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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助推发展

追根溯源，博客是自媒体较早的表
现形式，但是却没有发展到人人熟知的
程度。这与当时互联网普及程度有关。

微博，成为了早期自媒体增长的平
台，因为其随意性和即时性，受到了普
通大众的追捧。微信诞生和普及，尤其
是微信公众号的上线，进一步拓展自媒
体产业，自媒体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
段。到现在，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又
将自媒体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从博客到微博，从微信公众号到短
视频vlog （video blog，视频博客），媒介
技术迭代为自媒体发展起到了基础作
用。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如今又迈
入 5G时代，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发展，都
为自媒体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8.54 亿人，互联网
普及率达61.2%。庞大的网民群体成为自
媒体发展的助力，这也成为自媒体赖以
生存的重要基础。

随着电子支付等基础技术的完善，
自媒体变现也变得更加直接和方便。许
多自媒体通过接广告、组织线下活动，
收取订阅费等方式，实现盈利，这成为
了吸引众多年轻人的重要因素。试想，
既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内容，同时又能够
挣到钱，把自媒体作为职业也就逐渐成
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媒
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创业项
目，而且因为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很
容易做出区分度。如今互联网越来越强
调平台化，客观上也推动了自媒体这种
分散化的内容生产方式。”北京大学研究
员靳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盈利模式是关键

不少年轻人将自媒体作为职业，固
然有理想等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能
够挣钱养活自己。

正如大众媒体依靠广告来挣钱一
样，自媒体也有着盈利的模式，并且多
种多样。

马欢曾在一家行业报社工作，后来
跳槽去了一家新媒体，而现在主要是经
营自媒体。“我现在依靠广告、付费社群
和朋友圈以及为其他媒体写稿子等，都
可以挣到钱。”马欢列举了他的公众号变
现的方式。

谈到朋友圈挣钱，马欢进一步解

释，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让用
户加运营者的个人微信，然后通过朋友
圈向用户投放广告。

马欢所讲的是依靠公众号以及运营
者个人名气来实现盈利，而现在把微信
本身当做自媒体来进行盈利的也比较常
见。例如，运营微信群，在微信群中投
放广告、推广产品活动等；通过个人的
微信好友推广活动来赚取提成等。

虽然有多种盈利模式，但是自媒体
至今没有找到一种固定的盈利模式。“自
媒体的分散化形态，使广告这种根植于
中心化时代的盈利模式，越来越难以支
撑自媒体的生存。”靳戈说。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开始“带
货”，做电商导流，收取佣金。然而，这种模
式受电商影响大，自媒体的话语权变小。

“未来还有巨大机会”

近年来，自媒体创业如火如荼，每
天都会有新的自媒体上线，但同时很多
自媒体销声匿迹。大浪淘沙，真正能

“活”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其核心问题
就是盈利模式难以确定。

靳戈表示，“虽然一直在讲网络内容
生产的盈利模式，但是这几年探索下
来，作为产业上游的内容生产，在盈利
模式上却一直处在下游，这是很令人担
忧的。”靳戈表示，自媒体需要获得产业
链上的话语权，以内容优势形成盈利闭
环。至于盈利，靳戈希望自媒体能够实
现独立盈利，而不是靠“带货”这种寄
生式盈利。“我比较看好订阅费这种模
式，这从世界范围内看是最直接也最可
靠的盈利模式。”靳戈说。

除此之外，流量见顶、内容枯竭、
表现能力下降……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
的自媒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很多公众
号上升乏力，特别是大号，一直在掉
粉。”马欢说。

虽然微信、微博等自媒体面临转
型，但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的表现
形式却还在飞速发展，马欢对此较有信
心，“未来内容一定还有巨大的机会，但
是形式会变。”

马欢认为，有内涵的长文，轻量级
的图文，短视频等都是将来自媒体发展
的趋势。同时他也相信，随着 5G技术的
普及，媒介形式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从
而影响自媒体的表现形式和盈利模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不再是单
打独斗，而是由多个人组成团队进行机
构化运作。众人拾柴火焰高，内容的竞
争将会更加激烈，越来越多精致的内容
会呈现给用户。

