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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 

2014 年 11 月 6 日，中信证券研究部传媒组组织《华策影视综艺节目板块战略布局以及

电影业务布局》投资者交流会，出席交流有公司副总杜昉先生、首席战略官王丛先生以及华

策影视北京分公司负责人。会议纪要如下： 

纪要：

一、公司 1-10 月工作回顾 

公司首席战略官王丛先生简要回顾公司在 2014 年前 10 个月内，主要取得的三方面成

绩。首先，在互联化方面，公司与互联网巨头形成股权与战略方面结盟关系。其次，在内容

升级方面，电视剧业务占到市场 Top10 排名份额中的 50%；在电影方面，投资项目累计票

房超过 10 亿元；在综艺节目方面，延揽到以杜昉先生为领军的节目团队；在新媒体渠道方

面，公司控股成立华策爱奇艺合资控股。第三，在国际化方面，参股韩国领先电影公司 New。 

二：节目制作与新媒体业务展望分享 

接下来，公司副总杜昉进行公司节目制作与新媒体业务展望分享。杜昉先生先回顾自己

从业历程，并说明了自己加入华策缘由：他认为，华策是中国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化传媒集团

公司，通过比较 Sony Picture 与 Disney，认为国际化传媒集团的业务内容构成应该是面向

新媒体的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三位一体。 

公司目前在电视剧业务方面，与克顿整合，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本土市场的第一；华策

北京分公司主要负责电影业务，延揽了郭敬明、汪远等人才；而自己加盟华策，主要将主导

公司综艺节目业务，开启华策新的增长引擎。华策追求顶级节目制作团队，目前已经形成了

三个团队。杜先生认为，自己主导制作的《中国好声音》，不仅在于节目取得成功，更在于

开启综艺节目制播分离、对赌分成，打开节目市场潘多拉魔盒，影响行业格局。 

通过比较市场上竞争对手，杜昉先生认为，华策在节目上具有四方面优势：第一，在执

行方面，云集顶级一流节目团队；在经验方面，拥有体制内、外经验；第三，在资源协同方

面，拥有华策内容平台协同与支撑；第四，在营销整合方面，参股合润。除此之外，华策天

然具有新媒体基因。杜昉先生指出，他在酷 6 时候，就进行了很多跨界与 App 方面的探索，

来到华策后也引进了技术团队。从 2015 年栏目规划来看，公司在新媒体栏目与网剧方面，

有望超过 10 档；在电视台有望超过 5 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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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影业务布局 

在电影方面，华策希望成为“中国华纳”。公司目前已经具备不同类型的电影准备项目

储备，超过 15 部之多。公司电影产品，定位为青春类、国际化、悬疑类以及华策大家庭 IP。 

 

