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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体传播概况                                                                                                                                           

印度的媒体行业蒸蒸日上。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实行经济改革，给印度媒体

的自由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报告，2013~2018 年期间，全

球传媒行业的投资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为 5%，

中国在这一行业的投资增长率为 10.9%，而印度的

投资增长率为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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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闻通讯社印度新闻通讯社

印度报业托拉斯 - 印度最主要的新闻通讯社

Press Trust of India(PTI) - http://www.ptinews.com/ 

PTI占有印度通讯社市场 90%的份额，网站语言为英语及印地语，

属于半官方性质。

PTI 雇佣 900 多名记者及编辑，每天发出 2000 多篇新闻报道和

200 多张新闻图片，覆盖印度大大小小的城市与地区。PTI 总部设

在孟买，新闻总编室在新德里，在北京、纽约、伦敦、莫斯科等地

均设有国外分社，在东京、华盛顿、波恩、维也纳、首尔、曼谷等

城市设有兼职记者，与新华社、路透社、法新社等 100 多家外国

新闻机构签有新闻交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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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闻通讯社印度新闻通讯社

印度其他新闻通讯社介绍：

 ◥ 印度联合通讯社  
United News  of India – UNI： http://www.uniindia.com/ UNI 是亚洲最大的新

闻通讯社之一，其新闻订阅用户超过 1000 户，覆盖超过 100 多个全球各大城市

与地区。UNI 在印度主要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在印度雇有 300 多名记者，其他

地方 250 多名特约记者，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UNI 的新闻发布语言包括英语，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 国际亚洲新闻社  
Asian News International -- ANI News：http://www.aninews.in/  

ANI 印度隶属于南印度最大的多媒体新闻通讯社，每天生产超过 200 多条即时新

闻资讯。ANI 有超过 60 年的历史，在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共设有 150 家分支机构，

确保其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新闻源头

 ◥ 印亚新闻社  
Indo-Asian News Service – IANS：http://www.ians.in/  

印亚新闻社成立于 1986 年，如今已经成长为提供 7x24 实时资讯的成熟通讯社

机构。IANS发布英语和印地语新闻，站在国际化角度提供客观、实用的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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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媒体

印度市场上已有各类报纸共 77,600 种。印度报纸行业在接下来的 5 年里，预期会有 17% 的增长。

印度的传统媒体发展远远强劲于其他类别的媒体。

目前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媒体现状可用下图表示：

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及社交媒体平分秋色，相互交叉，共同构建当今媒体模式。

而印度媒体则可用上图来表示：

传统媒体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超过其他类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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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媒体

印度的报纸行业依然强劲的原因在于：

 ◥ 报纸价格低廉，循环利用率高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占世界报纸发行量的五分之一。印度报纸价格低廉，每一份报

纸在 5-10 美分之间。印度报刊亭少，多为用户订阅方式。印度有很好的报纸循环利用项目，订

阅用户把旧报纸搜集起来，再卖回给印刷商，使得每份报纸的价格更加低廉。

 ◥ 乡村人口文化程度低 
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从 1947 年的 12% 上升到 2011 年的 74%，这类新增的识字人群，又因网络普

及率不够高，从而提高了对报纸的依赖，逐渐成长的农村市场，也使得英文内容的需求量 变得

愈来愈大。

 ◥ 纸媒广告收入多 
在印度，报纸广告收入占所有媒体广告收入的45%。过去五年里，平面媒体的广告收入增加了9%，

普华永道的统计显示，这一增长势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继续保持，因而印度的报纸行业依然保

持活力。

 ◥ 互联网普及度不够高 
印度的网民人数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然而印度的全国网络普及率比较低，约 35%。印度农

村及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大多人口依然依赖报纸获取资讯。

报纸销量前五国

印度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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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媒体

 ◥ 左图15家报纸的阅读总数累计约为2.3亿，

加上其他报纸阅读数 0.2 亿，因而粗略统计

印度报纸的总阅读数为 2.5 亿，占印度总人

口的 1/5 左右。

 ◥ 印度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第二官方语言是

英语，另外还有 21 种少数民族语言。英语

是印度在商业、政治等环境中最常使用的语

言。报纸读者人群当中，仅有 10% 的人阅

读英文报纸，90% 的人阅读印地语及其他

当地方言。尽管如此，英文报纸占据平面媒

体广告收入的 40%，英文报纸在印度的重

要性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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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媒体

印地语报纸前十大                                     印地语杂志前十大

英语报纸前十大                                          英语杂志前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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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媒体

《The Times of India 》

印度时报创刊于 1838 年，是印度仍在发行

的最古老的英文报纸。

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 

《Hindustan Times》

印度斯坦时报创刊于 1924 年，在北印度

非常流行。

hindustantimes.com

《The Hindu》

印度教徒报创刊于 1878 年，也是当地非常

流行的英文日报。

thehindu.com

《The Telegraph》

电讯报创刊于 1982 年，是印度发行量第五

大英文报纸

telegraphin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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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印刷媒体

《India Today》

今日印度创刊于 1975 年，是印度英语半月

刊，2015 年该杂志上线电视频道。

indiatoday.intoday.in/ 

《General Knowledge Today》

印度专门给学生提供教育、时政资讯的英

语杂志。

gktoday.in/ 

《Reader’s Digest》

印度读者文摘第一本杂志在 1954 年发行，

是印度非常流行的英文消费者杂志。

readersdigest.co.in/ 

《Competition Success Review》

该杂志是印度提供教育资讯、时政信息的

英文杂志，是印度该类别杂志发行量最大

的杂志。

competitionrevie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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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线媒体

