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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with the reform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eform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The refor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major decisions and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is paper aims at dividing the vicissitude cours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system in Hebei province into four stages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reform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in the fu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e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can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develop rapidl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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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改革，广播电视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广播电视体
制改革是广播电视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驱动力，本文旨在以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为
基点，将河北省广播电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进一步分析了改革当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
展对策。以期河北省广播电视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能够捉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京津冀广
播电视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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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省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变迁历程
我国广电体制改革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广电体制改革基本与全国同步[1]。1978 年 12 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改革探索的起步阶段[2]。笔者认为，以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
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为基点，可将河北省广播电视体制变迁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1. 河北省广电体制突破性改革时期(1978~1991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体制开始建立。这一时期，广播
电视业属于国家垄断事业，党和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广播电视业的发
展，文革后已基本处于僵化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着改革的春风，我国广电体制也发生了重大
变革。1978~1991 年，是文化体制所有制的变革与文化市场的建立阶段[3]。河北省广播电视业在文化体
制改革的方向引领下，积极探索广电体制改革，形成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实行既
受上级广电管理部门领导又受同级政府领导的双重管理模式。这一运作模式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管
理的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全省发展广播电视的积极性。

1.2. 河北省广电体制改革系统展开时期(1992~2002)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对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阶段文化产业在改革中迅猛发展，进入了改革的新时期。河北省广播电视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积
极投身改革事业，同时也认识到河北广电业发展的滞后性，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管理体制机制上不
断创新。
这一阶段，河北广电体制改革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完成了省厅机构改革、人员分流和推
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工作；推进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强化了系统教育培训；造就了尖子人才。在管理上确
立了要新闻立台，抓好事业、办好企业，淡化机关和行政色彩，遵循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建立绩效考
核、正负激励和优胜劣汰机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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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河北省广电体制改革实现飞跃时期(2003~2013)
党的十四大以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广播电视开始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向集团化、
股份制、公司制运作模式转变。但河北省的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滞后，直至 2005 年，河北广电
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2007 年 6 月，基本完成县级网络整合，标志着河北省广电体
制改革步入集团化时代。2013 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引领下，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正式挂牌成立，
促进了河北省现代广电市场体系的形成。

1.4. 河北省广电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机遇时期(2014~至今)
2014 年，京津冀一体化作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被提出。因此，河北广电处在十分关键的历史发展机
遇期。为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促进融合发展，整合河北省广播电视资源，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
正式成立了河北广播电视台，由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电视台等机构合并而成。2017 年 7 月 18 日，
河北广电传媒集团注册，于 8 月 16 日正式挂牌成立。
1.4.1.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成立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河北电视台的整合，为河北省广电体制转型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河北广
播电视台组建成立以来，两台整合的“协同效应”初显，全台事业产业发展更趋明朗。
回顾改革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 实施了频率频道竞争上岗，正确的用人导向和新的机制。圆
满完成两台合并后的首轮改革任务，创广电行业整合效率之最。2) 遵循广电媒体发展规律，对频率频道
定位进行了重新调整。节目品质有了新提升，为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积累了经验。3) 将媒体融
合作为转型发展的核心任务，打造了自己的平台、网站、客户端等。另外，频率频道与新媒体的融合和
互动加深，借助新媒体的优势提升影响力。4) 拓展了创收渠道，建立了“节目 + 活动 + 产业 + 广告”
的融合型经营模式。
1.4.2. 河北广电传媒集团的成立
自 2016 年 4 月 19 日河北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后，河北广电积极深化改革，在一年多时间内顺利完
成“两台整合、理顺机制、卫视改革、发展转型和集团组建”等五项重大改革任务，并保持了较快发展
速度。2017 年 8 月 16 日，河北广电传媒集团挂牌成立，致力于打造出具有较强传播力、影响力、公信
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
集团挂牌成立后，河北广电改革进入新阶段，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宣传经营分开，制作播出分离”
指导原则基础上，河北广电传媒集团探索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1) 理顺和激活管理体制，形成事业产业
协同发展，避免台和集团“两张皮”带来的内耗和低效。建立真正企业化管理机制，突破传统机制瓶颈，
释放内部改革发展活力。2) 优化组织架构，科学合理设计组织架构，实现台和集团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
置。3) 构建长效机制，以宣传为龙头确保方向，以产业为支撑提供动力，形成“一体两翼、双轮驱动”
的长效机制。4) 推动转型升级，以“融合化、创业化和资本化”为支点，推动媒体转型升级。