交流问答环节： 

Q1：对综艺节目产业链，杜先生认为哪个环节最重要？目前火热综艺节目市场是否出

现投资泡沫？ 

A1：我认为内容生产最重要。内容生产最重要的是节目与人的本身。节目趋势判断很重

要，专业的人判断专业的事。做得好，才能卖得好。综艺栏目能否产生更好效益，不要谈产

业链，先谈节目是否好。 

综艺节目市场，从 2012 年刚刚市场化开始。从制播分离对内容产业推进来看，首先是

电影产业，基本在 15 年前；然后是电视剧产业，比电影晚约 10 年；2012 年、2013 年，综

艺节目市场化刚开始。从荷兰来看，当地首富是做综艺节目的。所以说，中国综艺市场，才

刚刚开始。 

Q2：如何评估综艺节目的 IP模式与研发、创新？此外新媒体栏目在百度上将如何推广？

我们看到栏目成功与渠道结合很重要，为什么华策选择与山东卫视合作？ 

A2：内容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对先进模式引进，本身就是创新。类似的，好多

全球新栏目模式，在单一民族国家，比如荷兰、挪威、英国等先取得成功，然后在美国、德

国等风靡。对他们引进，主要还是依靠你的嗅觉与本土结合。 

我们在新媒体方面，与爱奇艺合作，当然看好爱奇艺。此后，公司还将与百度展开很多

业务板块的合作，来对新媒体栏目进行推广。 

Q3：我们知道杜先生在新媒体公司酷 6 时对公司成长与市值贡献比较明显；现在来到

华策，开启与领军华策新的引擎，根据刚才对综艺节目在新媒体与电视台的规划，能否讲讲

这些栏目的具体计划，你们自身的期望，以及对公司 2015 年业绩的贡献？ 

A3：应该来说，我们希望自身做到综艺栏目第一。根据规划，我们每一档栏目都很重要，

需要同步推进。在新媒体栏目，我们非常考虑网络特点与节目结合。新媒体就 6 个字：参与、

互动与分享。关于财务期待，公司一定会对我们有较高的考核要求。 

Q4：我们看到综艺节目，由三个团队主体构成，但这些主体股权关系不一样，是否能

够形成合力？ 

A4：华策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充分授权。我是这方面业务负责人。尽管在综艺制作方面，

我们有三个团队，但整个大脑是节目与新媒体事业群。在栏目营销方面，我们一定找市场最

好的团队；如果在同等条件下，我们自己参股营销也会是优先选择。渠道方面也是也一样。 

Q5：目前政策方面对内容审核的严厉程度上升，公司的节目是否合适？公司当前的盈

利模式如何，是广告还是分成？ 

A5：政策面是华策最强的地方，内容的安全性风险不大。视频网站的监管目前主要针对

的是引进剧，将大大缩小海外电影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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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杜先生为什么选择加入华策？会在公司呆多久？ 

A6：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想打造一个“国际化一流传媒集团公司”，华策

影视给予了我以充分的业务授权，让我开拓新的业务板块，这是我选择华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我个人也与华策有着相当深的渊源。 

Q7：公司如何看待网剧，什么时候高制作网剧能够覆盖成本？ 

A7：超级网剧诞生，如同超级栏目诞生，会很快。网剧不等同低制作。高制作网剧覆盖

成本，我们认为 2015 年就可能看到。 

Q8：公司与百度、爱奇艺合作模式具体如何？是电视剧会优先售卖给它们吗？ 

A8：公司希望把 Himedia 做成全网开放新媒体内容平台。 

Q9：如何看待综艺节目中边看边买？你们也打算这样尝试吗？ 

A9：我个人认为综艺节目边看边买的商业模式，值得商榷。我们看一个节目，需要全身

心投入，只有节目好，才有节目产业链。我们做节目，会以用户体验、观感第一为出发点。

当然，我们在立足第一出发点，会考虑节目衍生开发的 O2O。 

Q10：公司将如何平衡引进与利用大数据进行节目模式创新？ 

A10: 我们会努力进行节目模式的原创。当然，如果有好的模式，我们也会引进，毕竟

成功商业模式，也是规律。我们在模式创新方面，会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但大数据本身不

能取代创新。创新与规律是相辅相成的。 

Q11：网播剧发展势不可挡，公司推出节目、剧具备哪些特点，效果在网络平台上是否

会比电视台好？你们对即将推出的栏目，担心成功吗？ 

A11：内容在网络已经超过电视台需求。我们根据市场需求来制作自己栏目。我们不担

心我们推出栏目，因为我们有实力强大的优秀团队。 

Q12：如何看待公司的电影业务发展？ 

A12：我们的电影业务按三年进行规划，预期将达到一定规模。应该看到我们电影业务

2014 年已经开始发力，进展比我们预期快。 

Q13：如何看待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电影公司业绩与行业的背离？华策从事电影将

会怎样做？ 

A13：从世界范围看，电影做大的公司，是以发行为主、需求内容策应的公司。华策有

别于其它公司，我们定位于成为“以发行为龙头、制作为优势”的电影公司。 

Q14：公司在电影业务发行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A14：过去中国电影市场，刚开始是国有发行、地区分割。后来逐步过渡到全国一体，

地面推广发行模式。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华策发行模式：自己片子主打，互联网平台推动，

地推为补充。公司将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产品预售，而不是单纯依赖人海战术，实行精准营

销与地面推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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