如今，在网上买卖闲
置物品已成为深受大众欢
迎的“双赢”交易模式。
据悉，用户常在线交易的
二 手 闲 置 物 品 有 数 码 产
品、手机、家居日用品、
影音家电等。但二手交易
平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常暴露出以次充好、发
货延迟、退换困难、售后
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如何
在二手交易网络平台上真
正安心交易，成为亟待解
决的问题。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的 《2018 年度中国二
手电商发展报告》 显示，
中国闲置物品交易规模达
5000 亿元，中国在线二手
交易用户规模已达 7600 万
人。随着人均消费能力的
提升以及物品更新换代的
频率的加快，新一代消费
人群，对二手闲置物品的
交易接受度逐步提高。当
更多的二手商品被人们拿
到现如今已相当便利的网
络交易平台上进行二次流
通，更多消费者会享受到
二手商品价廉物美的好处。

与 网 络 购 物 平 台 一
样，二手交易网络平台也
潜藏有信息不对称、平台
监管不到位等通病。因很
多二手交易平台未设质量

评估标准，形成了商品好坏、真假只有卖家知
道，买家需自行判断的情况。据调查，在二手
平台交易买卖东西时，38.22%的受访者表示曾
遇到过二手商品质量存疑等问题，且事后维权
举步维艰。比如有些买家发现卖家承诺保真的
化妆品是假货时，却往往因证据不足陷入维权
的“死胡同”。

再比如未成年人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购买游
戏账号，致使通过实名认证限制未成年人在线
时间和消费行为的安全屏障形同虚设。这一现
象暴露出虚拟财产二手交易出现了灰色地带。
此外，二手交易网络平台还曾被曝出存在违禁
品被公然售卖等问题。

除了需要卖家自律，买家提升风险防范意
识外，加强平台交易者的资质审核、提升二手
交易双方失信的成本、对违约者加大惩处的力
度等都是平台监督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忽
视监督管理，忽略平台二手交易规则的建立与
维护，长远来看势必影响二手交易网络平台自
身的发展前途。伴随着《电商法》相关细则等
二手平台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让二手商品的
买卖双方安心交易，平台才能拥有更有前景的
未来。

智能操作省时省力

行业领军人物和学界知名专家分别就互联网发展空
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和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等议
题发表观点并展开热烈讨论。据介绍，中国第一本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应用指南 《新智能·新效率，智慧中国机
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应用指南》 将在 12 月初正式
发布。

“RPA 是指用自动化技术模拟人在电脑上的操作，
比如鼠标的点击、键盘的控制，实现重复性工作的自动
化。”国内RPA+AI领头企业——来也科技CEO汪冠春
谈到：“AI 就是机器人的大脑，RPA 像机器人的双手，
如果把 AI 和 RPA 结合在一起，机器人会做的事情越
来越多，将变成智能办公时代聪明的助手。”

延伸到具体操作层面，例如将RPA+AI技术应用到
财务领域，可实现会计科目维护、银企对账、营收稽
核、纳税申报等流程的自动化。原本需要财务人员在不
同网银和内、外部系统之间频繁切换、搬运数据的重复
性工作，交由 RPA 机器人在办公电脑运行完成，大大
提升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准确度，可以将精力专注
于专业性更强的事务。“把原来人工操作需要花30分钟
的事情，改成由 RPA 机器人操作，只需要 3 分钟完
成。”汪冠春介绍。

企业自动化广泛应用

RPA 技术自 2013 年左右在海外开始商业落地，成
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风口。2017年，美国国家航天

局的共享服务中心开始研发自己的 RPA 系统，尝试用
于财务管理、采购和人力资源。2019年，美国白宫发布

“向美国工人承诺 （Pledge to America’s Workers） ”
计划，旨在为美国工人提供更多教育与培训，其中就包
括 5 年对 75 万名工人进行 RPA 培训，推动 RPA 全民
化，迎接劳动力转型升级。

据美国市场研究咨询机构“透明市场研究”预测，
到2024年，全球RPA的市场规模将实现61.3%的年复合
增 长 率 ， 亚 太 地 区 的 市 场 增 速 更 将 在 2021 年 达 到
181%。另一份全球RPA行业报告由IT研究与顾问咨询
公司高德纳发布。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 RPA 市场
中 ， 行 业 排 名 前 三 的 公 司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达 到
629.5%、46.5%、105%，预示着RPA行业已经进入到高
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历程中，信息数
据处理繁冗，“数字孤岛”问题突显，人力成本不断攀
升，急需引入数字劳动力。

