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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经历人员占比较高

拿到数字编辑高级职称证书，北京维旺
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颖开心地回
忆，上一次评职称还是1992年在首都师范大
学当老师的时候，虽然一直做与互联网相关
的产业，但苦于没有相应的职称序列，晋升
停滞不前。

时隔20多年，韩颖再次参加评审获得了
数字编辑的高级职称，他觉得这比公司上市
更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这么多年之后，我
们得到了政府在专业能力上的认可。”

据了解，北京首次数字编辑专业高级
技术资格申请人数为 76 人，经过答辩评议
和专家评审，最终 26 人通过高级编辑专业
资格评审，39 人通过主任编辑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

获颁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分别来自
央企、市属国企、民企等各种类型企业，包
括光明网总编辑杨谷、新浪新闻总编辑周晓
鹏、北京迪生数字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中秋等，均被纳入市新闻出版广电行
业领军人才遴选与培养计划。其中，年龄最
大的 54 岁，最小的 32 岁，平均年龄为 40
岁，呈现年轻化趋势。

学历层次高，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比例
高也是这批数字编辑的突出特点。65 人中
的 34 人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具有

海外留学经历的约占 10%，远远超过传统
新闻和出版专业的平均水平。此外，业绩
材料丰厚程度及首次高级评审通过人数都
超过其他行业。

数字编辑队伍规模已达十万

数字编辑，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
网络等数字技术手段，将文字、图像、音
频等作品进行选题策划、稿件资料组织、
编辑加工整理、校对审核把关、运营维护
发布的工作。随着当前我国数字内容产业
的蓬勃发展，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
北京市数字编辑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规模已
达数十万。

一方面数字出版行业规范模糊，常常出
现稿件署名丢失、编辑过程混乱、内容鱼龙
混杂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编辑自身而言，
没有相应的职称晋升渠道，行业发展和学术
交流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专门的职称评
定规则出台前，数字编辑只能参加传统的出
版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而这与其工作内容
的契合度其实并不高。

对此，2015年底，《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
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发布，北
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在
全国率先启动了数字编辑专业领域职称评价
工作。2016年5月，共有
2416 人参加了北京首次
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
初级和中级考试，近 400
人通过考试取得了中级、
初级职称。

获得中级、初级职称
的人员涉及数字新闻编
辑、数字出版编辑、数字
视听编辑等不同领域。
高级职称的评定则需要
自主申报，并经过答辩评
议和专家评审获得。

填补新兴产业人才评价空白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司副司长方
华在经验交流会上表示，开展数字编辑专业
职称评价工作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在全国
开创了先河，他希望可以通过经验总结，在
职称改革、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争取新成绩。

“正其名、定其份、安其心、明其责”
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对数字
编辑高级职称规则出台的概括。他说：“北
京作为全国数字传播产业的高地，在全国率
先开展数字编辑专业评价工作，填补了国内
对新兴产业人才评价的空白，打破了‘体制
内与体制外’机制的束缚。”

光明网总编辑杨谷认为，“给小编评职称
是一件雪中送炭的创举”。首先，专业职称是
国家主管部门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要
求。其次，人才是网络媒体发展壮大的关键，
专业职称评定有利于稳定网站人才队伍，是
对加强网络舆论阵地建设工作的雪中送炭。

据悉，2017 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将
结合《北京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
出台，进一步完善数字编辑专业评价标准。
在2017年的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工作

中，将以品德、能力、业绩
为导向，克服唯学历、唯资
历、唯论文的倾向。

游玩过繁华的东京、热闹的大阪、
优雅的京都，总觉得这与印象中的日本
相比还少点什么，对，缺了点自然古朴
的味道，于是便踏上了奈良之旅。

奈良委实清净，不单单说人少，而
且这儿的人都喜静，整个城市都显得空
旷而安谧。我选择奈良最初是想瞻仰下
东大寺，据说是日本华严宗的大本山，
连我唐朝高僧鉴真和尚也在此设坛授
戒，于是怀着这种被佛光沐浴的心境走
进了东大寺。东大寺之南大门高大而挺
括，木柱经过岁月的洗礼已见斑驳，轻手抚摸，那种醇厚朴实之感仿佛
能让自己卸掉任何伪装。迈腿而入，大佛殿就出现在眼前，而我与大佛
殿之间隔着一块空旷之地，或许这就是凡尘与极乐的距离。入大殿、行
大礼、求签祈愿，若说这是游寺庙的流程，也无妨。这便是一种仪式，
注入了尊敬与虔诚，便获得了一种心灵满足。

