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海外市场 

影视传媒版权管理的壮大之路 

刘星 

【摘要】经过多年经营，影视传媒的版权管理从无到有，打下良好基础，但要实现更高阶段的 

“走出去”，需要影视传媒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通过 “一看二做三运营”，走出当前 

困境，缩小与国外影视的差距。 

【关键词】版权 ；传媒 ；“走出去” 

近年来，一股 “知识产权热” 

席卷大江南北 ，传媒圈内言必称 

“IP”，三 句话不离 “版权”，明 

星 IP、优质 IP更成为影视传媒 

抢夺、囤积 的热 门资源。但 IP 
一 直以来是 “墙内开花墙内香 ， 

国内市场 “高烧不退”，海外市 

场少人问津，除了国内少数资本 

大鳄兴起些许风浪外，大部分影 

视传媒都难有所作为。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影视 

传媒的版权管理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版 

权管理的更高阶段是要从国内 

走出去 ，从竞争的 “红海 中走 

出去，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参与 

国际竞争 ，这是国内影视传媒版 

权管理的壮大之路。 

一  影视传媒布局海外 
市场的必要性 

(一 )提升国家软实力 

大国崛起，不光需要国家政 

治、经济的强大，也需要国家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影视传媒作为 

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应责无旁贷，敢为人先，担当 

起实现 “中国梦”的重担。影视 

传媒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必须走 

出国门，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喜 

欢。近年来 ，随着 “走出去 战 

略的深入开展，国家文化软实力 

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从整体来 

看 ，我们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上才 

刚刚起步 ，还是国际文化传播领 

域的 “小学生”。我国对外文化 

贸易逆差仍然很大，需要制作并 

输 出更多更好的版权内容来缩 

小差距 。 

(二 )参与国际竞争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随之而 

来的将是文化领域的短兵相接， 

国内传媒愿不愿意，迟早都将走 

向与世界传媒巨头角力的主战 

场。与其被动应战，不如主动出 

击，特别是国内一些具备一定综 

合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传媒机 

构，应眼光向外，瞄准海外市场， 

尽早布局，大力拓展版权营销的 

海外市场，提升竞争力。新型媒 

体集团的 “新”是用新的思维， 

打造新的产品，开拓新的市场， 

特别是国际市场。 

二、当前影视传媒海外 
市场布局现状 

在国家文化 “走出去 战略 

驱动下 ，结合自身发展需要 ，国 

内不少影视传媒纷纷进 军海外 

市场 ，虽然取得了～定成绩 ，但 

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还存在如下 

几个 “短板”： 

1．规模小。版权输出数量少， 

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以电视剧为 

例 ，近年来我国生产的电视剧高 

达万集，除 《甄媛传》《琅琊榜》 

等出口海外市场 ，其他能走出国 

门的寥寥无几。纪录片原本是走 

向国际市场最好的版权产品，尽 

管有 舌尖上的中国 等精品笑 

傲江湖，但远没有形成规模。国 

内 电影更是无法与欧美大片相 

提并论，即便在国内票房、口 

牌不错的 电影也很难走上奥斯 

卡等国际大舞台。《金陵十三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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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同途 一九四二》等在北 

姜 场遭遇 r票窗 “滑铁卢 就 

是最好的证明。 

2．范围窄．．一是版权营销地 

域窄，国内影视怍品的海外营 

销市场大 多以港澳台、东南亚或 

是韩国、 日本为主，能够登陆欧 

美主流市场的不 多。湖南卫视王 

牌综芝节 目 我是歌手》《爸爸 

去哪 儿》《 年级 等节 目的主 

要发行地还是台湾、香港地区以 

及新加坡、马来两亚等国，国内 

最早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 的综 

艺节目 《挑战麦克风 节目模式 

也只销售到了泰国。二是营销受 

众范围窄 ，受众面主体为海外华 

人，难以琶堂人室进入欧美主流 

家庭。像 步步惊心 《何 以笙 

箫默》这样的电视剧也只是在东 

南亚华人中取得良好 口碑 ，《甄 

嫒传》虽然落户美国，但也只是 

在美国的华人电视台播出。 

3．渠道少 国内的影视作品 

蜀限于单一 作品的播映权售卖 

上，在 IPTV、OTT等新媒体的 

营销以及频道的整体经营、广 

告经营上还缺少相应的渠道。近 

年来，国内广播电}见传媒过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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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节日模式的引进，导致原创乏 

