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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正快速改变新闻编辑室的格局 -——全天不间

断的新闻周期不断加快；新闻在印刷出来之前，就首先在网上发布。社交

媒体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帮助新闻记者监控和采集突发新闻；使用

现场直播应用和标签等工具，传播重要信息并与受众互动。此外，在当下

智能手机时代，注意力持续时间的缩短导致受众更加注重图片内容，迫使

新闻增加使用多媒体材料。

随着媒体格局的迅速演变，新闻记者的工作习惯与需求也快速发生变化。

因此，公关和企业传播专业人士需要随时了解最新媒体发展与趋势，以便

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该如何与媒体进行互动以及加强共生关系。

2016 年上半年，美通社针对亚太区六个主要市场--澳大利亚、香港、印

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 --新闻记者的工作状态与新闻采集习惯开

展了一项调查。该调查共收集了 482名新闻记者的回答。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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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社交媒体已成为新闻记者钟爱的新闻来源，但官方新闻稿仍然是可靠且有用的信息来源。此外，媒体人发现，在数字时代发展多种能力以及精

通视频编辑、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和信息图表制作等技能愈发重要。

这份白皮书将阐明：

○○ 新闻记者力求掌握的各项技能；

○○ 新闻记者用于获得和随时了解最新信息的渠道；

○○ 新闻记者希望在新闻稿中看到的信息；

○○ 新闻记者用于核实事实的可靠来源；

○○ 如何评价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

该报告还列明了如何成功挑选内容，要点包括选择合适的联系时间与方式，以及让媒体更愿意与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沟通的各种因素。

鸣谢

衷心感谢我们的支持合作伙伴Online○News○Association○Singapore、Singapore○Press○Club 和Media○Publishers○Association○Singapore，感谢他们通过电

子邮件营销 (EDM) 和社交媒体在其会员中推广这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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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与新闻采集习惯
 Journalists' Working Status and News Gathering Habits in Asia Pacific 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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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来源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大多数受访者（62%）每周大约写一至五篇新闻稿；482 名新闻记者中，71%表示他们重新发表或编辑最多 20篇文章。平均来说，超过 48%的受访者需要两至五

小时核实搜集到的信息，而 2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在一小时内完成数据核实。○

受访新闻记者在采集新闻时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篇报道的新闻价值。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在斟酌内容时会挑选有趣的报道视角，全方位考虑有新闻价值的故事所具

备的要素 --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冲突性、新颖性和人情味。

可靠来源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每周撰写原创文章的篇数

(内容 100%原创，绝非网络新闻的改写、摘要或汇编 )

4%
多于 20篇文章

9%
11-20 篇文章

21%6-10 篇文章 62% 1-5 篇文章

4%
很少

撰写一篇原创、具有时效性的文章时，搜集和核实数据所需的平均时间

2%
其它

5%
多于 10小时

9%
6-10 小时 20% 1 小时内

48%2-5 小时 16% 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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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闻价值的故事○

包括各种图片在内的多媒体材料○○

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务模式等有趣的报道视角○○

资深行业领导者的看法○

公司背景、产品信息等新闻相关的详细信息○

公司高管、企业新闻发言人和权威专家的评论
○

企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人员的联系信息○○

其它

可靠来源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讲好品牌故事小贴士

没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很难打动新闻

记者。撰写新闻稿之前，多注意新

闻价值，这会对促进品牌成为新闻

记者圈的有用资源有所帮助。

新闻稿中受欢迎的信息类型

(受访者最多可选五项 )

27%

14%

19%

9%

9%

10%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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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新闻稿

企业新闻发言人

公司官方网站

第三方专家

公司官方Facebook 和 Twitter 帐号

其他媒体发布的信息

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的信息

微博、Facebook、Twitter、QQ和微信上的信息○

通过博客 /BBS传播的信息

其它○○ ○ ○ ○ ○ ○

2015 年 10 月，高盛 (Goldman○Sachs) 宣布用 Twitter 代替新闻通

讯社来发布盈余报告。这是否意味着数字时代下新闻稿终结的开始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新闻稿仍然是调查受访者核实事实时使用最多的

