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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应媒体融合发展需要，服务滨州“互联网+”，

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帮助下，经过近两年的建

设，滨州网目前已经快速成长为本地新闻网站中的佼佼

者。在建设互联网舆论阵地的同时，滨州网努力开拓创

新，打造多元化的服务平台，为个人、单位、群体搭建互

通互联的空间。近期，区域电商、校园足球、婚恋平台、

公益寻人等接连上线，一个“互联网+滨州”的平台型媒

体初具规模。

滨州商圈首页截屏

缘来是你首页截屏

单条直播点击量超过146万

滨州网截图

《爱在滨州》MV发布后引
发网友激烈讨论

扫码寻人

在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上，裁判员使
用滨州校园足球网赛事管理系统。

入驻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
公共平台和新华社客户端现场
云直播平台，建设“头条号”“凤
凰号”“熊掌号”等与全国性网络
大平台开展合作,成为滨州互联
网外宣的“桥头堡”

2017年11月24日，滨州日报·滨州网签
约入驻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将
与人民日报及其他签约党媒实现内容、技术
与渠道的全面共享。12月下旬，作为全国党
媒信息公共平台成员，滨州网首次受邀参与
了一年一度的人民日报国内年度十大新闻
评选。

目前，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入驻单位
已经超过150家，滨州网已经在技术上与平
台完成对接，正式启动后，平台将每天抓取
滨州网内容向全国范围内的入驻单位的网
站和手机客户端推送。

除此之外，滨州网与新华社客户端现场
云直播互动，还积极与今日头条、新浪看点、
网易号、凤凰号、企鹅号、熊掌号、百度百家
等寻求合作，目前以上每个平台日均选用滨
州网内容100篇左右，其中社会影响力较大
的今日头条“滨州网”头条号通过滨州网收
录滨州内容20多万条，累计阅读量超过500
万。

滨州网作为滨州日报社旗下的网络
媒体，时刻牢记党媒使命，积极传播“滨
州好声音”，努力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
小康滨州建设营造良好的互联网舆论环
境。

全媒体直播成服务中心工作
的新形式 创造单篇146万点击
量现象级传播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人们已习惯于通
过手机摄取最新鲜的资讯。因此，滨州网顺
应潮流，精心打造互联网直播业务。经过两
年发展，目前滨州网已经成为全市权威主流
舆论宣传阵地，而全媒体直播成为服务党委
政府中心宣传工作的创新形式。

两年以来，滨州网直播系统经历了四次
大幅度升级——从简单的图文直播到手机
短视频的插入，从手机视频现场录制到专业
高清摄录设备直播，从单机定点直播到多机
多点同步直播，目前已形成图、文、音、视、
VR等多形式组合，即时、立体、多元的融媒
体传播格局。

截至目前，滨州网承接了多项大型政
务、商务、公益和节赛活动的直播。第二届
中国古村镇大会、中国家长节、阳信世界音
乐节、魏桥F4粉丝见面会、“最牛教师”王金
战滨州开讲、“顺着黄河去码头”骑行大赛
等活动的直播，吸引了数十万人次观看；自
去年起，滨州网对市“两会”、“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壮大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全市
科学发展现场观摩会、滨州市政协委员接
待日等重大政务活动进行了直播，浏览人
次持续上升，引起市民热议。值得一提的
是，在滨州举行的全国健美操舞大赛山东
赛区的比赛，滨州网直播在两天内点击量
达到惊人的146万，创造了一次现象级传播
案例。

如今，滨州网直播再度升级，滨州网可
实现与新华社APP、今日头条同步直播。很
多重要活动，网友可以分别在滨州网APP的
微直播频道、新华社APP的现场云频道和今
日头条的直播频道中，同时看到滨州网发布
的直播内容。

视频产品展示滨州魅力，《爱
在滨州》MV创造滨州网视频第
一个100000+

当下，从传播内容形式来讲，短视频无
疑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滨州网自2017年成
立视频创作团队，目前已自生产短视频、
MV、宣传片、公益广告等视频200余条，全网
观看量500余万人次。