当然，奈良给我的意外之喜便是这呆萌的小鹿了。早听友人提及，
奈良的鹿都是野生鹿，是日本政府认定的“天然国宝”。去春日大社的路
上，所到之处便能看见三五只小鹿呆在一起，或是玩闹嬉戏吸引目光；
或是晒着太阳享受时光。如果你想要跟这些小鹿谈场恋爱，那就得使出

“必杀技”。
奈良的小鹿都喜欢一种叫做“鹿仙贝”的点心，为了吸引它们的

注意，你需要准备几包“鹿仙贝”。有了这个，小鹿自然闻风而来，纷
纷伸长脖子去舔，此时的你就需要做到足够的“矜持”，面对小鹿们的

“撒娇”要一点点地喂点心。等到你手中的“鹿仙贝”即将化为乌有
时，便得抽身而出。其实，离小鹿远一点，再远一点，静静地坐着看
它们玩耍，抓拍它们呆萌的瞬间，也是种超自然享受。所以，如果真
的要和它们恋爱，就得先让自己沉下来，如同孩童般，注重内心感
受，还原最单纯的自己。时而轻抚、时而远观，这样的恋爱或许也是
最让人放松的吧！

有了小鹿这个恋人，便不忍离去。可落日将至，我终将离去。奈良
一日，脚步就在这奈良公园转悠着，闲逛着，领略这一处的绰约风姿。
以前我总觉得走的路多了，便觉得世界大了；可现在觉得走的路少了，
世界也可以很大。因为，我能找到一个“新我”。

当人们在街边的刀削面店看见
负责削面的“机器人变形金刚”
时，就会意识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浪
潮已经“席卷”百姓的日常生活。
感叹之余，各种远虑近忧接踵而
来。人们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工作
岗位会被机器人取代，自己将随时
面临失业的风险。

对此，比尔·盖茨发出了“呐
喊”——向机器人征税。近日，盖
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当人们说
机器人的到来造成了失业，人们的
收入不断减少、亏损的时候，可以
通过征税，甚至是提高税率来减慢
机器人应用的速度。”据悉，盖茨
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向机器人征税的
倡导者。在此之前，欧洲议会曾就
一部关于机器人的法律提案进行投
票，提案中就包括向机器人征税等
举措。

“是否该向机器人征税”，不同
国家、行业和群体，站在不同利益
角度，会给出截然相反的回答。支
持者和反对者各执其词，细致看
来，都不无道理。

据麦肯锡 2016 年发布的相关
数据显示：随着自动化模式扩大到
服务业，在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
中，有45%可能会实现自动化。这
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 2
万亿美元的年薪。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
士康近年来也一直在尝试使用流水
线机器人来提高生产效率。2016
年，富士康在昆山工厂装备超 4 万
台机器人，裁员5万人，引发热议。

由此看来，机器人的大规模应
用让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生产一
线的低技能工人面临着失业的风
险，为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与日俱
增。从此角度来说，向机器人征税
有理可依。

然而，向机器人征税面临着诸
多现实困境。首先，“机器人”的
概念至今难以界定。大多数机器人
并不是实体机器人，而是计算机软
件。确定哪些技术与软件系统会导
致失业并制定相应的税收制度，短

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其次，
机器人种类太多，征税标准难以
确定。最现实的问题是：因技术
进步而失业的人和因“好吃懒
做”而惰性失业的人很难从量化
标准上严格区分。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机器人产
业发展现状，讨论“是否应该向
机器人征税”仍为时过早。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在
2016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
数据显示，从 2010年到 2016年，中
国工业机器人的总供给量年均增
长速度约为 40%。但是，我国机器
人产业目前仍存在着高端产业低
端化和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等发展
瓶颈。据悉，国内具备一定规模的
机器人企业虽然超过 800 家，但是
处于产业低端的“空牌子“企业和
没有技术积累、依赖进口零部件组
装的代加工企业几乎各占一半，真
正能实现“自主生产”机器人的企
业仅有不足100家。

可见，中国机器人产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问题已基本解
决，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应是尽快
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
正向发展。

因此，对于中国机器人行业
来说，目前并不是蹭“热点”讨
论“是否应该向机器人征税”的
合适时机。相比较而言，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苦练内功，制定相
关行业标准才是紧要之事。至于
未来是否应该向机器人征税，且
行且看。

环 境 改 善 催 生 盈 利 模 式

2015 年 7 月，国家版权局出台“最严版权
令”，各大网站下线未授权音乐作品累计达220
余万首，超过 300 家网络音乐平台关闭，网络
音乐版权秩序明显好转。

