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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如何助力媒体融合
万秀斌

汪志球

程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记者董雪、岳冉冉） 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26 日闭幕，活动周期间，有关部门和各
地方举办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技活动超过 2.1 万项，参与人
数超过 3.1 亿人次。
据介绍，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围绕“科技强国 科普
惠民”，展示了一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科技创新重大
成就，许多科技成果以模型、实物的形式展出，让观众在
参观中认识科学，在互动中了解科学，在体验中感受科学。
为期一周的科技嘉年华，不仅是一场科技与艺术的视
觉盛宴，更是人与科技、科幻与现实交融互动的魅力舞
台。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虽已落幕，但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的群众性科技活动仍将持续举办，科技的盛
会永不落幕。

焕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和科大讯
飞共同打造的 AI
虚拟主播果果正式亮相。 杨昌鼎摄

清爽利落的盘发，搭配一身红色西
服，大屏幕上，优雅端庄的女主播正流利
地自由切换普通话、广东话以及英语、韩语
等多种语言，口型、语气和神态自然得体。
5 月 25 日，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大数据领航·打造媒体融合发展
新业态”高端对话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论坛上，名叫“果果”的人民日报虚拟主播，
一经亮相，便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对话现场，来自高校、媒体、企业以
及党政部门的代表齐聚一堂，就大数据助
力媒体融合发展进行观点交锋、思想碰
撞，共同探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
员媒体、全效媒体”建设之道。

技术驱动，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

以人为本，精准感知用户需求

守正创新，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回望传播史，可知传播业态变化速率不断加快，传
媒技术的每一次变迁，无不深刻重塑新闻传媒的业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表示，数字文明和
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发展是应对挑战的最好选
择，发挥数据关键优势，打造舆论新生态。
从 1997 年人民日报网络版上线，人民日报就迈上了
全媒体探索之路，在各类平台、终端建设方面率先行
动。“当华为在全世界铺设 5G 的时候，当信息高速公路
越来越宽的时候，其实还要思考，我们内容生产供给的
效率能否跟得上道路建设的效率。”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
司董事长徐涛坦言，希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切
信息技术，增强内容供给效率，提高内容供给效能。
谈到技术创新对媒体行业的影响，科大讯飞副总裁
于继栋以智能录音笔举例。“原来录音 1 小时，要花 2 小
时整理素材。现在 1 小时录音，5 分钟能出初始稿。”于
继栋说，技术发展不仅能提升信息传播效率，而且还能
增强用户信息获取体验。
“处于变革期，各行各业都在重构的时候，应该反思我
们的边界在哪里。”腾讯集团副总裁马斌认为，跨界融合会
萌生许多新业态，继而推动社会关系、信用文化等发生重
构，最终导致价值链再次分配。
“ 进入互联网下半场，抵御
人性弱点，坚持科技向善，才是互联网核心发展趋势。”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 8.29 亿，其中手
机网民占 98.6%，互联网发展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传播方
式，而传统媒体的服务模式已满足不了用户日益增长的
信息需求。探索媒体融合发展新路径，“用户体验”满意
度是重要的检验标准。
“媒体融合要与人民群众需求形成有效对接，增强主
流媒体的贴近性，提升用户黏性。”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兼海外版总编辑许正中介绍，人民日报新媒体目前正在
研究“党媒算法”，通过媒体、论坛、博客、微博、微
信、短视频、音频等多个网络平台数据的全面抓取和分
析整理，精准把握受众阅读的兴趣偏好、意见诉求及心
态变化，实现分众化、个性化、差异化内容推送。
初到贵阳，小红书合伙人曾秀莲打开手机软件，顺
利找到了最正宗的酸汤鱼店铺。“媒体 3.0 时代，是人的
时代。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成为媒体，单个用户集合起来
的力量，可以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界面财联社副总裁李武认为，对媒体而言，技术创
新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发行环节，移动终端、网络升级和
互联网技术革新，让媒体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用户。“我们
对用户的理解，超出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因为有了大
数据分析和技术层面的连接，可以更精准推送他想要的
内容。”