2016 年 12 月 17 日，滨州网视频团队打
造《爱在滨州》MV，在滨州日报微信公众号
独 家 首 发 ，发 布 当 天 微 信 阅 读 量 达 到
100000+，评论上千条，在市民中取得了良好
的反响，引发全国甚至大批海外滨州人的共
鸣。

滨州网视频旨在最大限度展示滨州魅
力，其中《全域旅游看滨州 书记镇长当导
游》是滨州网2017年春开始的一个新栏目，
在滨州日报图文报道的同时，滨州网负责
拍摄制作了各乡镇的旅游专题片，宣传了
乡镇景区景点，推介了滨州全域旅游。

在滨州重大事件、各大节会上，滨州网
视频团队也表现突出。2017 年的两会，滨
州网推出“两会会客厅”，对代表委员进行
专访，详解市民最关注的民生话题；全国文
明城创建期间，拍摄制作一系列创城短片，
弘扬正气、宣传文明、助力创城。制作的黏
土动画短片创意新颖、造型可爱，传播广
泛；滨州视频制作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培植壮大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系列短片，
通过拍摄 10 个县区工业转型升级，展现了
我市工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取得的阶段性成
绩。滨州港通航、火车通车、中国家长节
……滨州视频用影像记录滨州的同时宣传
滨州、推介滨州。

校园足球网打造校园足球管
理平台 推动校园足球管理信息
化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中国中学生足球锦
标赛在滨州开幕，这是近年来滨州承办的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水平最顶尖的青少年足
球赛。本届大赛用上了滨州校园足球网的
联赛管理系统。

滨州校园足球网是滨州网的子网站，是
为了推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示范区
建设，由滨州市教育局与滨州日报社联合开
发的。网站可以展示特色学校、精彩赛事、
球星风采、最佳球队等内容。联赛管理系统
可以对联赛、球员、球队进行管理；球员注册
系统则可以将全市参与校园足球运动的青
少年的信息形成数据库，监控他们的成长，
为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提供参考。

截至目前，滨州校园足球网已经入驻赛
事6个，入驻学校40所，注册球队219支，注
册球员3376人。

经过几年的时间，我市越来越多学校、
球员以及三级联赛陆续入驻后，网站将生成
滨州校园足球大数据，届时，优秀球员的选
拔、校园足球相关政策的制定将有章可循。
这也是滨州市教育局和滨州日报社联手打
造的校园足球网探索校园足球发展的未来
之路。

政情平台政务“干货”实现
有序聚合，单位入住拥有本地

“微官网”

作为滨州市委宣传部主管的网络媒体，
滨州网聚合了大量互联网信息，政情平台将
政务“干货”进行有序聚合，它既是滨州政务
信息的集纳平台，又是展示窗口。

政情平台按照市委、市政度领导职务和
部门性质将栏目进行清晰划分，每一个领导
和部门的名字都是一个栏目而与之相关信
息都在栏目下实现聚合。

对于各部门而言，政情平台变身“微官
网”，是向滨州市民及时展示工作和形象的
窗口；对于读者而言，政情平台则是能在此
一网读全的综合信息平台。将来，政情平台
将探索实现“网上办事”功能，搭建职能部门
与市民之间的桥梁，让市民办事少跑腿。

县区频道: 最全面、权威、有
用的县区信息，尽在滨州网

滨州网的县区频道，吸纳了各县区尽量
全面的信息。除了滨州日报上刊登的内容，
这里还有来自各县区官方网站、权威微信公
众号、新闻客户端以及国内主流媒体的有关
内容。

将来，滨州网还将利用自己的技术，为
县区内部报刊进行数字化整理，同时也欢迎
各大企业、院校等单位加入进来。

区域电商上线，与市旅发委共
同举办2018“迎新春·滨州特色旅
游商品年货大集”

2018春节到来之际，滨州网联合滨州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举办“迎新春·滨州特色
旅游商品年货大集”活动，大力推广滨州特色
旅游商品，滨州商圈——滨州区域电商平台
扬帆起航。

