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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球公益广告发展报告（蓝皮书）》发布

去年广播电视投入公益广告资源超 600亿元
据测算 ，2021 年中国全

年广播电视媒体投入
的公益广告资源超过 600 亿元 。
同时，公益广告的主体呈多元化
趋势。

8 月 9 日， 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院长、北京国际公益广
告研究院院长陈刚在 2022 第四
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上发
布《2021 全球公益广告发展报告
（蓝皮书）》，披露了上述数据。

2022 第四届北京国际公益
广告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共北京
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主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影视
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邓向冬在大
会上发布的《2022 上半年全国卫
视频道公益广告播出数据与收视
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累计播出
公益广告 763661 条次，和去年同
比，播出量上涨了 20%。

我国公益广告呈现快速发
展趋势。 “广播电视公益广告题
材内容日益广泛，数量质量显著
提升 ，表现形式更加多样 ，传播
渠道不断拓展，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
司长袁同楠在开幕致辞中强调。

公益广告十年大发展

“新时代的十年来，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事业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取得了双丰收。 ”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祝燕南在主题演讲中
强调。

据祝燕南介绍， 这十年，国
家广电总局始终高度重视发展
公益广告事业，多次制定修订相
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推
动公益广告发展保驾护航，同时
不断加大对于公益广告全方位
的扶持力度，“即便在今年财政
预算进一步压缩的情况下，总局
公益广告评审的项目和资金仍
然为列为保护项目、 延续项目，
应该说几乎没有减少一分钱。 ”

这十年，广播电视公益广告
创作播出持续繁荣，遍布中国大
地 2000 多家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十年来在全国接近 4 亿小时
的节目总时长中，公益广告播出
次数总和数以亿万计算。 播出机
构均严格执行每套节目每日公
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得少于商业
广告时长 3%、 黄金时间段公益
广告播出数量不得少于 4 条
（次）的规定。

“可以肯定，广播电视这种
高频率、大批次公益广告的生产
制造和保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 ”祝燕南强调。

《2021全球公益广告发展报
告（蓝皮书）》的数据清晰地证明了
这一繁荣景象。 据陈刚介绍，2021
年我国播出广播公益广告时长
56.38万小时， 占播出广播广告节
目时间的 39.31%；播出电视公益广
告时长 108.08万小时， 占播出电
视广告节目时长的 47.82%。

据测算，2021 年中国全年广
播电视媒体投入的公益广告资
源超过 600 亿元，“远远超过美

国全年 270 亿元的数据。 ”陈刚
强调。

此外，公益广告的数字化进
程在加速，我国已经明显处于领
先的位置。 据陈刚介绍，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我国互联网企业主导
下的全民参与公益广告的格局
已经显现出来；第二，技术的创
新使得我国的公益广告突破了
传统公益广告仅仅是告知的局
限， 能够直接带来行动的转化。
第三， 在公益广告的创意上，受
众的互动共创可以不断促进多
样化的内容生成，由单个主体变
成大家一起来做广告。

关注低碳等多个主题

如此大量的公益广告都是
在讲述什么呢？ 据陈刚介绍，从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公示的
2021 年度广播电视公益广告扶
持项目评审结果可以看出，建党

百年、乡村振兴、社会关爱、生态
保护等是我国 2021 年公益广告
的典型特色主题。

《2022 上半年全国卫视频道
公益广告播出数据与收视情况》
则显示，上半年，全国卫视频道公
益广告播出内容主要覆盖了低
碳、疫情防控、反对浪费、乡村振
兴、世界读书日、冬奥会、防火防
汛、时代榜样、防范诈骗等主题。

“低碳主题是我们今年上半
年中国卫视频道播出最多的，累
计播出 212 条，超过 12 万条次，
而且平均收视率超过 1%， 户均
观看 105 条次， 播出峰值在 6
月，6 月有全国低碳日和节能减
排周。 ”邓向冬表示，这反映了我
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对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视，也体现了大
国的责任和担当。

关于公益广告的创作和发
展，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杰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
立时代之“峰”，以公益广告书写

中华大地历史山河之壮； 二是立
精神之“源”，以公益广告赓续民
族红色血脉；三是立奋进之“志”，
以公益广告培育时代新人。

“公益广告要借助自身传播
优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
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杰
群强调。

推动公益广告繁荣发展

在 8 月 9 日至 11 日的三天
时间里，2022 第四届北京国际公
益广告大会以“公益同心，光影同
行”为主题，通过主题论坛、大师
盛宴、公益盛典、创意征集大赛、
展播展映、 系列促进活动等六大
板块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

袁同楠强调，要大力实施公
益广告质量提升工程，努力推出
更多的精品佳作，要继续加强引
导扶持，进一步激发系统上下和
社会各方面参与公益广告创作
的热情，要适应构建大视听发展
格局的要求，大力推进公益广告
的全媒体多品牌传播、融合传播
和国际传播，增强宣传效果。