2. 河北省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从河北省广电体制改革的现状来看，近两年有“后发赶超”之势，但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改革落实程度不够，未能在全省范围内落实到位；二是思想不够解放，危
机意识不强，未能抢占改革先机。

2.1. 政事不分，事企不分
政事分开是指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治决定”的供给者，要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具体事务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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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者分开，将政府从一个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经营者变成一个竞争生产的组织者，打破政府提供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经营体制和行政一统的组织体制。政事分开是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的基础，
是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转换过程中的重大变革，也是事业单位增强服务职能的中心环节。
河北省在国家广电体制改革大方针的领导下于 2005 年正式挂牌成立了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但在具体的运营和管理层面没有真正运用市场管理模式，行政、事业、产业的边界不清晰，
关系没理顺，从而造成事业、产业的深度混营。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上午，笔者采访了河北省武安市广播电视台台长，了解到一些县市级广电部门虽
然在形式上将事企分开，但是由于人才缺失、管理不当等诸多因素没有真正做到运用市场管理模式，很
多情况下还是行政工作人员管理企业，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用行政理念管理企业必然是行不通的。而
对于企业来说从单位性质到员工身份都戴着事业的“帽子”，干的是企业的工作，长期的封闭保护，使
这些企业机制不活，竞争力低下。

2.2. 广电事业发展与广电产业经营没有协调发展
广播电视业具有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双重属性，两者应该要协调共同发展[5]。西方国家为了平
衡两者关系建立了双规制，而我国实行单一的广播电视体制。为了发展壮大广播电视业，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改革，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到“集团化”再到“将经营性产业与公益性事
业分类管理、分开运营”使广播电视体制呈良性发展。
改革的初衷是将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壮大和繁荣广播电视业。经过调查了解，河北省在改革当中
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偏重经营产业，电视节目偏娱乐化，迎合低级趣味，忽视广
电事业发展。二是事业、产业没有做到协调发展，反而出现了竞争关系，此类现象在县级台尤为突出。
三是在走集团化道路的同时，个别地区的广电网络公司亏损严重。

2.3. 思想不够解放，理念相对落后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我们要认识到解放思想是改革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河北广电体制必须
坚持改革与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而目前在河北省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呈现出在思想上不够解放，发展理念上相对落后等问
题，导致广播电视节目缺乏创新，出现同质化现象，缺乏拳头产品，市场竞争乏力，致使改革步子和改
革成果总是落后于发达地区。

2.4. 管理机制僵化，导致人才缺失
依然由于没有充分解放思想，致使河北省广播电视业管理机制僵化，首先，不利于引进和培养人才，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想要更好更快发展，必须大量引进和培养人才，而河北广电业管理机制不活
不利于人才的发展，从而阻碍了人才的流入。其次，限制体制外资金的进入。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河北广电事业的发展。

3. 深化河北省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3.1. 优化管理机制，打造人才队伍
广电体制改革面临着观念旧、机制老、利益深、阻力大等诸多障碍。目前，多数台面临严峻生存危
机，可以说各台都有强烈的改革压力，唯一要解决的就是改革动力问题。而对于广电来说，建立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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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管理机制将为广电体制的改革和转型注入动力。
3.1.1. 彻底革新管理机制
充分利用成立集团的契机，对束缚发展的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对综合部门进行整
合，严格定岗定编。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1) 缩减行政人员数量，把力量更多的集中在节目制作和经营
创收方面。2) 压减非业务经费开支，资金是改革中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也是很多改革难以实现的原因，
所以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3) 完善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和决策执行体系，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3.1.2. 全面推行目标考核
制定严格、科学，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目标考核机制。在内容生产和广告创收层面应该加大考
核力度。节目生产按照质和量的考核方式，由主管领导负责对节目把关考核。员工的收入与广告创收情
况相一致，有利于充分调动全员创收意识。各部门也要完善内部的考核机制，建立起适合部门特点、体
现公平公正、能够有效调动人员积极性的考核机制。
3.1.3. 全面实施效绩改革
多数广电部门在绩效方面还依然停留在“吃大锅饭”的阶段，严重阻碍了人员工作积极性，以及人
才潜能的释放。所以要全面深化薪酬效绩改革，打破按资排辈、简单化考核等不合理现象。薪酬效绩要
向一线倾斜、向重点岗位倾斜，真正体现工作价值。

