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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26;18前，中央电视台所有频道改版中央电视台这轮变革将以新闻频道计划在6月底改版推出为
起始，11月18日之前，所有的频道都要改版调整，部分频道1/3的栏目将被淘汰。大力度的调整和改
版，将推动中央电视台节目质量的全面升级。CCTV-1：增加多档新闻节目，加大监督节目比重，加
大国际新闻信息量，满足观众对新闻权威性、及时性和全面性的多种需求。近期，CCTV-1将增加新
闻播出频次，加强新闻报道量，继续强化以新闻为主的定位。在现有基础上，CCTV-1每天上午、下
午各增加一档20-30分钟的新闻播报节目。此外，作为中国第一新闻栏目的《新闻联播》，也将进行
改版调整，包括进一步完善特约评论员机制，按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制等领域划分，邀
请权威专家担任本台特约评论员，同时减少会议播出比例，增加舆论监督和批评的内容等。《焦点
访谈》栏目也将加大监督节目的比重。同时，《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时长，由年初的3至4分钟增
加到目前的5至8分钟。《新闻30分》中国际新闻的时长超过10分钟。国际报道的题材领域、内容形
态更加多元化，新闻分析、专家解读等深度内容增加，直播、视频（电话）连线等报道形式更加丰
富，对观众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变革后的CCTV-1，在各个时间段均有新闻类栏目，充分发挥了中
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资源优势，汇集全球最新资讯，满足不同观众对新闻的权威性、及时性
和全面性的多种需求。作为中央电视台旗舰频道的CCTV-1，拥有独一无二的高收视率和高覆盖率
，增加新闻播出量后的CCTV-1，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CCTV-新闻：5月27日转为开路传
输，频道收视份额大幅提升；全新改版的频道计划在6月底推出，将进一步提升频道传播力和影响力
。从2009年5月27日开始，没有安装有线电视的观众，特别是广大农村观众，只需要重新搜索一下节
目，就可以轻松收看到以往无法看到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了。CCTV-新闻的传输模式进行了一次
根本性的调整，由原来的加密播出转变为不加密的开路传输。在这一调整后短短两周（5月28日-6月
10日），新闻频道的收视份额大幅提升，环比增长8.48%。目前收视仍在上升。CCTV-新闻是唯一面
向全国的新闻频道，2003年开播以来，新闻频道见证了包括抗击非典，神舟飞天，连宋大陆行，迎
战暴风雪，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所有国家重大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尤其在2008年的抗震救
灾报道中，迅速全面，以全开放直播态的方式记录了这次人类的灾难，赢得了各方的良好赞誉。
CCTV-新闻转为开路传输前，只有使用有线电视网的观众才能收看到新闻频道的节目。CCTV-新闻
改用新的传输方式以后，不仅使用有线电视网的观众，而且那些不使用有线电视网的观众，包括广
大农村的观众，都可以收看到新闻频道。新闻频道为观众提供更快速、更准确、更重要、更全面的
新闻，切实成为广大中国观众了解身边和世界变化的重要窗口。在内容上，CCTV-新闻频道计划在
6月底全新改版。改版着力增强新闻的时效性，加大信息量，加强深度报道，做到新闻资讯最快捷、
最准确、最全面、最丰富。CCTV-新闻改版后，在全天24小时的播出中，每隔15分钟播报"新闻快报

"，全天共增设45档。同时，加强新闻评论，全天各个时段随时加入评论元素。并将打造一档国际时
事评论节目，加大各时段国际新闻播出比重。为了让改版更有成效，CCTV-新闻近期相继召开业界
专家与媒体同行座谈会、观众座谈会，以及对全国近40个城市的观众进行调查，就如何提高CCTV新闻的节目质量、增强新闻时效性等问题集思广益。CCTV-新闻改版是提升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公
信力、影响力、权威性的一次重要契机，本次改版将实现以下突破：一方面要在海量信息基础上进
行有效传播，在深度报道和电视评论方面实现突破；另一方面，要建立全新的作业流程、生产架构
、队伍管理、资源开发应用体系，从机制、思想和理念上实现转变与突破。CCTV-新闻自2003年开
播以来，为增加频道权威性、信息量和影响力，一直在节目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
。2004年，CCTV-新闻两次改版，裁撤了《亚洲报道》等栏目，同时调整了《新闻会客厅》、《国
际观察》的播出时间，以放大优势栏目的收视效果。2006年6月5日，CCTV-新闻以新风格、新节目
、新编排、新标识的全新形象与观众见面，并推出6：00到8：30的综合性资讯节目《朝闻天下》。
2008年3月24日，电视新闻分析和言论性直播节目《新闻1＋1》在CCTV-新闻亮相，播出时间周一至
周五22：00，节目时长30分钟。传输技术上的调整和内容的改版，将进一步提高CCTV-新闻频道的
覆盖力和传播力。CCTV-4、CCTV-9：计划7月20日推出改版，有效提升对外传播的针对性、贴近性
、吸引力和说服力。2009年7月20日，改版后的CCTV-4和CCTV-9将正式播出。改版主要体现在节目
结构、话语体系、表现形式等方面，将有效提升对外传播的针对性、贴近性、吸引力和说服力。其
中，CCTV-4将对频道现有1/3的栏目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乃至淘汰。改版后，CCTV-4将加大新闻信息
量和播出频次，一方面，在现有《今日亚洲》栏目基础上，开办《欧洲新闻》和《美洲新闻》，并
在2010年实现《欧洲新闻》、《美洲新闻》的本土化生产和播出。同时，CCTV-4将调整和压缩对台
节目，通过加强合作、互联网传播等多种形式推进节目入岛。CCTV-9改版将进一步强化新闻的时效
性，加大信息资讯，特别是国际新闻报道方面，将做到对重大事件随时直播。除CCTV-1、4、9、新
闻等频道外，CCTV-2、CCTV-3、CCTV-8、CCTV-10、CCTV-少儿等其他各频道的改版工作也在
有序进行。2008年开始，CCTV-少儿、CCTV-2、CCTV-10、CCTV-12等4个频道就进行了改版，收
视表现良好，极大地提高了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2008年6月1日，CCTV-少儿推出新版节目后，收
视份额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动画栏目整点播出，且收视成绩集体走高。同时，频道非动
画栏目和节目收视成绩均有所提升。自2008年10月27日全新改版以来，CCTV-2通过深度优化节目编
排、力推创新栏目、加强日常栏目策划，获得良好收视效果。一是新推出的栏目《今日观察》、《
咏乐汇》等表现出色；二是常态栏目《为您服务》、《生活》等收视表现良好；三是周末生活益智
栏目《非常61》和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等收视呈攀升态势。CCTV-10于2008年12月29日改
版后，频道的整体布局和编排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实现频道和栏目的"双提升"。《家庭》、《人与
社会》、《科技之光》、《百家讲坛》、《健康之路》等改版调整后的栏目收视表现良好，均高于
上年同期。CCTV-12自2008年12月29日调整改版以来，收视成绩稳步上升。2009年第一季度平均收视
份额达1.26％，其中，《第一线》午间收视表现突出，比改版前的收视率翻了一番；《中国法治报
道》、《大家看法》、《天网》、《道德观察》等组成的栏目群，拉动了晚间黄金时段收视率。以
上多个频道在前一个阶段改版的基础上，下半年将再进行一轮幅度更大的改版调整。2009年11月
18日，正是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黄金资源广告招标大会召开之日，全新改版后的中央电视台各频
道节目资源，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世界杯足球决赛,辽宁日报&nbsp;&nbsp;2018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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