可靠来源（22%），○紧随其后的是企业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21%）

和公司的官方网站（19%）。

各种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为大家展开自由讨论提供了平

台，同时也增加了读者被毫无意义或不准确信息所干扰的可能性。因此，

新闻记者仍然认为新闻稿是获得和核实事实的权威来源，此外他们也

从社交媒体以及其它在线平台采集新闻。

新闻稿还提供更多信息以及多媒体、统计数据和分析，是新闻记

者的一站式信息来源。例如，对于新闻记者而言，活力悉尼 (Vivid○

Sydney)、滨海湾金沙 (Marina○Bay○Sands) 的艺术科学博物馆

(ArtScience○Museum) 和亚洲种植园资本公司 (Asia○Plantation○

Capital) 等机构的多媒体新闻稿就是数字新闻宣传资料，其中包括多

媒体○材料、相关文件和社交媒体小插件等。这可缩短撰写新闻稿时在

研究公司上所花费的时间。

可靠来源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写新闻报道或核实事实时最值得信赖的来源

○( 受访者最多可选五项 )

22%

21%

19%

12%

10%

7%

6%

1%

1%

1%

http://www.prnasia.com/mnr/vividsydney_201605.shtml
http://www.prnasia.com/mnr/apc_201606.shtml
file:///C:/Users/september.wang/Desktop/亚太记者调查报告/%20http://www.prnasia.com/mnr/vividsydney_201605.shtml
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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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前些年，社交媒体传播的内容与个人息息相关，而

现在，它更多地被用来分享新闻。

本身讲述真实新闻故事的新闻稿才最有价值，要么是突发新闻，要么拥有让人感

兴趣的报道视角。这是我们可能会选用的内容，报道才会有价值。

Aaron○Kearney○○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

播音员、评论员、记者——澳大利亚

Adam○Majeed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IFLR1000) 亚洲编辑——香港

新闻稿存在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报道视角、事实和引言帮助时间紧迫的新闻记者迅速

弄清新闻价值。记者如果赶时间，可以将新闻稿中的一些语句直接用到自己的文章中，

无需联系公司的公关发言人，这样真的很有帮助。

Victoria○Ho

Mashable 亚洲编辑——新加坡

可靠来源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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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新闻采集渠道

常用的新闻采集渠道
六大主要市场的新闻记者使用不同的渠道来获取最新信息。尽管搜索引擎是澳大利亚记

者最常用的渠道（91%），但是香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

是他们的首选。而在台湾，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网站和搜索引擎都是同样受欢迎的选择。

亚太地区 [1] 占全球略超过 52%的社交媒体用户，而东南亚地区的社交网络用户渗透率超

过 70%，这也解释了为何社交媒体是香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受访者普遍选择的

原因。此外，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读者用社交媒体来获取最新信息是大势所趋 [2]。

除了使用社交媒体来了解最新信息，所有记者都用它来监测相关各方就一个发展中的故

事所发布的数据 (18%)、获取更多背景信息 (15%) 以及就新闻主题与特定人员进行联系

(10%)。

讲好品牌故事小贴士：

○○ 用公司账号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并以这种方式来

进行宣传。由于媒体人每天会收到无数邮件，通过社

交媒体来扩大宣传无疑是帮助您的品牌脱颖而出的一

种好方法。例如，先精心设计一个“适合发布在社交

媒体上”的标题，展开对话，再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包

含更多细节的新闻稿来进一步宣传。

○○ 社交媒体宣传：除了要脱颖而出，品牌还可以通过社

交媒体与媒体人互动，建立良好关系。积极的互动有

助于提高品牌影响力与公○信力。

○○ 标签关键词可提高您在Twitter 和 Facebook○上所发

帖子的热度。

○[1] http://www.go-globe.com/blog/social-media-asia

○[2] http://www.digitalmarket.asia/2016/05/data-pick-of-the-day-4-in-10-use-social-media-to-keep-up-with-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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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新闻采集渠道

