运营。

长江日报“智”媒体技术研发及

应用实验室
规划 规划

1、高端技术人才引进和第

三方最新技术预演开发；

2、提供“视、听、读、聊”

的全媒体新体验，在 5G 应

用，VR\AR\MR 场景新闻、版

权 IP、AI 审核方面做深度

研讨，与有意向的企业、高

端人才、团队合作，助力融

合的深度发展。

3、智能媒资平台建设,有效

整合各类资料存储系统、生

产系统内成品型素材、生产

型素材，推进智能化和智慧

化改造，方便不同业务场景

下提取相关素材、应用相关

素材，扩大内容素材在多场

景、多业务系统下的复用价

值。

长江日报用户中心建设 规划 规划

1、打通各个平台的用户系

统，建立统一的用户库；

2、建设 1000 个用户群，力

争人数达到 20 万；

3、组织线上线下活动吸引

用户参与,累计组织活动 50

场。

长江日报“九派新闻”

平台转型建设
规划

1、成立武汉晨报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搭建内容

团队与技术团队；

2、采购服务器、宽带等

设备，建设办公场地；

3、打造九派新闻全网传

播体系，22 个平台端口

日均发稿万条，原创百

万加稿件 44 条；

4、聚焦热点，形成全网

影响力。

1、九派新闻原创新闻图文

加视频总量超过 10000 条/

年；抓取转载稿件 100 万条

/年；

2、九派新闻第三方平台新

增用户 100 万/年，同时全

网单日总阅读量超过 1000

万；

3、渠道总数不少于 10 家平

台，总帐号数不少于100个；

4、全年产生 100 条以上百

万+

5、每年为武汉市策划 5 次

以上大型宣传策划。



长江日报“1+15+N”

长江融媒体系建设
规划

1、“1+15+N”长江融媒

系统的推广及个性化改

造规划；

2、“极目云”系统二期

升级规划；

3、数媒产品交易平台素

材扩容和运维；

4、正版化软件（100 套

Adobe Premiere Pro、

1500 套 WPS 、100 套

PhotoShop）规划授权使

用；

5、 新华社卫星稿件规

划使用；

6、市区联动发布，全年

累计发稿 6000 篇；

7、组织策划联动采访活

动，全年 4次；

8、组织新闻评奖及业务

培训，全年 3 次。

1、“1+15+N”长江融媒系

统的推广及个性化改造；

2、合作开发商年度使用费

和第三方接入费（大数据服

务及升级、网察、趣看直播、

容联校对、AR/VR 方正字库

等）；

3、“极目云”系统二期升

级（媒体大脑），包括文本

图片视频制作审核、发布传

播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

用，考核系统升级；

4、新华社卫星稿件规划使

用；

5、建设标准统一的长报集

团历史资料数据平台；

6、市区融媒体常态化联动

发布，全年累计发稿不少于

10000 篇；

7、市区融媒体组织策划联

动采访活动，全年不少于 6

次；

8、组织新闻评奖及业务培

训，全年不少于 4次。

武汉广播电视台促进媒体融合

发展，实现掌上武汉、见微直播

全年直播场次

1000 场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获国家级或国

际级奖项作品数量
3项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向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送播新闻篇数
100 篇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打造在全国有

知名度的品牌栏目
1个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宣传报道完成

率
100%

武汉广播电视台传播及时率 100%

武汉广播电视台组织公益慈善、

群众文化等广播电视特色活动

场次

100 场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全年播出节目

时长

电视节目 4.8 万小时，广播

节目 3万小时

武汉广播电视台全年播出公益

广告占总广告播出量百分比
3%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节目

台内总停播率
低于 15 秒/百小时

质量指标 完成设计指标，效果优良 100%完成

时效指标 2021 年完成 达标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长江日报引领和支撑党媒融合

转型
规划 达标 达到设计标准

武汉广播电视台获国家级或国

际级奖项作品数量
3项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向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送播新闻篇数
100 篇以上

武汉广播电视台围绕市委市政

府中心工作，推出主题宣传专栏
30 个

武汉广播电视台收视收听覆盖

率
95%以上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指标

长江日报新闻生产及读者（用

户）评价
满意 满意 满意

长江日报抽查读者服务满意率 90% 90%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