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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论坛·聚焦

财媒朋友圈亮相大河财富论坛
大河财立方两周岁 国内新财媒聚首共论“升维与下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2019年，国内媒体转型步入深水区，一
批深度转型或崭新创立的财经媒体集体走向
前台。如何从改革发展的记录者，到自我进
化、自我革命的践行者？如何从“内融”（内部
融合）专家，升级为“外融”专家和增维能手？

近日，记者从2019(第十五届)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秘书处了解到，作为本届大河财富论
坛亮点之一，以“升维与下沉：财媒再出发”为
主题的2019中国新财媒峰会将亮相中原之
巅，大河财立方的财媒朋友圈将齐聚郑州，共
论财经媒体转型发展路径。

群贤毕至
国内新财媒将聚首大河
财富论坛

2019 年 12 月 12 日~13
日，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大河报社、大河财立方承
办的2019(第十五届)大河财
富中国论坛将在郑州盛大启
幕。作为中西部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财经论坛，今年的大河
财富论坛可谓亮点纷呈：参会
嘉宾除了穿越周期的实业领
袖、服务实体的金融大咖、乡
村振兴的现代农民代表之外，
作为本届大河财富论坛的重
要分论坛——2019中国新财
媒峰会，将于12月13日在郑
州举行。届时，大河财立方的
豪华财媒朋友圈——来自全
国的主流财经媒体，将齐聚中
原之巅。

据大河财富论坛秘书处
负责人介绍，本届新财媒峰会
将以“升维与下沉：财媒再出
发”为主题，通过主题演讲和
新财媒圆桌会的方式，结合当
前移动互联时代阅读的新动
向以及财经媒体转型趋势，共
同探讨在以颠覆、解构、重构、
重组为特征的移动互联信息
时代的财经媒体下一站。

从目前记者获悉的参会
嘉宾阵容来看，无论是与会媒
体的多元性、媒体规模还是媒
体影响力等方面，都堪称“豪
华”。

在即将出席此次新财媒
峰会的嘉宾名单里，既有长期
关注中国媒体发展、致力于媒
介经济与媒介管理、媒介政策
与媒介制度、文化产业研究的
行业专家，还囊括了来自全国
各地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财经
媒体的掌舵人；既有以新华社
为代表的中国传媒界巨擘，也
有近年来涌现出的像澎湃新
闻等从出生就自带互联网基
因的媒体新贵；既有南方财经
全媒体集团、第一财经传媒集
团等传统媒体的改革先锋，也
有《商业周刊》等以专业财经
杂志起家的财经深度报道力

量，亦有专业财经电视台、网
站、Ａpp等多种媒体表达方
式；既有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而创刊的诸如期货日报
这样的专业资本报道力量，亦
有中国经营报等财经领域的
经典品牌……

对本届大河财富论坛增
设新财媒峰会，大河财富论坛
秘书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信息传播进入移动互联时
代，一些走在前沿的财经媒体
已经在内容、渠道、平台、经
营、管理等方面加快推进深度
融合，并建立了可持续的商业
模式，成为拥有强大实力和传
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
媒体集团。本届新财媒峰会
的与会者，均是国内主流财经
媒体当中的翘楚。通过对这
些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做法的
总结和探究，可以探索出一条
在融媒体时代适合财经类媒
体转型的成功路径，从而更好
地服务实体经济，赋能实体经
济。”

行业新趋势
财经成为媒体垂直改革
领域的新试验场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
的发展，全球一体化早已成为
各方的共识。在此背景下，能
够覆盖全部社会经济生活和
与经济有关的领域的财经新
闻，成为各大传媒集团转型的
一个新方向。由此，财经新闻
领域也成为媒体转型的新试
验场。

2016年 4月，新华社中
国经济信息社在北京正式挂
牌，标志着新华社经济信息业
务开启新篇章。据了解，中国
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涉及经
济信息业务的原经济信息编
辑部、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等部门和
企业进行整合，作为新华社经
济信息业务的市场主体，负责
新华社经济信息产品的生产
和服务。

2015年 6月，上海文广
集团（SMG）和阿里巴巴集团

联合宣布达成战略合作。阿
里巴巴投资12亿元人民币参
股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此后，双方把合作点聚焦在数
据上，成立了第一财经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并诞生了CBN-
Data数据平台，并且通过根
据用户场景定制资讯的模式，
极大改善了用户体验，提升了
用户黏性和满意度。

一年之后的 2016 年 11
月，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在广
州成立。据了解，南方财经全
媒体集团整合了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和广东广播电视台两
家传媒单位旗下优质的财经
媒体资源和经营性资产，实施
跨介质、跨单位、跨业态战略
重组，大力发展“媒体”“数据”