“新闻媒体采访力量迁入融媒体中心率 100%、中央
厨房建设率 100%、移动端首发率 100%……”贵州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慕德贵介绍，贵州积极探索媒体融合的
发展新路，利用大数据构建数据溯源取证公共服务平
台，通过实时数据取证，起到净化、过滤不实内容的作
用，有效发挥大数据对净化网络空间的重要作用。
今年 4 月，人民网与东方航空合作，人民网号飞机
完成首航，乘机旅客借助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便可
以实现在高空中观看 AR 视频。“飞机也成为一种媒介，
飞机飞到哪儿，中国故事讲到哪儿。”人民网人民视频总
经理陈星星说，5G 时代即将来临，传统媒体应该把握机
会，争取成为主流优质内容聚合生产者。
“流量甚至不会纳入我们考核的范畴，还是根据投
入度、纵深度、社会影响力等传统标准评判稿件。”澎
湃新闻网总裁、总编辑刘永钢说，新媒体不能为追求流
量而热衷低俗炒作，好的内容是刚需，内容为王是永远
的真理。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
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说，县级是中国行政区域管理
中最接地气、最重要的一环，又是媒体力量最薄弱的末
端，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新形势下打通党和人民群
众信息沟通、社情管理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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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活动周 3 亿人参与

——贵阳数博会“大数据领航·打造媒体融合发展新业态”高端对话侧记
本报记者

张一琪

传统医学纳入《国际疾病分类》
本报北京 5 月 26 日电 （记者喻京英） 从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获悉，5 月 25 日，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 72 届世界卫
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本（ICD-11）》，
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章节，这是中国政府
与中医专家历经 10 余年持续努力所取得的宝贵成果。
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报告》 指出，ICD-11 包括一个
题为“传统医学病证—模块 1”的补充章节，将起源于古代
中国且当前在中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普遍使用的传
统医学病证进行了分类。将有关传统医学的补充章节纳入
《国际疾病分类》，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统计传统医学服务和
就医情况，测量其形式、频率、有效性、安全性、质量、
结果及费用，并可以与主流医学和研究进行对比。

《赣商之歌》全球首发
本报南昌 5 月 26 日电 （记者郑少忠）“一个 包 袱 一 把
伞，走南闯北当老板。出鄱阳湖入长江，江右商帮铸辉
煌……”日前，江西正式发布 《赣商之歌》。从此，天下
赣商有了自己的歌。《赣商之歌》 由江西省工商联 （总商
会） 出品，邀请朱虹作词、田信国作曲、阎维文演唱。
赣商，史称江右商帮，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之
一。《赣商之歌》 一歌由四海流传的童谣开篇，引人入胜；
三段唱词聚焦赣商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热情歌颂了江右
商帮的辉煌过去和巨大贡献，生动诠释了独具魅力的赣商
精神和家国情怀，全景展示了赣商奋斗新时代，成为江西
崛起脊梁的使命担当和特殊作用。歌曲优美动听，特色鲜
明，韵味悠长，雄浑大气，朗朗上口，振奋人心，对凝聚赣商力
量，提振赣商信心，加速江西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远海运太阳轮”首航抵达阿联酋

中巴边防军警
联合边境巡逻
5 月 24 日，驻守帕米尔
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红
其拉甫边防连官兵和巴基斯
坦伊斯兰共和国边防警察
30 余 人 在 海 拔 4700 多 米 的
红其拉甫达坂进行联合巡
逻，共同检查管段秩序、查
看国边界标志、维护边防设
施，营造了良好的边境管控
氛围，震慑了边境地区违法
犯罪活动，深化了两国边防
军警友谊合作。
图为两国边防军警在边
境线上巡逻。
姬文志摄
（人民视觉）

中国超大型集装箱货轮“中远海运太阳轮”经过
一个月航行后于 5 月 25 日抵达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哈
里发港的中远海运阿布扎比码头，这是该货轮正式交
付后的首次商业运营。图为集装箱车辆在阿布扎比码
头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苏小坡摄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启动
本报北京 5 月 26 日电 （记者叶紫）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
期召开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工作启动
视频会议。会议公布了 30 个试点城市名单。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是按照临床治疗相近、医疗资
源消耗相近的原则，对住院病例进行分组，医保基金和患
者个人按照同病组同费用原则，向医院支付医疗费用的付
费方式。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
症、手术、疾病严重程度、合并症与并发症等因素，把患者分
入不同的诊断相关组，每组采用不同的定额标准进行支付。

