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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下，
广告产业的发展正呈现出传播
媒体和发布渠道多样化的特
点。在媒体发展领先全国的“十
二五”期间，湖南广告业蓬勃发
展，形成了以湖南广电集团、快
乐购、新财智、众益传媒、青蓝
传媒等为代表的媒介代理、创
意策划和技术创新型广告企
业， 引导我省广告朝着资源优
化配置和广告产业集团化方向
不断发展。下一个五年中，它们
还将在我省打造广告湘军目标
的努力过程中扮演起更重要的
角色。

广告经营主体达近4万户

来自湖南省工商局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5年底，我省共有广
告经营主体36120户， 广告从业
人员突破15万人，实现了连续5年
广告经营额的快速增长。其中，至
2015年底，我省广告经营额突破
200亿，达201亿元，居全国第八。

“十二五”期间，我省广告经
营额平均年增速近25%。目前，我
省拥有11家获得中国一级广告企
业资质的广告公司，64家获得中
国二级广告企业资质的广告公
司， 它们成为我省广告业的中坚
力量。

“在省工商局的正确引领下，
我省广告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凭
借强势的媒体资源和成熟的广告
产品输出环境， 推动广告资源优
化配置和企业集约化经营， 培育
广告产业链和广告产业集团化发
展， 广告产业的分散性和弱小性
得到了良好的改观。”省工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新媒体形态全方位发展

在日趋多元化的行业发展趋
势和良好的行业发展氛围下，一
大批经过多年累积， 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思维超前，对广告未来发
展趋势有着精准判断的省内广告
优势企业在过去5年中迅速成长
起来。

它们之中， 有的在传统媒体
的形态下衍生出了全新的广告业
态和形式， 有的依托于互联网和
其他线下落地传播形式， 有的更
在类影视产品、 游戏以及书刊产
品的研发中不断努力。

作为湖南本土专业的户外广
告运营商， 众益传媒在经过多年
传媒运营经验积累下， 从户外到
楼宇，从大屏到小屏，围绕高端人
群生活半径打造了全方位、 一体
化媒体宣传矩阵。

“以传媒为中心，以互联网思
维为契机， 实现以传统媒介广告
为主到以新媒体内容为核心的升
级转型。未来，还将持续致力于打
造高端媒体+高端圈层、 传统媒
体+新媒体、 媒体传播与社群互
动相结合的影响力媒体平台。”众
益传媒相关负责人说。

而就在2015年6月， 前身为
湖南木林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湖南新财智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顺利登陆资本市场新三板，也
由此成为我省首家创意综合服务
新三板上市企业。2015年， 该公
司立足文化创意产业， 成立全资
子公司湖南拙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致力独有IP新内容创造业务，
全力打造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精
神食粮传承平台。

截至2016年5月， 拙诚已独
占取得了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
（共3册）、《杨度》（共3册）、《张之
洞》（共3册）等文字作品在全球范
围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表
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汇编权
等，全面开辟以“曾国藩”题材为
核心IP的湖湘文化资源产业化经
营战略布局。

由传统形态向多渠道衍生

作为电视购物的一面旗帜，
从现代媒体向现代零售跨界经营
的快乐购自2005年12月成立至
今， 成功培养了一大批忠实观众
和购买群体。2015年1月，该公司
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
为国内首家A股上市的家庭电视
购物企业。

创立10年来， 快乐购一直坚
持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从诚信经营、创新消费、打造
“供给侧”，到坚守商业道德、担负
社会责任、引领行业发展，快乐购
始终以主流媒体担当为己任。

伴随着电视及互联网用户群
体共同成长， 该公司成功打通观
众与用户， 增强广电新媒体的传
播力、 公信力和影响力。 截至
2015年，快乐购已覆盖19个省、3
个直辖市（京、津、渝），197个地级
市，覆盖1.2亿户家庭，会员人数

达800万，其中互联网及移动互联
网端拥有300万会员。2015年，快
乐购实现产值38.2亿元， 同比上
涨7.8%；其移动端发展迅猛，较去
年同期增长96%；《我是大美人》、
《辣妈学院》社交电商平台等新业
务快速成长， 产值较去年同期上
涨126%。

