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市直单位 2016 年度创新创优项目
申请验收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2016 年 12 月 25 日

项目名称

以 G20 为契机，打响“韵味杭州”外宣品牌

实施时间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

1.强化主导。在中央和省、市的领导支持下，以宣传部门的
强势主导，统筹整合各领域、各层面的外宣资源，形成联动推进
的大外宣格局。
2.突出主线。以“韵味杭州”的鲜明主线，串联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外宣活动，推出“杭州向世界问好”等 30 余个外宣
活动。精心制作 20 个“杭州故事”视频短片，点击量达 6677.6
万次。组织摄制系列城市宣传片，在央视、BBC 等主流媒体播出。
3.抓住主流。以中外主流媒体为依托，建立集中供稿中心，
设计倒计时 100 天、30 天、10 天等重要时间节点，形成多轮宣
项目实施 传高潮。国内主流媒体刊发报道 16 万余篇，路透社等 150 多家
情
况 境外主流媒体刊发报道 3.6 万余篇。
4.围绕主题。以印证 G20 杭州峰会的会议主题和展示“韵味
杭州”的主线，首次实施采访线工程，精心设计了 8 条场外采访
线路。峰会期间，共接待 13 个批次的场外采访。
5.利用主场。借助新闻中心这个主场外宣平台，创新性地推
出外媒预约采访一条龙、新闻发布会采访一体化服务，使新闻中
心成为宣传杭州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6.动员主体。充分发挥市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和利用民间外
宣资源，创作了《杭州映像诗》等主题宣传片、歌曲等，有效传
播了“韵味杭州”城市外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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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点
（创优点、
突破点）
（B2：项目
匹配程度、
规范程度和
优化程度)

1.理念创新。借鉴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主动进行议题设置，
将“韵味杭州”设为外宣主题和形象标识，具化了城市形象，激
发了受众的认同和共鸣。
2.平台创新。把建好新闻中心作为展示城市国际形象的重要
平台。在硬件建设上，植入杭州特色；在专业服务上，主动对接
媒体需求，成功开展了一场用“杭州故事”唱出“中国好声音”
的国际传播战役。
3.渠道创新。创新对外宣传渠道，激活民间外宣资源，形成
大外宣格局。如，市民程方、程晓拍摄了 8 分钟的《杭州映像诗》
宣传片，其全球播放量突破 1800 万次。又如，借助海外侨胞力
量，举办“韵味杭州”全球行活动，以侨胞影响力助力杭州形象
国际传播。
4.要素创新。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加强定向宣传，扩大
杭州国际影响力。如，借助新华社脸谱账号，直播西湖音乐喷泉，
吸引海外受众点击称赞达 1.5 万人次。制作城市宣传片在 BBC 电
视台和官网推送，收看量达 440 万次。另外，通过“杭州发布”
等微政务平台，进行滴灌式传播，助推“韵味杭州”深入人心。
5.机制创新。坚持全流程和专业化，优化外媒采访服务，引
导境内外媒体正面传播杭州国际形象。如，在峰会期间，开发手
机端“新闻中心”，为记者提供 24 小时信息服务。
财政

总经费
经费投入 （ 万 元 ）：
1973

1973

上级

总经费中用于项目
课题支出：

自筹
确定陈述
□陈述
方
式

□不陈述

（本栏只需选填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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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
明的问题
（ 带* 的为
必填项，未
带* 的为选
填 项 ， 1-7
项总字数不
超 过 3000
字）