 ◥ 2016 年印度总人口 13 亿左右，网络普及率约为 34.8%，

超过 4.6 亿人可以上网，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网

民人口国。

 ◥ 印度只有 2%的农村人口可以上网。因而在印度偏远地区，

网络普及仍然是个大问题。

在过去，印度网民人数从 1 千万增长到 1 个亿，花

了 10 年多的时间；而现在，印度网民人数从 1 亿

增加到 2 亿，只需要 3 年时间。

快速的网络发展使得未来印度的网络媒体

发展更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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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线媒体

 ◥ 2016 年 9 月由国内外研究机构联合参与并编写完成的《G20 国家互

联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G20 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达 69%，普

及率已遇到上升瓶颈，新兴国家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印度成为 G20

国家网民增速最快的国家，是全球唯一还在快速增长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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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线媒体

The New Indian Express 新印度快报

www.newindianexpress.com 

该英文网站覆盖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娱乐、体育等行业。

BWCIO World 

bwcio.businessworld.in

BWCIO world 主要报道重大经济、科技新闻。

HT Syndication

www.htsyndication.com/htsportal 

HT Syndication 隶属于 HT Media Group，负责将该媒体集团的其他出版物的原创内容发送到其他合作媒

体渠道上。该网站是南亚地区最大的新闻信息聚合网站。

Business Today 今日商业

www.businesstoday.intoday.in 

Business Today 是印度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半月刊，旨在为印度读者提供最为广泛的世界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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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交媒体

 ◥ 印度网民上网主要活动： 
访问社交媒体，看视频，查收邮件。社交已成为印度人的第一大

上网活动。

 ◥ WhatsApp： 
印度目前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软件，约 96% 的智能手机用户都

会使用 WhatsApp。2016 年 2 月，WhatsApp 为增加用户规模，

在印度取消了每年 0.99 美元的使用费用。

 ◥ Facebook： 
现在在印度的用户数有 1.48 亿，是仅次于 WhatsApp 的印度第

二大社交软件，覆盖率 50% 以上的网民。

在印度，其他流行的社交媒体还有 Twitter，Instagram （图片社交平台）， 

Pinterest（图片社交平台）， Quora（问答网站），Snapchat（照片分享）等。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在社交媒体上通常占据主导地位，但印度似乎是个例外。

据报告，印度 Facebook 用户中男性用户占比达 76%，女性用户占比仅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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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交媒体

城市社交媒体覆盖率远高于农村地区
大学生及年轻男性是社交媒体主力军， 
女性使用社交媒体的占比明显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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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视广播媒体

 ◥ 2015 年印度电视广告收入远高于预期，主要得益于电商企业及体育赛事的

贡献，比如 Indian Premier League(IPL 印度板球超级联赛 )。

 ◥ KPMG 的分析报告指出，印度电视行业收入有望从 2015 年的 5420 亿卢比

增长到 2020 年的 10980 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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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视广播媒体

 ◥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印度广播行业依然占有其一席之

地，活力依旧。

 ◥ 更多广播电台打入印度农村市场，给小城市居民输入更多

资讯。印度预计会在 227个中小城市新增 839个广播节目。

 ◥ 尽管监管机制严苛及版权费用高昂，印度广播行业依旧保

持活力。

 ◥ 印度广播覆盖率大约 35%-38%，大城市高达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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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视广播媒体

 ◥ 印度的电视业在接下来的 5 年里会仍然会保持着强

劲的发展速度。

 ◥ 很多印度观众在观看电视的同时，通过社交媒体

Facebook、Twitter 与电视节目互动、交流，很多

频道实现直播实时推送。

 ◥ 印度广播行业也发展迅速，依旧保持 14% 左右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几乎一半以上的手机、汽车都内

置广播设置，人们在外出时都可以方便收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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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建议与美通社印度办公室

印度媒体拓展团队的负责人 Sancharita Chatterjee 建议客户：

 ◥ 英语在印度当地受众非常广泛，新闻稿发布主要以英文稿件为主，并且应该保持一定的频率，一个月 1-2

篇为宜

 ◥  如果在印度当地有办事处，最好在新闻稿中附带当地办事处联络人，这样印度媒体会更有兴趣与联络人联

系，有助于维护媒体关系

 ◥  新闻稿中多附带图片、视频信息，有助于吸引读者关注新闻、分享新闻

美通社印度办公室

美通社与印度超过 170 家英文媒体有直接合作关系，同时近 3000 家媒体记者、编辑注册美通社在线记者平台 PRNJ，主动接收、查阅美

通社各行业新闻稿件。

美通社在印度与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有直接合作关系，双方合作超过 19 年，美通社发送的新闻稿都会通过 PTI 的渠道发送给印度读者。

PTI 是印度半官方性质的新闻通讯社，占有 90% 的市场份额，是印度最有公信力的通讯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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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通社——全球领先的企业传播服务专业机构

美通社的发布网络覆盖 170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媒体、数百万投资者和数以亿计的消费大众，为包括

60% 的财富 500强企业在内的全球 3 万多家客户提供新闻发布、媒体监测和投资者关系等传播解决方案。

www.prnasia.com 

 ◆ 以可持续且经济的方式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 以信息传播的方式促进销售，吸引合作

 ◆ 满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需求，吸引投资者关注

 ◆ 全面监测企业与行业舆情，评估传播效果

美通社通过迅速到达目标受众的权威传播渠道，帮助您的企业或机构：



info@prnasia.com 

北京         +86-10-59539588         上海        +86-21-80179500         杭州          +86-571-88219685

深圳         +86-755-82037494       成都         +86-28-85114629         香港           +852-25728228

台北         +886-2-87582326           新加坡     +65-68085688              澳大利亚   +61-2-9006-1134/1372 

马来西亚   +60-3-22987160          印尼        +62-21-29651219         韩国         +82-2-61880600 

美通社微信二维码

微博 
@ 美通社资讯
@ 美通说传播

www.prnas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