Angie○Tan

Pamper.my 主编——马来西亚

Blair○Hu

台湾《经贸透视双周刊》(Taiwan○Trade○Insight○Biweekly) 记者——台湾

Kitman○Tam

电讯盈科新媒体业务部 (PCCW○New○Media) 编辑——香港

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等各种社交媒体如今越来越受欢迎。

许多名人和企业纷纷创建自己的页面来发布最新消息。我现在都直接

在上述这几家社交媒体上查找最新趋势和热点话题。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如今获取即时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十分迅速。除了报纸和杂志以外，人们可以从

社交媒体上了解最新信息。因此，我相信运作良好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 和 Instagram，对帮助受众获得更多信息而言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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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记者工作状态与新闻采集习惯调查报告

新闻传播效果评价标准
回顾印刷媒体鼎盛时期，发行速度通常是判定一家报纸或杂志成功与否的标准，但很

难确定具体某篇新闻文章的受欢迎程度和其读者的类型。○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媒体机构

能以“赞”、○“分享”、“点击”/“浏览”和“转发”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新闻传播的

效果，也让更多受众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在五个衡量标准中，读者 /点击量（29%）、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的次数（22%）

以及新闻报道直接引发的关注和影响（20%）是受访者评估他们传播效果的三种最常

用方法。

讲好品牌故事小贴士：

一篇新闻报道有很多“赞”可能乍一看会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不一定代表读者已经点击阅读了您的文章。除了看点击量，确定您故事的质量和成功与否

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要分析读者在文章停留的平均时间，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评估读者的参与度。

Kimberly○Wong

The○Smart○Local 助理编辑——新加坡

事实上，人们分享了你的文章说明这篇文

章能够引起他们共鸣，或者他们觉得您的

文章有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方法，

让你知道你创作的内容对读者是否有价

值。另一个衡量文章是否成功或受欢迎的

方法○是看读者在文章停留的平均时间。○

如果长于 2-4 分钟，那意味着与包含不

相关内容和“标题党”的文章相比，他们

真正花时间读了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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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新闻工作的满意度调查

记者对新闻工作的满意度调查
大多数受访者（年龄在○21-30 岁 (40%) 和 31-40 岁 (30%) 之间）对他们目前的工作表示满意（55%），多达 84%的绝大多数受访者打算今后五年继续在编辑团

队工作。结果令人振奋，因为它意味着记者看到了在媒体行业发展其职业生涯的前景。虽然对工作总体满意，但是媒体人也认识到需要不断充实自己，获得更多技能，

才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

Juliana○Rasul

新加坡《新报》(The○New○Paper) 副数字编辑——新加坡

新闻记者意识到他们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来讲述故事，通常是在自己的文章

中加入多媒体，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开始学习视频编辑、HTML等多媒体相

关技术。如果您看看Singapore○Press○Holdings和其他媒体的获奖文章，

就会发现很多都是网站在多媒体元素的设计上十分出彩、加入了信息图表

和引人入胜的视频。因此，所有这些成就了新闻业如今的发展面貌，同时

也预示着前景会更加光明。视频编辑和HTML都是非常有用的○技能很多

记者都不是专家，却掌握了基本技能，这样会有助于他们编排自己的新闻

写作机会，写出更具吸引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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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新闻工作的满意度调查

调查发现，新闻记者最希望掌握的四大技能是视频拍摄 / 编辑（13%）、通

过图表 / 图片 / 视频传递新闻和信息（12%）、摄影○（10%）和网页设计 /

HTML（10%）。这印证了多媒体已日趋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传统的新闻技能（如写作、发现新闻故事和采访）依然很重要，但新闻

报道已逐渐走向数字设备和网络。因此，掌握视频制作○和设计等数字技能

使新闻记者能更有效地讲述更具吸引力的故事。网络新闻编辑室的兴起也使

HTML基本知识成为必备技能。

3%

12%
通过图表 / 图片 /
视频传递新闻和信息

13%
视频拍摄 / 编辑

10%
网页设计 /
HTML

8%
搜索引擎优化

6%
实时 /
现场报道

10%
摄影技巧

5%
采访技巧

5%
人际交往能力

5%
新闻写作

2%
录音

4%
图片制作

2%
Microsoft Office 软件
应用技能

3%
新闻主题选择

7%
深度报道

5%
媒体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

新闻 / 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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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新闻记者的所思所想
 Journalists' Working Status and News Gathering Habits in Asia Pacific 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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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时间与方式
知道合适的联系时间
联系时间和沟通方式一样重要。受访者认为最合适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上午 9点到 11 点、上午 11 点到下午 2点，以及下午 2点到 5点，这取决于各自工作习惯的不同。