近年来，RPA 技术凭借其非侵入性、实施快、见
效快等特性在国内快速获得企业认可，适用于通信、
地产、银行、保险等多行业，财会、人力、采购等多
场景。可以说，RPA 不仅是一种软件平台，更是一种
自动化思维，是实现工作方式升级和劳动力升级的有
力工具。

智慧产业潜力巨大

日前，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提出“到 2030 年，中国将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
超过 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万亿元”。行

业专家预测，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
袭来，人工智能将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
主要动力。

借此契机，汪冠春带领他的团队——来也科技与
国内 RPA 领航者奥森科技合并，进军 RPA+AI 市场，
投身智能办公领域。与此同时，来也科技积极推进由
企业客户需求出发，继而面向全社会的 RPA 工程师、
AI 训练师等新岗位的培训合作，推动职业技术教育的
发展。

“人类本身并不喜欢做重复枯燥的事情，每个人都
希望做更有创造性、富有更高价值的工作。”汪冠春
说，“让机器人服务到每一个人，希望机器人能够像40
年前的个人电脑一样，走进每一家企业，走进每一个人
的生活。”

云中漫笔

自媒体成“双创”新选择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如今，从事自媒体工作的青年不在少数。据《中国青年报》调查，72%的受访青年称身边有做自媒体

的人；45.6%的受访青年做过或正在做自媒体；52.8%的受访青年对利用自媒体平台发展职业有具体的目标

或规划。自媒体正成为就业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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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营销助力品牌“出海”
曲 佳 周晓琴

数字营销助力品牌“出海”
曲 佳 周晓琴

人工智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智能办公的“聪明助手”
海外网 朱惠悦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异军突起，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中国

制造”正与各行业加速融合。近日，以“构建智能互联的数字化转型体系”为主题的专家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与会嘉宾共同探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以下简称RPA） 的应用

场景和未来发展。

来也科技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件平台 3 大模块示
意图。

图片由来也科技提供

自媒体团队成员正在工位上讨论即将要推出的新一期自媒体视频。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11月 20日，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与十堰市商
务局联合举办的“十堰企业海外营销研讨会”
在湖北省十堰市圆满结束。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十堰市委书记张维
国，十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荣山，十堰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慧莉等人会见主办方相
关人员，并对本次研讨会给予大力支持。

湖北十堰拥有“武当山、丹江水、汽车
城”三张靓丽的名片，是东风汽车的故乡，有

“国际商用车之都”之称，多年来高度重视拓展
海外市场。十堰市政协副主席、商务局局长朱
云慧在致辞中表示，时至今日，十堰的开放开
发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十堰拥有开放
包容的城市基因，“一带一路”提供了广阔市
场，十堰企业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十堰制
造”质量精良、享誉海外，正多方位融入全球
经济的一体化，大踏步走进全球市场。掌握海
外数字营销的本领，既是十堰企业发展的必
须，又是全球竞争的必然。

数字营销是中国出海企业开展全球营销必
不可少的手段。人民日报海外网今年新拓展的
海外数字营销业务，就是与海外搜索引擎、主
流流量平台、海外社交媒体、海外网络传播渠
道等进行深度合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帮助
中国企业制定个性化的海外营销整体解决方
案，帮助企业精准发现海外用户，助力中国品
牌成为世界品牌。

十堰近百家外贸出口企业和各县区商务局
参加研讨会。用全球数据说话，多方分析成功
案例样本，研讨会探讨了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
外部市场形势与具体技术方法，分析了近年来
全球汽车零配件市场的发展规律和海外潜在商
机，从建立网站和关键词库等多方面对企业进
行数字营销的方法培训。许多出海企业会后认
为这样的研讨会对企业帮助很大，表示要拿出
具体行动来落实企业的海外数字营销。

朱云慧表示，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坚
定了十堰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十
堰商务局将加强与人民日报海外网合作，通过
数字营销等多种手段，帮助十堰外贸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推动十堰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全
球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