“交易”三大核心业务。
2017年12月，作为河南

传媒业航母的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金融豫军”主力阵
营跨界联创的大河财立方正
式出海。

大河财立方财经全媒体
平台，主要以大河报财经新闻
为基础，整合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的优质
财媒资源，牢牢确立移动优先
战略，构建立体分发通道和传
播生态，着力打造中原地区最
具影响力智慧财经全媒体平
台，旨在构建国内首家“金融
服务链接商”，多维链接世界、
立体赋能中原。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第一次进军财
经新闻领域。2010年12月，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人民
日报所属证券时报社共同出
资成立的期货日报传媒有限
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为
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除了传
统的官方媒体在扎堆掘金财
经媒体的同时，以“36氪”和

“吴晓波频道”为代表的民间
财经IP亦在积极布局。

那么，为何传统媒体为代
表的官方媒体和以微信公众
号为代表的新媒体都将目标
瞄准财经领域呢？有业内人
士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信息变成可以随时变现的
金钥匙被很多人重视，谁能在
第一时间掌握信息，谁就能在
随后的经济发展中获利，所以
信息的准确性与及时性成为
业界人士把握商机的关键。
而财经新闻的报道对象包括
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农
村、从宏观到微观、从安全生
产到服务质量，从经济工作到
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价值
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因此财
经新闻领域受到各方重视也
在情理之中。

财媒转型新方向：
平台升维与场景下沉

如果说向财经新闻领域
转型是近几年传媒业转型的
一个缩影的话，那么在这场转
型当中，“升维”则是各大传媒
集团的“必然选择”。

拿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
社来说，从其产品体系来看，
其主要按照“互联网＋”发展
理念，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先进技术，提高信息化、
智能化服务水平。

而上海文广集团和阿里
巴巴的战略合作，其合作的方
式可以简述为“财媒+数据”：
其目的在于，通过打造中国独
一无二的高品质商业大数据
服务平台，推出数据库、指数、
数据资讯、研究报告等多种形
态的产品，以提升政策制定、
学术研究、商业决策、投资参
考、消费引导等全社会各领域
的数据化服务水平。

第一财经董事长李蓉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现在
一财具有强大的数据团队，除
了CBNData，还有一财研究
院和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等数
据团队，这也是转型的一个探
索方向。这一轮改革中，第一
财经确立了资讯、视频、数据
三个维度的战略支柱，在推进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
进程中再一次走在了前列。

而作为“媒体大省”广东
媒体供应侧结构性改革开篇

之作的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
以“媒体、数据、交易”为核心
业务，其目的是以“媒体+金
融”“媒体+技术”的思路探索
破解媒体融合发展难题。

其中，在媒体业务方面，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采取做
大做强财经全媒体的方式，以

“中央厨房”为平台，全面整合
报刊、频道、频率、网站、新闻
客户端、社交媒体等优质内容
和传播渠道。在数据业务方
面，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通过
发展飞笛资讯等现有的数据
类业务，积极拓展与国内外大
型交易所、交易中心和知名金
融资讯服务商的交流合作，择
机设立金融数据服务公司。
在交易业务方面，南方财经全
媒体集团积极引入战略合作
伙伴，打造理财资产交易中心
和文化金融交易两大平台级
产品。

在中部大省河南，财经媒
体改革同样领风向前。作为
国内首创的“财媒+金融”的
大河财立方自出生起，就自带

“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智慧财
经全媒体平台”和“国内财媒
界首家金融投资服务链接商”
的双重定位。而其两年来的
发展历程，也是其不断从低维
度业务向高维度平台进化与
跃迁的过程。

纵观财经媒体的升维之
路，大多通过融合内容、融合
平台、融合活动、融合市场，重
新定义媒体传播模式，重新设
计多维度融合产品，制造更多
的客户差异性的服务，使传统
财经媒体自身变得更加多维、
更加结实。

同时，“升维”给传统财经
媒体带来的不仅仅是量变，更
是质变。这种升维的背后不
仅仅是平台的升级，而是直接
跳跃到另一个“时空”，从而使
传统财经媒体有了更广阔的
视野和更接地气的能力。

正是这种更接地气的能
力，也赋予了传统财经媒体具
备了“下沉”的能力和方法。
使传统财经媒体能够运用更
多样的方式深入到服务实体
经济的场景当中。

在资深媒体人士看来，近
年来，在财经媒体转型过程
中，“升维和下沉”往往相辅相
成，升维让传统媒体在实现质
变的同时，兵器库中也拥有了
更多的技能，能够为更多的场
景提供更加完备的服务，特别
是在服务实体经济上有了更
多的选择。同时，通过下沉服
务实体经济，传统媒体也得到
更多反哺和营养，从而使其转
型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本届大河财富论坛2019
中国新财媒峰会，与会者共论
财经媒体转型和发展之路，将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格外令人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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