对一些受访者来说，上午联系他们更合适，因为那段时间是用来紧跟突发新闻，而其他人更希望是下午，因为他们在上午写好文章并处理完重要事情后，有更多时间来

查阅电子邮件。

印刷媒体的新闻记者在将报刊杂志送去印刷之前，要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内完成排版。因此，切忌在他们忙着编辑工作的时候联系他们。

沟通时间与方式

与新闻记者沟通最合适的时间

9:00-11:00

40%
17:00-22:00

6%
22:00-6:00

2%

8%

6:00-9:00

14:00-17:00

22%
11:00-14:0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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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时间与方式

最常用的沟通媒介

59%

电子邮件 电话 短信 社交媒体平台 即时消息工具 见面 其他

6% 5%

10%
8%

11%

1%

首选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59%）是新闻记者工作时最常用的沟通媒介，其次是见面（11%）和社交媒体平台（10%）。



亚太区记者工作状态与新闻采集习惯调查报告丨 18

使用电话 / 电子邮件

参加新闻发布会 / 行业活动时交换名片：

业内人士聚会：

网络社交平台：

其它：

○[3] https://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31811

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名片也没有被淘汰。虽然 LinkedIn 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更

便捷的联系方式，但总归缺了些人情味。而名片有助于把人和名字对上号，并帮您的品牌打出名号。[3] 举例来说，

大多数马来西亚记者将名片作为首选，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存个人的详细联系方式。

讲好品牌故事小贴士：

○○ 除了通过社交媒体建立联系和通

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进行沟通之

外，还强烈建议品牌通过交流会

议或面对面交谈○与媒体人建立真

正的关系。

○○ 如果您的故事被选中，请表示感

谢，以便继续打好关系，并且对

新闻记者的工作予以肯定。这对

品牌很有帮助，因为积累起来的

信任和熟悉○度将便于您在将来有

新闻报道需求时直接与这名记者

联系，而不必广撒网或不断寻找

媒体来替您宣传。

沟通时间与方式

谈到如何扩大交际圈，受访媒体人首选的三种方式是电话 / 电子邮件（34%）、交换名片（29%）和通过社交

媒体沟通（22%）。

扩大交际圈常用的沟通渠道

(受访者最多可选三项 )

34%

29%

14%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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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有价值新闻稿的必备要素

一篇有价值新闻稿的必备要素
一篇有价值新闻稿的必备要素新闻记者在寻找新闻点时，会毫无疑问地选择有新闻价值的故事（27%）。因此，在写一篇新闻稿时，要考虑目标受众从

中能获得什么好处，以及为何这则新闻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另外两个得票最多的选择是让人感兴趣的报道视角（如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务）（19%）和

多媒体材料（14%）。

据美通社先前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4], 插入图片的新闻稿浏览量平均是纯文字新闻稿的 1.4○倍，而带有视频的新闻稿浏览量则达 2.8 倍。此外，当增加更

多配图时，新闻稿会更加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如果增加六张图片，新闻稿浏览量平均是纯文字新闻稿的 2.4 倍。因此，○强烈建议美通社和企业传播人

员在新闻稿中加入多媒体内容，借此引起记者的兴趣，最大程度地提高新闻稿被选中的几率。

○[4] http://www.prnewswire.com/blog/the-key-to-press-release-success-multiple-visual-elements-study-infographic-10564.html 

图片和视频带来更多浏览量
多媒体对新闻稿浏览量的影响

纯文字的○

1.4 倍

纯文字 含图片 含视频

纯文字的○

2.8 倍

更多图片带来更多浏览量
增加配图对新闻稿浏览量的影响

纯文字浏览量的○

2.4 倍

纯文字

新闻稿中的图片数量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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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有价值新闻稿的必备要素

讲好品牌故事小贴士：

○○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观看无声视频，带字幕的短片是大势所趋。据Digiday透露，

