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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中心

 Introduction of 
Omnimedia center



全媒体矩阵

看四川全媒体中心由一刊、一网、两微组成，
已形成完善的看四川全媒体矩阵，为看四川品
牌提供全方面优质的宣传服务。

一刊：《看四川》杂志
一网：看四川双语网站
两微：看四川微信公众号
          看四川新浪官方微博



旅游推广：打造四川最高端的旅游推广平台
文化宣传：展示四川人文魅力的窗口
国际外宣：双语模式搭建对外推荐四川的重要载体

宣传功能：

旅游+文化+外宣



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中国期刊协会、湖北省政府
等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上，
《看四川》杂志成功入选2018年度“中国最美期刊”
。

我们的杂志：中国最美期刊



看四川双语网站是全面宣传推介四川山水、风土人文，讲好“四
川故事”的重要网络平台。该网站通过双语模式向全世界展示四
川魅力，搭建国际推广交流平台。是外国友人、使领馆、留学生
了解四川的重要窗口，助推四川旅游文化“走出去”。

看四川双语网站主要包括专题、热点、旅途、人文、品味、世界
看四川、视频、视川等内容板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
向公众展示资讯内容。

      我们的网站：双语国际传播



两微：线上线下联动

看四川微信公众号关注四川山水人文，风土人情，积
极展示四川魅力。通过及时推送四川的热点新闻，精
心策划制作系列专题的方式，多角度推广四川，为外
界提供了解四川的窗口。

看四川新浪微博是看四川新媒体中心唯一官方微博，
是看四川杂志社线上活动的宣传主阵地，及时传播大
美四川，展示四川新风貌。



平台优势

  Advantages of platform



省外宣刊物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

外宣刊物的定位



国际影响力
政府资源：

《看四川》杂志属省级媒体，与四川省市级各宣传部、外事办、旅游、
投促、商务等厅局一直保持合作关系。

影响力覆盖：

看四川读者群覆盖驻川使领馆，世界500强企业，留学生群体等。



专业的队伍
  

看四川杂志社拥有一支高学历、爱学习、锐进取的年轻队伍，他们之中
有曾活跃在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等
的资深编辑记者。新锐的思想，扎实的文字功底为团队带来无穷的创意。
看四川也有逐步扩大的新媒体团队，为新媒体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他
们共同为打造看四川全媒体中心做充分的准备。

看四川杂志社与凤凰网、华文媒体联盟、腾讯网、四川传媒学院、四川
电视台、熊猫邮局等达成战略合作，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媒体咨询和宣
传服务。

媒体资源

人才资源



核心服务

Core Services



Digital Bilingual Platform of
  Sichuan Vision

双语数字化平台是宣传四川
发展、展示四川形象的省级新型
国际化数字化大外宣平台，拟构
建《看四川》杂志社国际化外宣
格局，通过平台的建设，做好“
家门口”的国际外宣工作。

该平台立足《看四川》杂志社现有的
包括驻蓉总领事馆、外籍商企、工作人士
等资源，专注服务外籍人士（赴川政商、
旅游人士、来川留学生、海归），加强与
这300余万人与四川地区的强联系，满足
外籍人士对四川历史人文知识、投资环境
、生活旅游的需求，建立圈层联系。核心
产品为双语网站、微信公众号、APP。

该平台目前已打造了一个集外宣、文
化、经济、投资、旅游、美食等门类于一
体的，具有海量传播优势和权威传播形象
的双语外宣网站，满足300余万在川外籍
人士的信息需求。

线上线下服务

www.visionksc.com



城市品牌宣传

《看四川》杂志通过封面选题，图书画册，活动策划媒体手段，为
不同城市量身打造城市品牌宣传方案。多年来与各地市州紧密合作
，经典宣传案列众多。



旅游推广

《看四川》是四川省委宣传部扶持打造的旅游文化外宣平台，致力
于宣传四川山水人文。与省内地市州文旅部门，景区等形成战略合
作关系。



展会服务

看四川杂志社与省博览
局、市州相关职能部门
及大型会展公司建立了
长期合作，可承接省内
大型展会及会议，为主
办方提供相关服务，我
们将采取政府办展与市
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办展
方式，优化办展机制，
提升展会的市场化水平。

A.根据参展方的要求提出可行性策划方案
B.专业的会展公司根据方案参展方提供展区
设计和展台搭建或会议场地的选择和布置
C.可根据参展方需求制作主题形象宣传片

布
展
服
务

媒
体
服
务

A.新闻发布会承接
B.传统媒体、移动互联网、户外媒
体、广播电视等媒体传播。

通过以上渠道的媒体宣传，扩大展
会及会议的影响力，达到预期效果。



在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大量外籍人士造访、常驻
四川的背景下，《看四川》杂志社与各国驻蓉总领
馆以及四川省外事侨务办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除此
之外，杂志社拥有一流的多语种翻译团队，可为客
户提供专业、权威的翻译服务。

《看四川》杂志社依托自身资源、各国驻蓉总领馆
以及四川省外事侨务办推广，已在全球设立信息推
广点：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韩国、泰
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刚果金、坦桑尼亚等非洲国
家。根据这些资源，我们可为客户提供国际传播服
务及展览、展会服务。