3.2. 推动融合发展，变相“加”为相“融”
广电业之所以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落后的运营思维和经营模式。在传统体
制机制的束缚下，如何通过改革实现“松绑”，如何通过转型实现“复兴”，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笔者在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调研期间发现，河北广电已经非常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
如两台的合并、融媒体新闻中心的组建等。虽然认识到了融合的重要性，但认识更多的停留在技术平台。
融合发展还处于简单的相加阶段，还未实现媒体融合的“化学反应”，根据这一系列问题以下提出几点
建议：
3.2.1. 推进电台电视台实质性合并，健全节目退出机制
关于电台电视台的合并。全国大部分省级台已完成两台的合并工作，但合并还依然停留在表层，出
现了“合而未并”、“合而未整”等问题。目前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已实现电台电视台的合并，应加大力
度推进内部合并的广度和深度，加快媒体的转型升级，抢占改革先机。
节目退出机制方面。其一是频道频率过剩，广电行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过剩的频道
频率进行关停，这样才能避免广电部门的资源成为负担；其二是栏目节目过剩，因缺乏投入产出约束，
各台普遍存在节目缺乏竞争力、退出机制不畅等问题，不少台做节目只解决了目前的养人问题，却带来
了高额的成本。所以各台应加快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转型升级。
3.2.2. 强化融媒体信息传播和整合运营
以融媒体新闻中心的组建、新媒体技术的成熟为契机，打造出融电视、广播、网站、“两微一端”
等为一体的信息传播渠道，以此来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和信息发布。一要创新内部组织结构，建立采编
分离、全媒体生产、多平台运营、多渠道分发的运行机制。二要按照新的业务流程调整机构设置、人员
配备，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大力度改革。
在运营方面也要转变为融合运营，建立多元化、多样化的运营架构，才能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多赢。
无论是在经营体系、经营模式还是经营合作上都应努力实现多元化。“互联网+”就是一种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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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模式，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媒体+”。如“媒体+电商”、“媒体+服务”等等。这种融合发展
模式，能够打造出具有强大实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6]。
3.2.3. 打造融媒体人才队伍
广电业是创新和创意型行业，行业最大的资本就是人力资源，所以说媒体核心优势是人才优势。受
体制机制束缚，缺乏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性和吸引力，“人才空心化”成为广电业的最大危机之一。融媒
体时代的到来，要把培养融媒人才摆在突出位置。通过专题培训、实战演练以及到先进台学习等方式，
推动编辑记者向全媒记者、全媒编辑、全媒管理人才转型。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做好优秀人才引
进储备。切实做到事企分开，真正做到企业化管理，才能避免人才外流。

3.3. 大力发展广电产业，构建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媒体既有事业属性，又有产业属性，其间存在着相互依托且密不可分的内在发展规律，只有做到协
调发展，才能将广电业做大做强。如果僵化的认识“事企分开”，不尊重产业发展规律，那么改革势必
失败。对于改革步伐相对落后的河北广电能否后来居上，最关键的就是加快推进产业发展[7]。
3.3.1. 转变营销路径，创收实现转型
经营和创收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推进经营转型最核心的是提升经营能力。要改变传统思维，创新
营销模式。以河北广电业目前发展态势来看，可以努力探索“广电+服务”营销路径。媒体营销和企业营
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要以消费者或者客户为中心，强化服务意识。要依托电视和广播，进而整合新
媒体、线下活动等资源，为消费者提供多方位、立体式的服务。具体到每个节目在策划初期也要构思营
销策略，形成品牌化节目，将用户打造为节目产品的消费者。
这种营销模式，也同样适用于城市台和县级台。河北省县级台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可以通过这种以
服务为主的经营模式打造社区媒体，致力于做用户、做活动等。
3.3.2. 生产优质内容，节目实现转型
无论行业趋势如何变化，内容为王的理念不会变。而内容也恰是广电业的强势所在，在积极探索改
革的同时，生产优质内容依然是重中之重。首先，要加快制播分离，推动节目制作市场化。不仅仅是节
目制作与播出的分离，要切实做到事业和产业属性本质的分离。其次，要实行市场化运作，使节目制作
实现竞争化。
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独立制片人机制，鼓励创新策划新节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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