滨州商圈是滨州网旗下的区域性综合购
物网站，直接对接原产地、各品牌商家，致力
于为广大市民提供放心、实惠的优质产品。

滨州商圈采用先进的国内专业B2B2C多
用户商城系统，可实现便捷、安全申请店铺入
驻和在线交易。滨州商圈专注为滨州本地大
中小型商家提供电商服务和宣传，包括总代
理、原产地、专营店、精品店四大板块，涉及酒
水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服饰类、
特产类等六大行业产品的销售与批发，可满
足各类消费者需求，是真正实现“一站式购
物 ”的区域综合电商平台。

滨
州商圈上线
月余，累计发布优
惠资讯类信息 500 余条，
为滨州万达、滨州银座、滨州万
中等大型商超和中裕食品、阳信亿利源、
香驰天下五谷等品牌商家提供发布最新动态
和推广活动的线上渠道。

与市总工会联合创办“缘来是
你”婚恋平台，做滨州单身男女青
年的“互联网红娘”

“缘来是你”婚恋平台由滨州市总工会、滨
州日报社联合主办，致力于解决滨州市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众多大龄、适龄青年的婚恋
问题。平台要求入住者在滨州市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工作，经过基层工会认证、各级审
核之后方可通过。

截至目前，已经有滨州供电公司、大唐鲁
北、中海沥青、滨化集团、愉悦家纺、滨医附
院、交运集团等10家单位组织单身员工入驻
平台。

滨州市总工会、滨州日报社还将在春节
前举办“跨年·真情告白”交友联谊会，届时经
过半年时间筹备的“缘来是你”婚恋平台将正
式上线。

寻人寻物公益平台首推“扫码
寻人”掀起爱心热潮

滨州网注重公益事业宣传和推广，积极
宣传公益并投身公益，争做滨州的公益媒
体。2017年7月以来，先后上线滨州寻人网、
滨州寻物网两个频道，致力于推动滨州地区
公益寻人、公益寻物事业发展。两个子网站
自正式上线以来，共发布内容300余条，促成
了多个流浪人员找到了家。

滨州网率先推出“扫码寻人”渠道，打通
线上线下渠道，让寻人信息“一键”反馈到网
上。寻人内容被各大媒体、自媒体抓取，影响
力瞬间放大。目前，滨州寻人网已经在百度
搜索中占据“滨州寻人”关键字搜索第一位。
半年来，滨州寻人网与滨州当地车企滨州和
鑫汽车集团组织“温暖回家路”公益寻人送人
活动，开创“专业机构+媒体+社会力量”三方
共同参与公益寻人的合作模式。12月13日，
滨州网全程直播送在外流浪21年的四川女人

周传珍回
家，点击量超
过100000次。

滨州寻物网与本
地媒体、自媒体建立沟通渠
道和合作关系，同步发布本地丢
失物品、宠物、证件等物品，为丢失物品
的人解决燃眉之急，赢得良好社会口碑。

小记者网让滨州中小学生线
下增长社会阅历，线上提高写作、
摄影技能

2017年10月，由滨州日报社、关工委、团
市委和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滨州市小记者团
正式成立。一时间吸引了包括滨州实验学
校、滨城区第一小学、滨城区清怡小学、授田
教育集团等在内的1300多名中小学生报名，
目前保持每周两到三次活动，孩子们增长了
见识，收到家长一致好评。

搭建小记者网，是为中小学生构架便利
丰富的学习、交流、展示、互动空间，通过有意
义的线上线下活动，让大家更好地认知社会、
感悟社会，提高观察生活、记录生活的能力，
培训出一代滨州的全媒体小记者。小记者们
可以将自己的文字、图片、视频作品发布到网
上做展示，家长和老师也能注册登录，与孩子
们互动。

两年时间，滨州网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下正在茁壮成长。立体、多元、全面的传播
能力，会更好地传递党委和政府、群众的声
音。我们将继续保持奋进的姿态，博采众长，
继续拓展功能和服务，真正成为滨州市委、市
政府和滨州人喜欢的滨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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