不得不说， 对湖南广告产业
发展而言， 快乐购做出了传统电
视行业转型的有益尝试和行业表
率。

作为媒体强省，“十二五”期
间， 我省媒体单位广告经营收入
占绝对优势地位。2015年媒体单
位广告经营收入共计144.5亿元，
占全省广告经营额的71.7%。广
告企业的数量与经营额稳步上
升，经营范围涵盖了代理、设计、
制作、发布等各个环节，已由单一
经营为主转变成以多种经营为
主，实现了全行业效益的提升。

重点扶持
与产业链培养相结合

记者了解到，2013年以来，

湖南省工商局确定了10家广告企
业作为重点对象予以扶持， 而全
省工商系统累积重点扶持了近
200家广告企业。

2015年4月， 我省向国家工
商总局、 财政部推荐了湖南卫视
的“龙智”广告智能管理系统申报
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项目，获得中央财政900万元资金
支持。

地处大湘西片区的湖南青蓝
传媒有限公司，从其1999年进入
广告行业开始，不断锐意创新，挖
掘技术潜力，积极开拓市场，努力
服务大湘西经济发展， 一直得到
工商部门的关注与支持。2016年
3月，为支持其在灯箱广告科技创
新研发方面的努力， 省工商局特
向省发改委推荐该公司所属湖南
博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型
LED节能环保灯箱项目” 申报
2016年度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专
项资金。目前，青蓝传媒已发展成
为一个集创意策划、媒体推广、媒
介使用、 广告制作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广告传媒公司， 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

“十二五”期间，我省广告产
业链和广告产业集团获得突破性
发展， 广告产业的分散性和弱小
性得到了良好的改观； 城市大型
液晶显示屏广告、电梯广告、社区
广告、 微信广告等形式极大丰富
了广告载体。

打造湖湘广告
“强势媒体，优质公司”队伍

在刚刚印发的《湖南省广告
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上，记
者注意到，“引导形成‘强势媒
体，优质公司’产业格局，增强
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不断
提升广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
展的贡献” 被放在了至关重要
的位置上。

基于此，对我省下一个5年广
告湘军不断充实队伍， 茁壮发展
的目标也逐渐清晰了起来。“十三
五”期间，我省将努力实现广告经
营额、 广告市场主体均增长10%
左右； 全省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比
重达到4%。

此外， 还将在继续充实园区
队伍的基础上， 努力培养更多更
好的龙头企业和中坚力量， 为我
省广告业实现持续发展打下基
础。其中，我省将新建2至4个省级
广告产业园区， 培育10家以上科
技创新广告企业， 培育3至5家主
营或兼营广告企业上市公司；争
取将2家以上的文化企业纳入国
家重点扶持名单， 省重点扶持文
化企业10家以上； 培育国家驰名
商标广告企业1家以上，省著名商
标广告企业20家以上； 新增中国
一级广告企业3-5家； 建设韶山
红色文化公益广告基地和长沙雷
锋精神公益广告基地。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 我省将打造具有国内领
先水平的大型广告集团和媒体
集团，培育一批主业突出、创新
能力强的大型骨干广告企业，
提高其在品牌传播、策划创意、
设计制作、 公共关系、 调查资
讯、互动营销、媒体广告策划与
投放等广告服务及相关专业领
域的国际竞争力与行业影响
力， 着力提升其在该领域的专
业服务能力。

“鼓励有实力的广告企业通
过上市、参股、控股、兼并、收购、
联盟等方式做强做大， 构建股权
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的广告集团，
服务国家自主品牌建设， 提高对
自主品牌传播的综合服务能力，
形成2个以上年广告营业额超10
亿元的广告企业集团。 充分发挥
媒体与广告相互促进的作用，继
续发展和壮大我省媒体广告，打
造1个广告营业额过150亿元，3
个广告营业额过5亿元，5个广告
营业额过1亿元的媒体或媒体集
团。 进一步增加国家一级和二级
广告企业的数量，形成8个以上年
经营额超亿元的骨干广告企业。”
该负责人如是说。

关山初度尘未洗 策马扬鞭再奋蹄
———我省坚持创新引领和融合发展，全力打造广告“湘军”

落户怀化广告产业园的湖南青蓝传媒有限公司，努力服务大湘西经
济发展，迅速成长为集创意策划、媒体推广、媒介使用、广告制作为一体
的大型综合广告传媒公司。

省工商局注重扶持优秀广告企业进军资本市场。2015年， 湖南新财智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顺利登陆新三
板，成为我省首家创意综合服务新三板上市企业。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杨序清 潘忠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