王杰群表示，“自大会创办以
来，我们将政府资金扶持、平台搭
建、人才培育与公益广告精品创作
融合共促，形成了一套全流程服务
公益广告发展的政策机制。 ”

大会还发起成立了“大视听
公益传播共同体”， 面向新闻媒
体、互联网平台发出共建“大视
听公益传播共同体”倡议，发挥
媒体资源优势，积极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和刊播公益广告义务，实
现公益广告全方位、 多视角、多
渠道、精准化传播。

8 月 9 日，《2021 年度中国
演艺明星公益观察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在“2022 第四届
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 上正
式发布。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
家广告研究院院长丁俊杰作为
特邀发布人， 详细介绍了《报
告》主要观点及内容。

《报告》包含了明星公益
2017 年至 2021 年的历史回
顾、2021 年度明星公益实践观
察、 明星公益 2021 年度实践
聚焦、明星公益核心生态系统
模型试析及明星公益生态系
统发展方向探索等五部分 。
《报告》 展示了近五年来法规
政策完善、 经济发展筑底、社
会议题清晰、数字科技赋能等
方面的情况，得出“明星公益
正步入重要转型期” 的判断。
从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到 2021 年 7 月河南特大暴
雨灾害等危难时刻，明星群体
积极行动，涌现出很多优秀案

例。在过去五年，公益机构、传
统议题仍是明星公益的“压舱
石”。 明星公益的理念日渐成
熟，捐赠行为精细化，明星在
参与公益行动时更趋谨慎。 在
传播渠道方面，微博仍是主阵
地，直播、电竞等渠道处于创
新发展时期。

《报告》还指出，2021 年，年
轻艺人的公益参与度有所提
高，明星公益多元化、细分化、
纵深化趋势凸显， 明星更聚焦
受众实际需求，“按需捐助”模
式渐起。 2021 年，乡村振兴政策
助力明星公益， 共同富裕愿景
引导企业资金布局公益。 明星
公益在参与深度及持续性上有
待提高， 其规范性仍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

《报告》首次提出了“明星
公益核心生态系统模型” 的概
念，在该生态系统的支撑下，明
星公益事业的发展得以实现

“新陈代谢”， 实现良性运转和

循环。 准确认识和把握明星公
益生态系统的现状， 将有利于
持续优化和改善行业发展环
境， 推动明星公益实践可持续
发展。

《报告》 编写组推出了
《S20 中国演艺明星公益经典
案例集（2021）》，通过对公开
渠道收集到的明星公益案例
信息，进行了梳理、观察与研
究，经过社会影响力、专业性、
连续性和创新性四个方面的
筛选， 在 40 个入围案例的基
础上， 精选出 20 个优秀公益
案例，供社会各界关心明星公
益的热心人士参考。

据了解，《报告》由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原中国扶贫基
金会）发起，中国传媒大学全
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北
京艾漫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支持，ABC 美好社会咨询社
执行编写。 此研究已经连续开
展五年。 （李庆 ）

《2021 年度中国演艺明星公益观察报告》发布
明星公益行为趋向谨慎

8 月 9 日， 历时 2 天的
2021-2022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
球季河北省级联赛在廊坊燕郊
完美收官。

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北京益动燕赵社会组织能
力建设发展中心作为姚基金
希望小学篮球季项目河北赛
区合作伙伴， 于 2021 年秋季
学期将项目引入河北地区，收
录 122 所乡村小学成为项目
校，通过物资捐赠、体育支教、
组建篮球队、县级联赛、省级
联赛等一系列的闭环设计，以
篮球为载体，让更多河北乡村
地区的孩子因体育而快乐，因
运动而成长，同时希望以此改
善河北乡村地区小学体育教
育的薄弱环节，推进青少年体
育教育事业发展，助力河北乡
村振兴的战略实施。

2012 年，姚基金正式启动
拳头项目———姚基金希望小
学篮球季，将工作重心转向体

育教育。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
季是国内首个专门为中国青
少年量身定做的公益项目，通
过“硬件+软件+集训+联赛”，
即专业的志愿者支教、体育课
教授、篮球训练、集训及联赛
等形式，进一步缓解乡村小学
体育师资不足、体育课程和体
育活动缺失的问题，让更多的
乡村学生因体育而获得成长，
提升乡村体育教育水平和体
育氛围。

截至 2021 年年底，“姚基
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项目已连
续举办十届，与全国近 40 所高
等院校合作，累计派出 3795 人
次的支教志愿者，在全国 29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2500 余所学校开
展体育支教、篮球培训、集训联
赛等活动，同时提供硬件支持，
使近 271 万人次的乡村地区青
少年从中获益。

（张明敏）

2021-2022 姚基金希望小学
篮球季河北赛区省级联赛闭幕

数字 FIG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