据 2016 年 《中国在线音乐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音乐市场规模为 40.2亿
元，增长67.2%。随着版权市场逐渐规范，在线
音乐市场发展迈入新阶段。

伴随政策收紧，接连出现了版权收割与并
购。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整合，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和网易云音乐 4 家网络音乐集团割据
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据报道，腾讯音乐早就开始与各大唱片
公司进行版权合作，多年积累后已占据全行
业八九成的音乐版权，拥有国际三大唱片公
司索尼、华纳、环球的音乐版权；阿里音乐
则 获 得 了 滚 石 、 华 研 国 际 、 S.M. 娱 乐 的 版
权；网易云音乐通过二次授权，从腾讯音乐
获得了大量版权，用户规模达到两亿；百度
音乐随着太合音乐集团入驻，也具备了一定
实力。

专家认为，目前中国音乐版权的生态环境
得到了极大改善，并催生了新的盈利模式。政
府要鼓励有益的传播形式，加强版权教育，推
动产业的良性循环。

付 费 音 乐 会 员 快 速 增 长

随着版权大战硝烟散去，提升用户体验、
挖掘粉丝价值，便成了网络音乐厂商竞逐的新
领域。

据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
达 5.03 亿，较去年底增加 176 万，占网民总体
的68.8%。其中手机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4.68
亿，较去年底增加 5152 万，占手机网民的
67.3%。得益于行业版权意识的形成与用户付费
意愿的提升，网络音乐营收进入高速增长期。

此前，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
表示，要在推动网络音乐版权秩序基本好转的
条件下，探索并完善适合国情、良性发展的商
业模式，只有各方一起努力共同推动音乐付费
商业模式的产生，才能把网络音乐产业这块蛋
糕做大、分好。

付费音乐究竟靠谱与否，业界对此看法不
同。

日前，网易公布数据显示，网易云音乐去
年付费会员人数比 2015 年增长超过 9倍，成为
增长最快且最具增长空间的商业化变现方式之
一。调查也发现，13.2%的“90后”愿意为数字
音乐会员付费，是付费意愿最高群体，“80
后”“70后”的比例分别占9.2%和5.8%。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并不乐观。阿里音乐

董事长宋柯认为，以付费用户3000万—5000万
规模算，60亿元的收入版权方拿走一半，剩下
30亿元至少6家平台分，每家就只有5亿元。由
于平台运营成本较高，版权价格居高不下，再
加上收费会员转换率低，平台忠诚度很有限，
因此很难做到持续增长。

深 挖 用 户 价 值 探 索 新 途 径

目前来看，除了极个别的网络音乐平台
外，大多数平台仍未实现盈利。除了版权布局
较晚外，盈利模式的匮乏是主因。随着竞争升
级，与外部企业合作、加强产业链合作、扩大
渠道成为了平台的发展方向。

有业内人士表示，网络音乐平台的盈利模
式应包括会员收费、在线广告、版权的分发、
整合营销等，面对巨大的音乐市场，只要不断
深挖用户价值，盈利可以期许。

对此，各大网络音乐平台正纷纷实施各自
的音乐产业生态战略，利用用户流量，建立互
动模式，打造综合性开放平台，如演唱会举
办、在线直播、音乐内容创作、演艺人才孵
化、音乐教育、衍生品等方式，提供多元化产
品和服务，积极探索音乐产业新的商业模式。

业内人士称，无论是电子化产品还是实物
产品，坐拥大量用户和优质内容加上粉丝群
体，只要通过平台找到嫁接点，就有可能找到
音乐服务真正变现的途径和模式。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版权战落幕 盈利赛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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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峣

看完节目到音乐软件下载歌曲——随着音乐类真人

秀节目的风靡，这样的听歌模式成为不少观众的选择。

不过，越来越多的音乐发烧友发现，很多歌手的歌曲，

只能在一家音乐软件里听到，有的歌曲甚至还需要付费

收听或下载。对于习惯了随手一搜、免费下载的听友来

说，如今想认认真真听音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版权规范、回归正版。两年来，中国在线音乐进入

健康发展局面，数字音乐产业也迎来了拐点。经历了版

权跑马圈地的“战争”后，在线音乐正在寻找自己的

“造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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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举办北京市数字编辑人才
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65人获
颁2016年度数字编辑专业高级
职称证书。这是北京首批具有
高级职称的数字编辑，北京也
成为全国首个为数字编辑设立
专业职称的地区。

云中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