*1．该项目的实施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遇到了哪些困难
和阻力？
一是解决了外宣工作的顶层设计问题。加强和提升杭州城
市的国际形象，需要统一的城市对外宣传标识。我部以 G20 峰
会为契机，策划和确立以“韵味杭州”为外宣品牌标识，大大
提升了杭州城市的国际标识度，并以此统摄和推进相关城市外
宣项目实施。
二是解决了外宣工作的品牌打造问题。围绕打造“韵味杭
州”外宣品牌，进行品牌的整体塑造和传播，同时推出新闻中
心项目、场外采访线项目、
“杭州故事”传播、
“韵味杭州”外
宣品等一批国际传播品牌项目，持续以品牌集聚优势、扩大影
响，发挥品牌的集合效应。
三是解决了外宣工作的路径选择问题。在打造“韵味杭州”
目标的牵引下，坚持全区域协同，把内外宣有机统一起来，推
进城市形象宣传全区域覆盖；坚持全要素传播，加强新媒体的
定点传播、精准推送，有效扩大了宣传引导覆盖面；坚持全链
条宣传，做到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加
大对杭州形象的国际宣传。
困难和阻力：一是打造“韵味杭州”城市外宣品牌，需要
借助中央和省级媒体资源，整合全市外宣资源，在实际工作中
统筹资源、形成合力很难；二是加强城市国际形象宣传，既需
要依托传统媒体，又需要借助新媒体；既需要境外媒体的推广，
又需要境内媒体的二次传播，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传播渠道的和
声很难；三是西方媒体、西方民众对杭州认知相当不足，引导
他们对杭州进行客观报道很难。为此，我部坚持改革创新，着
力破解了存在问题。
*2．该项目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打算如何解决？
一是海外国际传播落地问题。市级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总
体不足，杭州新闻信息产品的海外覆盖和落地水平总体不高。
将借助新华社等央媒，与国外主流媒体建立合作机制，以开设
杭州专版等方式，加大“杭州声音”
“杭州故事”的海外报道力
度，推动对外传播的海外落地。
二是外媒服务机制建设问题。境外媒体在我国驻点集中在
北京、上海，如何创设平台机制，与驻京、驻沪的境外记者建
立稳定的工作联系，是需要突破解决的重要问题。将积极争取
外交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围绕打造“韵味杭州”外宣
品牌，定期策划开展主题邀访活动，逐步与驻京、驻沪外媒建
立起稳定的联络关系。
三是对外传播理论研究问题。杭州国际形象宣传主要面向
国际主流社会，需要针对受众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分析借
鉴国际城市在城市形象宣传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将与浙江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后峰会时期杭州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研究，不断提升对外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3．该项目在全国或全省相关领域内的创新创优程度如何？
一是城市曝光率全国前列。以 G20 峰会为契机，加大“韵
味杭州”城市形象宣传，杭州在国际、国内主流媒体的曝光率
处于全国前列。如，路透社、俄新社等 150 多家境外主流媒体
以及主要网站在 G20 峰会期间刊发报道 3.6 万余篇。中央和省、
市主流媒体刊发报道 16 万余篇。根据省委宣传部发布的《浙江
全球媒体形象报告》显示，G20 峰会成功举办，让杭州在全球
媒体中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引爆全球关注。
二是外宣策划能力全国前列。围绕打造“韵味杭州”外宣
品牌，加强议题设置和宣传策划，先后推出了“美丽杭州”全
球行、“杭州向世界问好”等 30 余个外宣活动。精心制作 20
个“杭州故事”系列视频短片，在腾讯等平台密集推送，点击
率达 6677.6 万次。
三是外媒服务水平全国领先。为了引导境外媒体正面传播
杭州形象、客观报道 G20 峰会，专门组建媒体记者接待服务保
障领导小组，并建立工作专班，精心服务保障来自 76 个国家和
地区 580 家媒体机构的 4000 多名记者。同时，策划推出 8 条场
外采访线路。法新社、德国法兰克福报等媒体机构的记者表示，
采访安排合理、内容丰富，为报道峰会、报道中国和杭州提供
了丰富素材。
四是峰会新闻中心全球领先。为了加强主场外宣、全面展
示“韵味杭州”，建成总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的峰会新闻中心，
内设 15 个功能区，实现 24 小时高效运作。峰会期间，累计接
待记者 28000 人次。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评价，这是历届 G20
峰会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运维最到位的新闻中心。

*4．哪些群体从该项目中受益？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城市受益。以 G20 峰会为契机，打响“韵味杭州”城
市外宣品牌，极大提升了杭州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如英国
BBC、西班牙《国家报》、德国《明镜》周刊等外媒报道认为，
这次峰会展示了“中国发展最快的历史名城”
，进一步提升了中
国的国际形象。
二是市民受益。打响“韵味杭州”城市外宣品牌，唤起了
广大市民的自豪感，激发了市民创新创业、建设“美丽杭州”
的热情。同时，有效拓展了市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市民的国
际素养。
三是企业受益。杭州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美誉度提升，为在
杭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国际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
将阿里巴巴、梦想小镇等企业或产业园纳入 G20 峰会场外采访
线，接受境内外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快速提升了这些企业的
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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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否对该项目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作一具体分析？
以 G20 峰会为契机的杭州城市形象宣传是峰会宣传的重要
内容，我部在经费投入上较为有限。该项目的产出体现在：
一是政治效益。城市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引导全
球媒体聚焦杭州，展示杭州具有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以此展现了中国进步发展的国家形象，为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
识中国发展前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留下了鲜明的杭州印记。
二是社会效益。通过打响“韵味杭州”外宣品牌，引导境
内外媒体记者聚焦杭州、传播杭州，极大提升了杭州城市的国
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了城市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6．如该项目是持续运行的，请说明持续运行的保障措施：
一是组织保障。继续坚持大外宣的领导机制，发挥市有关
部门和区、县（市）的积极作用，整合市内外优势外宣资源，
形成对外宣传合力，确保项目扎实推进。
二是机制保障。积极把握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形态对
项目建设的影响，把互联网思维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更新工
作理念、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提升项目建设的实效。
三是资金保障。确保专项资金只增不减，同时参考兄弟城
市做法，以项目为单位，邀请市有关单位共同出资，为项目推
进提供资金保障。
四是项目保障。坚持以项目为牵引，推动形成符合全市外
宣整体战略、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品牌项目强力支撑的对外
宣传网络体系，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壮大国际传播能力。
7．该项目完成后在全国或全省推广和受表彰的情况：
一是领导高度评价。9 月 6 日上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
书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宣
传系统精心组织，着力创新，全面充分报道了大会情况，聚焦
主题，向世界生动宣传了中国经济，宣传了浙江和杭州，留下
了中国印迹。省委书记夏宝龙，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一德对
峰会宣传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被
评为全省服务保障 G20 峰会先进单位，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二是媒体普遍赞誉。人民日报、新华社、浙江日报等中央
和省、市主流媒体在峰会召开期间开设专题专栏专版，对峰会
新闻中心运维、媒体记者接待、场外采访线等峰会宣传工作给
予普遍赞誉。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法国总统府新闻官、俄罗斯
总统通讯先遣团等专门致电，对媒体服务工作表达谢意。峰会
期间，共收到各类媒体及嘉宾的感谢信达 141 封。
三是国际充分认可。外媒报道认为，这次峰会展示了“中
国发展最快的历史名城”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省委
宣传部发布的《浙江全球媒体形象报告》称，G20 峰会的成功
举办，让杭州在全球媒体中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引爆全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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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体现参与单位对该项目关联度和贡献度的内容：
（联合创新项目每家单位控制在 800 字以内）

单位负责人：杨志毅

项目联系人:龚志南

联系电话: 8525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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