近日，美方启动对约
2000 亿 美 元 中 国 输 美 商 品 加
征 25% 关 税 ， 还 动 用 国 家 力
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如何
看待美方不断升级中美贸易
摩擦？这将给中美两国和世
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持续
一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对中
国企业和市场是否造成较大
冲击？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近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高燕：中国物质基础雄
厚，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
巨大，经济发展的韧性足、内
生动力强、回旋空间大。过去
一年多，中国企业在应对中美
经贸摩擦中得到历练，综合竞
争力、抗风险能力、开拓海外
市场能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贸促会在东南沿海等
地区调研了解到，面对骤然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
企业应对更为自信从容。有一些企业的出口，并不是单
一的美国市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但同时还有欧
盟、东南亚、拉美等其他市场，也就是说“东方不亮西
方亮”。
事实上，尽管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但中国依然是外
商投资热土。美中贸委会调查显示，90%的美资企业认为
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市场，95%的美资企业表示将保持或
增加对华投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报告显示，日本企业
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在日企对外出口、投资、跨境电商
战略中，中国市场均排名第一。埃克森美孚、特斯拉、
宝马等不少跨国公司均加大了对华投资。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各国企业签署 640 多亿美
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大
棒，既阻挡不了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更改变
不了中国大踏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的既定方向。中国
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
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美方经济霸凌行为 严重践踏多边贸易规则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就美对我新一轮加征关税影响答记者问

■ 美方经济霸凌与全球化背道而驰
记者：近期，美方不断升级贸易摩擦，不仅在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上步步紧逼，还动用国家力量无
端打压中国企业。您对此如何看待？
高燕：美方的经济霸凌行为、极限施压做法，严重
阻碍中美经贸磋商，严重践踏多边贸易规则，严重威胁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市场竞争原则背道而驰，与
基本商业道德背道而驰，与经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加征关税的一个借口是中美贸
易失衡。研究表明，美方现行统计方法是片面的，忽略
了服务贸易、跨境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所谓中美贸易失
衡是个“伪命题”。采用“基于所有权贸易顺差”的方法
计算，按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子公司统计口径，2009 年
至 2017 年中美之间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17 年仅为 450
多亿美元。如果统计口径放宽到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投
资的所有企业，2009 年至 2017 年美国对华一直存在贸易

本报记者
顺差，且顺差规模从 140 多亿美元不断扩大到 1600 多亿
美元。
各国间的经贸摩擦不是现在才有的，过去有，现在
有，将来还会有。经贸摩擦问题客观存在，关键是我们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不能动辄小事放大、经济问题
政治化甚至以势压人。
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而不是倒行逆施，希
望美方虚己以听而不是唯我独尊，希望美方诚信守诺而
不是出尔反尔，希望美方回归正轨而不是误入歧途。

■ 美方行径殃及中美和世界经济
记者：您如何评价美加征关税、不断升级中美经贸
摩擦给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高燕：中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各自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不同位置。经过这
么多年的发展，中美经贸合作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两
国产业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可以
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方对华为公司进行无端打

林丽鹂
压后，美国半导体公司股价暴跌就是不争事实。
贸易战没有赢家，美方种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不
仅会对中国企业带来影响，也会自食其果，对美国企
业、美国消费者造成影响，更将殃及世界经济。近日，
华为公司刚宣布关闭在美工厂就有当地民众抗议。美中
贸委会、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等机构纷纷反对对华升
级关税。经合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
中美贸易争端激化可能导致 2021 年至 2022 年全球 GDP 损
失 0.7%，量化为近 6000 亿美元。
我始终认为，合作是最好选择，也是解决问题的唯
一正确选择。只有切实遵循双方业已确定的原则和方
向，抱着相互尊重、理性务实的态度，加强沟通协商、
促成合作共赢，才能推动中美经贸往来和两国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

■ 中企应对经贸摩擦更为自信从容
记者：在您看来，持续一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对中
国企业和中国市场是否造成较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