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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音像解释为录音和录像。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音像行业发展态势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共八章。首先

介绍了音像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音像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音像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

，然后介绍了音像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音像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

了音像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音像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音像行业，

本报告是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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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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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传统音像业数字化转型机遇

6.3.4 传统音像出版社数字化转型举措

（1）跨媒体合作

（2）注重平台建设

（3）注重渠道创新

（4）多元化经营

6.3.5 音像出版社数字出版转型建议

6.4 音像全媒体出版及案例分析

6.4.1 全媒体出版的解读

（1）全媒体出版概念及界定

（2）全媒体出版产业链

6.4.2 全媒体出版是必然趋势

6.4.3 中国全媒体出版产业规模



6.4.4 全媒体出版盈利模式分析

6.4.5 全媒体出版运营模式分析

6.4.6 全媒体出版案例深度解析

（1）以产品版权运营为核心的运营模式&mdash;&mdash;盛大文学

（2）以产品版权运营为核心的运营模式&mdash;&mdash;中文在线

（3）以数字出版终端设备制造为核心的运营模式&mdash;&mdash;汉王科技

（4）以提供技术服务为核心的运营模式&mdash;&mdash;北大方正

（5）百度全媒体出版业务商业模式分析

（6）腾讯全媒体出版业务商业模式分析

（7）中国知网全媒体出版业务商业模式分析

（8）龙源期刊网全媒体出版业务商业模式分析

6.5 网络时代音像业整合营销分析

6.5.1 网络时代音像业营销模式变化

6.5.2 我国音像业整合营销模式探讨

（1）建立统一的管理信息平台

（2）建立网络整合营销体系

（3）实施整合营销需遵循的原则

（4）整合营销的主要手段

（5）音像产品的分销渠道问题

 

第7章：中国音像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机会

7.1 音像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7.1.1 数字化发展趋势

7.1.2 数字音像产业规模将快速增长

7.2 音像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7.2.1 音像产业机遇分析

7.2.2 音像产业威胁分析

7.2.3 音像产业发展前景

7.3 音像产业投资整合分析

7.3.1 音像产业投资整合情况

7.3.2 音像产业投资整合趋势

7.4 音像产业投资特性分析



7.4.1 音像产业进入壁垒

（1）传统音像产业进入壁垒

（2）数字音像产业进入壁垒

7.4.2 音像产业盈利因素

（1）政策因素

（2）技术因素

（3）经营模式因素

7.4.3 音像产业投资风险

（1）政策风险

（2）市场风险

（3）技术风险

7.5 音像产业投资建议

7.5.1 音像产业投资价值

7.5.2 音像产业投资机会

7.5.3 音像产业投资建议

 

第8章：中国音像产业领先企业经营情况()

8.1 音像出版与发行单位经营情况分析

8.1.1 中国唱片总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代表出版物分析

（5）公司新媒体出版情况

（6）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2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代表出版物分析

（5）公司新媒体出版情况

（6）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3 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代表出版物分析

（5）公司新媒体出版情况

（6）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4 上海新汇文化娱乐集团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3）公司代表出版物分析

（4）公司新媒体出版情况

（5）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5 俏佳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发展简介

（2）公司组织架构分析

（3）公司业务范围分析

（4）公司代表出版物分析

（5）公司新媒体出版情况

（6）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8.1.6 北京环球音像出版社

（1）机构发展简介

（2）机构业务范围分析

（3）机构代表出版物分析

（4）机构经营情况分析

（5）机构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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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中国传统音像产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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