看四川杂志社了解企业需求，并能提供比选方案，
解决企业诉求，可为客户“量身定制”有特色、有
创意、有质量、有深度的企业品牌打造方案。

国际化服务

意大利

德国法国

韩国

泰国

印度

刚果金
坦桑尼亚



案例及成果

Cases and Achievements



展会类

      全国两会

《看四川》杂志是省委宣传部指定赴京的“两会”特刊。“两会”
期间，杂志将进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的酒店房间，并在“四
川开放日”上亮相。

、



展会类

2016年，看四川杂志社受四川省委外宣办委托，承担制作
《外眼看四川——G20财长及央行行长成都会议特刊》（双
语），会议期间，会刊向参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的国内外嘉宾赠阅。

、 G20财长峰会



展会类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看四川》杂志是四川省博览局指
定的西博会唯一会刊。2014年10
月，看四川杂志社策划“财富西博”
专题报道，用45P的页码将历15年
间西博会的成绩单进行了详细地分
析和梳理，全面展示了西博会在四
川及西部发展轨道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深圳）国际文博会

《看四川》杂志是省委宣传部指定的深
圳国际文博会唯一会刊。2015年，看四
川杂志社承制了深圳国际文博会四川代
表团入会的会刊及项目册——《文化无
界·川流不息》，会刊以富有创意的设计
和精彩的内容呈现；并同步推出视频
《外交官们看四川》。2016年《看四川》
新媒体中心为深圳文博会四川展台量身
订做新媒体宣传方案，制作 “文化无界 
川流不息”公众号，并推出H5页面。



中国西部（四川）进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

四川农业博览会暨
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

《看四川》杂志是四川省博览局指定的中国西部（四川）
进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会刊。2015年11月，第一届进口
展期间，《看四川》杂志社策划推出了会议特刊——
《机遇·共赢》，通过综述、底蕴、步伐、讲述、解读五
个篇章，全面分析四川贸易投资合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宣传推介西部及四川投资环境和发展空间，与海内外投
资者共享四川发展机遇。

2015年11月，受省博览局委托，《看四川》杂志社策
划推出了第三届四川农业博览会暨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
业博览会特刊——《开放合作·智创农业》，通过综述、
智造、共赢、砥柱、家园五个篇章，全面展示四川农业
环境、农业投资合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宣传推介四川
农产业更好的发展空间以及四川农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
的地位、地区发展前景。

展会类



市州推广

《看四川》正刊的封面故事
栏目（40-60P），每期精
选一个市（州）作为主角，
目前已合作的市州包括天府
新区、南充、遂宁、宜宾、
自贡、甘孜州、龙泉驿等市
（州）和（区）县；专为不
同城市“量身定制”摄影图
库并集结成册出版，目前合
作对象包括眉山、广安、遂
宁、新都、都江堰等市（州）
和（区）县。



 

  

 2015年1月总第三期出版的《国
之新天府》是我们正式开启市
（州）形象宣传的第一站，用
40P的篇幅解读国际化天府新区。

2015年5月刊《大美甘孜》封
面策划是我们与甘孜州宣传部
的一次重要合作，长达60P的
篇幅里从一首《康定情歌》切
入，全面解读甘孜州悠久的康
巴文化。

在遂宁建市三十周年之际，我们
于2015年7月刊中，用40P的封
面故事制作了《柔韧遂宁》专题
报道，全面展示了遂宁的风貌。
另外在全国知名摄影家遂宁行大
型活动中邀请中国和四川省摄影
家协会的摄影家们前往遂宁市进
行拍摄，并出版增刊《优美遂
宁·‘三城’魅力”》。

2016年以来，南充市宣传部两
度与我们合作：2016年3月正
刊《四川故事》——全国两会
特别策划中，为南充市政治经
济、人文历史、精准扶贫等方
面进行深度报道。又于7月
“G20”财长峰会会刊——
《Hello World》中为南充市
做经济环境大解读。

市州推广

天府新区

遂宁

甘孜

南充



市州推广

2016年杂志社与眉山建立合作，
策划制作了大型选题《东坡故里 
天府眉山》（正刊），于9月1日
正式出版。杂志出版后，眉山市
分管宣传的常委部长专题召开新
书首发会，邀请杂志社参与讲话，
介绍经验。

眉山
广安市 “锦绣广安”城市形象摄影
画册执行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
5月。期间，每周摄影师都会前往
当地，拍摄当季最美城市图片。本
次合作将为广安更新图片库，所制
图册也将被列为当地大型会议展示
会刊，且作为城市宣传册永久保存。

广安
龙泉驿宣传部三度与杂志社合作，
从《世界级汽车产业之城的龙泉

驿样本》特别报道到《四川故事》
中《梦里桃源 掣动西部》两会特

别报道；即将制作的G20会刊中，
《“千亿”之上再出发 从车轮到

涡轮》将再次解读龙泉驿新发展。

龙泉驿



企业服务

为万达等大
型企业提供
广告服务。

对红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进行专访，
为红旗连锁量身打造品牌人物宣传方案。

为省内知名企业、商家提供
深度报到和品牌宣传。



感谢观看  期待合作

看四川全媒体中心
028-80640510

 Omnimedia Center of Sichuan Vision

Thank you! 
Looking forward to our partn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