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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视剧行业竞争态势及十三五发展策略分析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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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我国是电视剧产量大国，自2000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突破10000集开始，平均每年以近
千集的速度持续增长，2012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7000集。2013年电视剧年产量150
00集，较上年减少了2000集，呈理性回落趋势。

虽然2013年电视剧产量理性回落，但电视剧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严重。据统计2013年
卫视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为616部，其中首播的新剧为266部，占播出总量的43%。可以
看出，新剧的播出比例不到一半，这势必会给电视剧生产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266部首播新剧中，独家首播的有174部，占65%。现行制度规定，
一部电视剧同播的电视台不得超过4家，但在总局没有做出任何规定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开
始自发、自觉、自愿地做到了65%的独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播出态势。“一剧一星”是最理想
的播出模式，既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也可以为中国电视剧提供更多的出口。

另外，网络播放平台的力量也越来越被认可。网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以前业内对
网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估计不足，但现在网络播出平台也比以往更趋于理性，如果发展得好，
将来对中国电视剧提供巨大的新的播出空间。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视剧行业竞争态势及十三五发展策略分析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
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
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
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
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
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综述
1.1 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现状
1.1.1 电视剧行业发展规模
（1）电视剧制作机构规模
（2）电视剧申报数量规模
（3）电视剧完成数量规模
1.1.2 电视剧行业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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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剧播放情况
（2）进口剧题材类型
（3）进口剧收视情况
1.1.3 电视剧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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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视剧制作机构高度分散
（4）行业新进入者不断涌现
1.1.4 电视剧行业现存问题解析
（1）行业资本泡沫多
（2）电视剧出口不力
1.1.5 电视剧行业转型升级必要性
1.2 电视剧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2.1 行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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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电视剧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1.3.1 宏观经济因素分析
（1）宏观经济发展情况
（2）宏观经济与电视剧行业相关性
1.3.2 行业消费现状分析
（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析
（2）电视剧消费形式分析
（3）电视剧消费现状评价
1.3.3 行业技术现状分析
（1）广播电视传输技术分析
（2）数字电视技术发展分析
第二章 全媒体时代电视剧转型升级分析
2.1 全媒体时代电视剧产业链
2.1.1 全媒体电视剧产业链简介
2.1.2 全媒体电视剧产业链上游
（1）全媒体时代电视剧的创作
（2）全媒体时代电视剧的制作
2.1.3 全媒体电视剧产业链下游
（1）全媒体时代电视剧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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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媒体时代电视剧的营销
（3）全媒体时代电视剧收看特征
2.2 全媒体时代电视剧价值链
2.2.1 全媒体电视剧价值链构成
2.2.2 全媒体电视剧盈利模式转变
2.3 全媒体时代电视剧市场格局
2.3.1 全媒体电视剧制作格局
（1）电视剧制作主体多元化
（2）电视剧制作流程更加开放
（3）电视剧跨媒体制作更加频繁
2.3.2 全媒体电视剧收视格局
（1）电视剧播出平台竞争更加激烈
（2）播出平台差异化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3）电视剧参与式收看更加普遍
（4）电视剧社会化收看成为潮流
（5）电视剧收看终端的融合化
2.4 全媒体时代电视剧创新策略
2.4.1 内容为王，打造电视剧精品
2.4.2 电视剧制播模式多样化发展
2.4.3 提高编剧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的地位
第三章 国外电视剧行业转型升级与经验借鉴
3.1 全球电视剧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3.1.1 全球电视剧发展概况
（1）全球所有节目类型
（2）全球人均收视时间
（3）全球电视剧竞争格局
3.1.2 全球电视剧转型趋势
3.2 美国电视剧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3.2.1 美国电视剧行业概况
3.2.2 美国电视剧产业链的转变
3.2.3 美国电视剧盈利模式转变
3.2.4 美国电视剧创作的转型升级
3.3 韩国电视剧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3.3.1 韩国电视剧行业概况
3.3.2 韩剧类型与播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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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韩国电视剧创作的转型升级
3.4 日本电视剧行业转型升级分析
3.4.1 日本电视剧行业概况
3.4.2 日本电视剧播放模式分析
3.4.3 日本电视剧创作的转型升级
3.5 国外电视剧转型升级经验借鉴
3.5.1 电视剧投资规模经验借鉴
3.5.2 电视剧编剧地位经验借鉴
3.5.3 电视剧制播模式经验借鉴
3.5.4 电视剧文化折扣度经验借鉴
3.5.5 电视剧产业链延伸经验借鉴
第四章 中国电视剧制播体制转型升级与实践
4.1 电视剧制播体制转变概况
4.1.1 制播合一
4.1.2 制播分离
4.1.3 制播合作
4.2 电视剧制播分离实践分析
4.2.1 制播分离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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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播合作的周播剧
4.3.3 制播合作的前景展望
第五章 中国电视剧创作转型升级与案例分析
5.1 电视剧创作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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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当前电视剧主要题材
5.1.2 当前电视剧题材特征
5.2 电视剧美学风格转型
5.2.1 电视剧理念的平民化
5.2.2 电视剧风格的娱乐化
5.2.3 电视剧内容的纪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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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定制剧发展概况
5.3.2 定制剧成功案例
5.3.3 定制剧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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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好家伙》美剧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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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剧”模式表现
5.4.3 《龙门镖局》美剧模式分析
（1）电视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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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视剧创作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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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视剧创作特征
5.5.4 《木府风云》
（1）电视剧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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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视剧创作特征
（3）电视剧创作经验总结
5.5.5 《誓言今生》
（1）电视剧简介
（2）电视剧创作特征
（3）电视剧创作经验总结
第六章 中国电视剧营销转型升级与案例分析
6.1 电视剧播出模式转型升级分析
6.1.1 台网同步播出
6.1.2 先网后台播出
6.1.3 网络独家播出
6.2 电视剧海外传播转型升级分析
6.2.1 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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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断刺》 差异化营销
（1）电视剧营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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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视剧营销模式
6.4.3 《步步惊心》 病毒式营销
（1）电视剧营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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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视剧营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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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网络电视剧观众结构
（1）性别结构
（2）学历结构
（3）年龄结构
7.1.3 网民最关注电视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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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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