85%的 Facebook 视频是无声观看的。

○○ 由于新闻记者只报道事实，因此避免使用多余字词，直入主题会使内容更简明。

比如，不要说“某某药物是开创性的、前所未有的”，而要说“某某药物含有两

倍的扑热息痛，缓解疼痛时间延长 12小时”。

○○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46%的记者平均每天收到 6-20 篇稿件。由于媒体人的

工作中充斥着各种新闻稿，要使用引人注目的标题来引起阅读兴趣，副标题也要

言简意赅。确保所有重要信息全部包含在前 65 个字内，这个长度合乎Google

显示和索引的长度要求，省略不必要字词，以标点符号代替连词。

○○ 好的引用就是把它们单独挑出来用也能表达完整意思。由于新闻记者只在新闻中

使用引述的某些部分，因此确保引述能够表明见解，帮助记者让故事变得更有层

次，这一点至关重要，注意不是陈述众人皆知的事实、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或者过

于商业化。

Laxmi○lyer

biotechin.asia

编辑兼联合创始人 --新加坡

决不可低估高清图片和信息图表

的价值。首先，受众更容易接受

视觉刺激，尤其当文章里插入一

张不错的主题图片时，读者一看

到图片就知道文章主题。另外，

人们喜欢看信息图表，相关数字

一目了然，这样也会使他们更愿

意读这篇文章。

http://digiday.com/platforms/silent-world-facebook-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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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闻记者提供有价值的联系方式或行业洞察，如采访、推荐或信息○

加强共生关系，实现互利。比如，公关机构可与新闻记者分享自己代表的各类客户，这样新闻记者就会

知道当需要引用某些特定行业企业的评论时，该联系哪个机构。

以清晰简明的方式传递关键信息○

新闻记者时间宝贵，所以请确保内容在涵盖所有相关事实的前提下，言简意赅。减少宣传噱头，陈词滥调。

在给新闻记者或编辑打电话时，最好先问“您现在有空吗？”而不是通常的“您收到我的新闻稿或是媒

体邀请了吗？”因为媒体人每天都收到大量新闻稿，您的新闻稿被遗漏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合理提

问会让他们更愿意继续对话。

对媒体机构的性质有充分了解○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每个新闻机构的需求不一样，在开始时先确定目标媒体，然后了解他们的

不同需求和专业领域。

研究新闻记者的专业领域和写作风格○

与其向媒体机构的所有新闻记者发送同一篇新闻稿，不如尽力了解每个记者的报道领域然后锁定其中几

位。普遍撒网的行为不可取，会导致事与愿违，对品牌不利。

考虑新闻记者偏爱的沟通方式○

电子邮件是新闻记者最喜欢的沟通方式——避免使用密件抄送，附件不要过大。

给公关与企业传播
专业人士的建议

给公关与企业传播专业人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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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您代表的是谁
公关机构应彻底了解客户。如果一家客户正在推出新产品或活动，要想办法去了解，而不是仅仅背诵宣传资料。○最重要的是，

在电话上推荐您的稿件时，手头要常备详细资料，以便记者或编辑深入探究。

不局限于基本写作方式
新的媒体格局需要新的新闻稿写作方式。了解这些新方法和案例研究，请参阅我们的电子书《“新派”新闻稿写作策略》(New○

School○Press○Release○Tactics)。

展示，而非讲述
说到讲故事，使用多媒体元素将会使您的叙述更加丰富。查看来自我们客户的案例研究。

公认原则
查看美联社新闻价值 (Associated○Press○News○Values) 和美通社企业新闻稿讲故事原则 (PR○Newswire’s○Storytelling○

Guidelines○for○Corporate○Press○Release)，更多了解编辑内容有关的公认行业标准。

给公关与企业传播专业人士的建议○

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101
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101
http://www.prnasia.com/services/distribute/guideline/
http://www.prnasia.com/services/distribute/guideline/
http://en.prnasia.com/blog/2016/01/15-best-storytelling-visuals-of-2015-slideshare/
http://www.ap.org/company/News-Value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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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关与企业传播专业人士的建议

