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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地方专业电视频道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本文介
绍了地方专业电视频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困境,并从内容生产、创新营销方式等方面阐述了应对举
措,以期能够有效助推地方专业电视频道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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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Marketing Model of Local Professional TV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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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local professional TV channels has been greatly impacte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local professional TV channel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expounds countermeasures in
terms of content production and innovative marketing method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ocal professional TV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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