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目少 

之 又少，节目模式的输出与输人 

逆蔓大，在巨大的节目模式交易 

市场t更难有作为。 

三、影视传媒如何布局 

海外市场 
营fj订路漫漫，但影视传媒 

等 化企业走⋯国门、布局海外 

m场，终究是人势所趋。如何走 

{̈当前的闹境 ，缩短差距，实现 

“逆蓑 、笔者认为可归纳 为 “一 

看■做 运营 。 

(一 )“看”：看清形势，制 

定战略 

布局海外市场，可制定分步 

走的战略，一些实力平平的影 

砚传媒 i】．以先把 目标定在港澳 

台地区，冉伺机向东南亚市场进 

军。国 领先的省级卫视以及一 

些 人型民营影视公司可 以 借 

强 大的制作能 力和营销能 力主 

攻欧美l 历。最近，湖南台带lJ定 

并颁布 r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若 

干意 ，这是指导电视湘军未 

来竞争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特别 

指 “把握欧美市场新兴媒体 

．．出口海外的影视作品 

发展机遇，对接全球搜索、现频、 

交等互联网平台，影响更r一泛 

华人群体”，并提出了在美国没 

立硅谷工作站等具体措施。 

(二 )“做”：打造精品，“智 

造”爆款 
一 方面 ，立足下中国文化题 

材，越是民族的才越具有1廿： 

性 ；另一方面，根据海外观众的 

喜好，创新表现形式。 

在制作流程上 ，精心 “智造”， 

把 影视精品提升到 “现象级 ， 

再从 “现象级”提升到 “爆款”。 

存思维方式上，彻底转变 

念，把影视作品转 变为影 

品，最终变成打开海外市场的影 

视商品。 

(三 )“运营 ”：内部整合， 

外部借力 

版权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版 

权运营服 务，制作了 “现象级” 

内容 ，甚至 “爆款”产品 ，还远 

远不够，应做好运营这篇 大 

童。 

1．内部整合 

影视传媒内部首先要有统 一 

的版权运营机构。以上海f ‘播 

电视台为例，以前 SMG在版权 

一～ 



运营 上址口皿出击，n岸传播、 

西 通以及旗下子公司部可以 

进 行节 目内容开 发。2014年， 

SMG进 行了 大 _]阔 斧的改 革， 

将 版权 中心 与媒资管理中心两 

个部rJ合并，成立 r版权资产 

中心．制定 “集中归属、统一 

管理、归口经营”的十二字方钊‘， 

将 版权运营统一归口授权给旗 

下的 “岸传播有限公司。目前， 

SMG已进人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市场 ，远远走在了国内省级 

卫视海外版权销售前歹【Jo 

笔者 曾去 香港 TVB考 察， 

作为在两岸 地都顿具影响力 

的媒体，其海外版权营销的触 

角已达 界 地。旗下的 TVBI 

(电视广播国际公司)专1'5从事 

海外市场营销 ，在海外市场的 

业 务发展相当成熟，不仅仅是 

单 一节 日的售卖 ，也有整体步贡 

道的落地等等 通过各种方式、 

渠道将 TVB优顷的电视剧、综 

艺节 目送达全球用户。 

影视传媒企业要 “走出去”， 

第一步是整合内部 力量，完善 

卡u建 没统 一的版权 营销部 门， 

与其四嘶出击，不如握指成拳， 

集中优势力量。 

2．外部借力 

借 力政 策。国家在提 高 文 

化软实 力以及文化企业 “走 出 

去 上制定了许多方针政策，借 

助国家力量能少走弯路。早在 

2007年 、商 务部、中宣部、 财 

政部等部委就曾联合发文对 “年 

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和“年 

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进行 

申报 认定。有实 力的影 视传媒 

▲湖南卫视出口海外的综艺节目 

企业应发力 “挤”进政策的 “班牟”，挟得 家行业主管部 的帮助， 

加大对文化山 口重点项 目的扶持力度。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宣部、广电总局等二十 多个部委发布了 《深人实施国家矢u识产权 

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明确提出要采取 多种办法 ，为企业 

“走出去 提供专业眼务。同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对外 

文化贸易的意见》，要求政府部 】转变思路 ，从过去的文化 “送出去” 

向文化 “卖出去 转变。影视传媒可借此东风，通过政府搭建的公 

共服 务平台，拓宽贸易渠道，降低海外版权交易成本。借助国家部 

委对外丈化交流、文化贸易的政策优势 ，在财政 补贴、税费征收、 

金融服务等方面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进一步加快 “走出去”的步伐。 

借力资本。以往，国内影视传媒 多以单 ‘的版权节目去拓展海 

外市场，这种模式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也很难有大的作为。现存， 

国内许多资本大鳄纷纷利用资本利器向文化领域进军。2012年，_人 

连万达集团并购美国院线 AMC：2016年初，又以 35亿美元收购美 

国传奇影业公司，这是迄 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大 桩文化并购。 

万达运用资本力量在海外开疆拓土，给国内影视传媒提供了一条登 

陆海外市场新的路径 ，即通过收购、参股、合资7 至上市的方式在 

海外融资，以资本运营带动产品出口。近年来，得海派文,f14之先的 

上海广播 电视台与国际著名的电视机构 BBC、NBS、MBC等开展 

资本合作，在影视节目制作、影视作品内容交易领域动作步币顿。未来， 

国内大型影视传媒以资本为纽带与国外传媒强强联手，不断提高文 

化产品跨国经营能力，打造文化企业航母，抢滩国际市场，不失为 

一 条文化 “走出去”的捷径。 

(作者单位 ：湖南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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