不要挑选缺少新闻价值或营销意图明显的内容
寻找真相并加以报道，这是媒体的职责。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和极力对企业进行粉饰描绘的新闻稿不能提供客观观点。○

不要挑选无关或无趣的内容
挑选无关内容给人的感觉就是懒，因为这代表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没有花时间研究新闻记者的报道领域。○此外，大

量邮件会适得其反，不一定能被编辑选中。新闻记者总是在寻找新鲜、吸引人的内容来给读者带去教育意义，所以

给他们想要的，而不是他们已经从无数企业收到的老生常谈的报道视角。

不要挑选缺少有用信息的内容
媒体人肩负教育和向大众传递信息的责任。因此，在给媒体发送稿件之前，请想一想如何让读者从您的文章中受益。

不要发送不专业或不礼貌的邮件
邮件礼仪很重要。不专业或不礼貌可能会导致媒体忽略您的邮件或终止与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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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缺乏新闻价值或者营销意图太明显的内容

与我行业不相关或者我不感兴趣○○

邮件标题意思不明确○○

内容太过简单，未包含有用信息○

内容太过简单，缺乏足够细节○

邮件不专业 / 不礼貌，我不喜欢这种沟通方式○○

没有在适当、方便的时候联系○○

对方随后又撤销 / 修改了内容或观点○○

企业品牌不够有名或名声欠佳○○

其它○○

给公关与企业传播专业人士的建议

导致新闻记者直接忽略邮件 / 消息或终止沟通的原因调查

(受访者最多可选五项 )

22%

21%

9%

17%

9%

10%

4%

4%

3%

1%

Anjar○Leksana

Autocar 记者——印尼

我们需要制作引人入胜的新闻，而不是仅仅让它们有很大的信

息量。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多媒体元素。

Jalelah○Abu○Baker

《海峡时报》(The○Straits○Times) 记者——新加坡

我收到的很多东西太过宽泛笼统。当然，总有一些信息是公关

人员不能告诉我们的，但是我认为对于我们可以知道的内容，

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定范围。记者与公关人员之间应当有一定

程度的信任。如果没有，那么公关人员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新

闻记者，这样您和这个人之间至少有一种关系让您可以依赖，

确保您放心与这名记者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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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关与企业传播专业人士的建议

Charles○Kang

中央通讯社 (Central○News○Agency)

南亚记者——台湾

如果美通社人员发送的新闻稿太过商业化或看

起来像广告，而不是专注于新闻事实本身或市

场上的新突破，我会立即忽略该稿件。

Gabi○Mills

Premium○Publishers 编辑主任——澳大利亚

图片模糊、截稿期已到却迟迟收不到回复、社

论式广告风格和缺乏我们要求的灵活性，这些

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Firdaus○Baderi

Neraca○Economy○Daily 主编——印尼

我收到的新闻稿，有些是没有新闻价值，有些

是没有让人感兴趣的新闻视角。公关人员应帮

助我们制作令人感兴趣的新闻。

Ardian○Wibisono

《福布斯印尼》(Forbes○Indonesia)

资深编辑——印尼

公关人员有时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目标对象是谁。

举例来说，一本商业刊物充斥着大量不相关的

新闻稿，还附带很多全尺寸图片。建议使用链接，

方便我们下载。○

有趣的○新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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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六个主要市场的记者有着相同的工作习惯和做

法，文化差异依然会影响他们与个人的沟通和联系。归结为以下几

个要点：选择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了解记者的专业报道领域并尽量

做到简洁明了。随着社交媒体渠道的快速渗透，半数社交网站用户

都能看到相同的新闻故事、图片或视频，近 46%的用户会对新闻

问题或事件进行讨论，这已成为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不可忽视的一

种趋势。官方新闻稿依然是首选的可靠且有用的信息来源。为了能

够成功吸引媒体，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了解

记者及他们的专业报道领域、挑选优质内容和观点清晰的报道视角

对最后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调查方法
美通社制作的这份白皮书旨在发现澳大利亚、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这六个主要市场的记者的需求，并帮助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与记者进行更好地沟通。

调查对象主要包括新闻记者、新闻编辑和主编，受访者根据他们的工作习惯以及与公关和企业传播人员沟通的个人经验回答调查问题。美通社团队对数据进行收集和

分析，同时将文化差异和当前的媒体趋势考虑在内。随后对受访者进行面对面和电话采访，以了解他们对调查结果的看法。

近五分之二的受访者拥有 11 年以上媒体行业工作经验。其他受访者包括各类媒体人，经验各不相同，工作不超过 2年的占 13%，3到 5年的占 28%，而工作 6到 10

年的占 19%。

大多数受访者就职于印刷媒体，37%从事博客等网络和移动媒体工作。其余的 10%就职于广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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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受访者所在行业受访者所在媒体机构的类型

1%

30%

28%

25%

10%

6%移动媒体

广播 / 电视

杂志

博客

新闻网站

报纸

0%      2%       4%        6%         8%       10%       12%      14%     16%       

广告 / 媒体

制造

社会 / 整个世界

房地产 / 家居装饰

健康 / 医疗保健

教育 / 人力资源

汽车 / 交通

能源 / 环境

时尚 / 娱乐

旅游 / 生活

商业 / 零售

科技 / 互联网

经济 / 金融

其它

6%

3%

8%

4%

6%

6%

6%

6%

9%

14%

7%

10%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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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他们从事什么职位？
在482名受访者中，新闻记者占近三分之一，新闻编辑占 15%，主编占 23%。

23% 23% 16% 16% 15% 7%

新闻记者 主编 自由职业者 / 专栏作家 主管 / 主持人 新闻编辑 其他

按年龄划分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 岁及以上 11%

19%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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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媒体行业工作经验
新闻、传播、营销或语言学等媒体相关专业的记者

其他资源：

《美通社 2016 记者调查报告》○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23

《亚洲媒体传播概况系列：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112

《亚太媒体传播概况白皮书系列二：韩国、泰国、印尼》○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147

《欧洲媒体传播概况系列白皮书系列一：英国、法国、德国》○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22

《俄罗斯媒体传播概况白皮书》○http://misc.prnasia.com/atd/custeventreg.php?event_id=247

《2016 全球社交媒体研究报告》○http://t.cn/RVjys9M

不到 2年○ ○ ○○○○○○○○○○○○○○○○○○○○○○○○○○○○○○○○○○○○○○○○○13%

3-5 年○ ○ ○○○○○○○○○○○○○○○○○○○○○○○○○○○○○○○○○○○○○○○○○○○○○○○○○○○○○○○○○○○○○○○○○○○○○○○○○○○○○○28%

6-10 年○ ○○○○○○○○○○○○○○○○○○○○○○○○○○○○○○○○○○○○○○○○○○○○○○○○○○○○○○○○○○○○○○○○○○○19%

11-20 年○○○○○○○○○○○○○○○○○○○○○○○○○○○○○○○○○○○○○○○○○○○○○○○○○○○○○○○○○○○○○○○○○○○○○○○○○○○○○○○○○23%

超过 20年○ ○○○○○○○○○○○○○○○○○○○○○○○○○○○○○○○○○○○○○○○○○○○○○○○○○○○○○○○○○○○○○○○○○○17%

是
54% 否

46%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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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通社

Cision 旗下公司美通社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新闻稿发布和多媒体平台提供商，让营销、企业传播、公关和投资者关系专业人士能够利用内容与他们的所有主要受众进行

有效互动。自 1954 年以来，美通社一直是商业新闻发布行业的先锋，目前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帮助通过传统、数字、移动和社交渠道制作、发布、锁定并评估文字

和多媒体内容。通过将全球最大的多渠道内容发布和优化网络与广泛的工作流工具和平台相结合，美通社帮助全球企业机构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美通社在美洲、欧洲、

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开设了办事处，为数以万计的客户提供服务。○

Cision 是全球领先的媒体情报公司，目前为传播专业人士提供完整的工作流服务。

www.prnasia.com

有关此次调查的相关咨询，请拨打联系电话或发邮件至 info@prnasia.com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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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2-27355882           新加坡   +65-68085688            澳大利亚   +61 2 9902 7857

马来西亚   +60 3 2176 8649   印尼   +62 21 2930 5959 Ext.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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