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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来，中央与地方主流报刊积极作为，从“报纸+网络版+手机报”的加和式转型，进入融合发展质效并重的
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移动新型媒体，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已
成为当下媒体的共识。在 2017 媒体融合发展高峰论坛上，学者、从业者一致肯定了互联网思维下媒体融合的新路
径，
即围绕算法及人工智能，
从而取得信息精准送达、
精准传播的效果。

媒体融合新路径：聚合+算法
以平台意识更新端口思维
截至 2016 年 12 月，
我国网络新
闻用户规模为 6.14 亿，年增长率为
8.8%，网民使用比例达到 84%。其
中 ，手 机 网 络 新 闻 用 户 规 模 达 到
5.71 亿，占手机网民的 82.2%，年增
长率为 18.6%。
在谈及移动传播环境下如何
推动媒体融合时，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教授宋建武强调，移动优先
符合传播规律和实际情况，移动优
先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移动端
口将作为媒体机构的第一发布端
口。
那么，如何实现移动优先呢？
宋建武认为，其一要以平台意识更
新端口思维，以往多是开发移动发
布端口，现阶段的关键是构建移动
发布平台；其二要以原创+聚合的
方式更新内容生产模式，媒体传统
的新闻内容生产模式必须转向原

创+聚合模式，逐步实现以大数据
为基础生产新闻产品，聚合社会各
方面的信息；其三是要以精准分发
取代千人一面，顺应传播关系的转
型，尊重每个人的传播主体地位，
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信息需求。
观察业界生态环境不难发现，
政务公开和社会普遍信息化使得
各种资讯与专业媒体机构生产的
内容正在不断汇聚，在网络空间形
成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而问题也
随之而来，海量的信息资源如何与
个性化信息需求相匹配，以实现有
效的传播，构成了移动传播时代的
特殊矛盾。
数 据 显 示 ，在 中 国 、美 国 、日
本、印度、德国、法国、英国等互联
网发展领先的国家，聚合类新闻客
户端都大行其道，聚合新闻加以有
效分发是目前新闻资讯类客户端

的主流形态。其内在原因是，用户
对内容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造
成单一媒体的信息量无法满足用
户的需求，只有通过聚合才能获得
足够数量的新闻资讯。
与会者认为，既然内容聚合在
移动传播中如此重要，业界就应该
从这一视角出发，深刻认识“中央
厨房”建设的重要性，积极探索其
有效运用的模式。目前，国内主流
媒体集团在媒体融合实践中建设
“中央厨房”，从聚合信息资讯的范
围看，有主要用于聚合本集团内部
信息资源的，也有能够在自身资源
聚合基础上，集合其他专业媒体机
构的信息资源的，还有把信息资源
聚合的对象扩展到政府机构发布
信息的，也有少数媒体集团在积极
创造条件，试图实现对自媒体内容
的聚合。

网络技术解放传播力，对此，
与会者普遍认为，视频格式具有最
丰富直接的表现力，短视频的资讯
化适应移动网络传播。
李嵘表示，目前是使用客户端
的形式将内容送达到受众处，随着
技术的发展，虽然会有新的形式产
生，但是最终兑现的还是内容，这
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
李嵘预言，至少三五年之内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取代手机阅读
的功能，而未来是否会有东西取
代手机，其时间点还很难估计。
同时，对于时下火爆的视频直
播、短视频等形式，李嵘也透
露，目前澎湃也在做视频方面的
探索。他认为，短视频确实是值
得发展的一个形式，要找出让很
多人都愿意看的新闻，主要在于
判断力和生产力。

算法编辑应不再陌生
何为算法？陈昌凤介绍说，算
法是人们归纳总结出来的解决一
类问题的方法，与内容相关的大致
有三类，其一是基于内容的推荐，
根据用户过去的浏览记录来向用
户推荐没有接触过的推荐项；其二
是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基于一个
这样的假设“跟你喜好相似的人喜
欢的东西你也很可能喜欢”，进行
个性化协同推荐；其三是基于关联
规则的推荐，挖掘发现不同商品在
销售过程中的相关性。
就算法的崛起而言，2016 年无
疑是里程碑式拐点。2016 年 8 月，
第三方监测机构易观发布了这样

一组数据，2016 年，在资讯信息分
发市场上，算法推送的内容超过半
数。这也证明算法时代正式来临。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新浪新
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UC 浏
览器等纷纷加入算法潮流，BAT 更
是在 2016 年悉数出手，各种资源开
始向算法推送聚集。
国内率先实行算法推送的则
是今日头条。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2015 年 10 月，今日头条平均用户每
日打开时长为 41.8 分钟，而网易新
闻和凤凰新闻分别是 26.1 分钟和
24.7 分钟，腾讯新闻仅为 19.8 分钟，
不 到 今 日 头 条 的 一 半 。 2016 年 8

月，今日头条的平均用户每日打开
时长已经超过 70 分钟。
数据背后显示的其实是人工
智能的威力。作为一款个性化信
息推荐引擎产品，今日头条是国内
最早一批把人工智能结合到移动
应用场景中的产品，利用人工智能
推荐算法提升信息分发效率。
那么，人工智能是如何帮助今
日头条把信息分发这件事做好的？
在今日头条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李
磊看来，首先是需要有好的创作内
容；
其次是需要做推荐，
需要好的推
荐算法。据李磊介绍，推荐的背后
则涉及理解内容，
这需要很多储备，

比如词袋模型、主题模型、语义分
歧、关键词提示等；再次是互动，今
日头条将信息推给用户，而用户会
在读完以后与信息有交互以及评
论。
“只有以上几个部分做好了才能
将信息与用户的匹配做好，让推荐
更精准和个性化。
”
李磊补充道。
对此，宋建武也十分认同。他
表示，通过算法匹配海量信息与个
性化需求基础上的信息推送，能够
实 现 精 准 传 播 ，大 大 提 升 传 播 效
率，而精准传播无疑对大众传播是
一个颠覆。
（摘 自《中 国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作者：李雪昆）

怎样培养一支队伍打
“两场战斗”
今年初，上
海报业集团党
委书记、社长裘
新指出，只有破解“留住人”
这个痛点，多向激励，长期约
束，提升人才队伍的归属感、
创造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融合向深处去的动力问题。

编者按

上海报业的融合改革在全国是行
动较早较快的。
“ 先行”了以后该怎么
办？还是那句话：
不进则汰、
慢进则退。

如何从“表层融合”
达到“深层融合”
“表层融合”到今天已经基本实
现：
“ 两微一端”的产品形态有了，平
台、部门之间打通了，人坐到一起了。
这些表层的“形合”是相对容易做到
的。
深度融合要再上台阶，需要建设
符合各自媒体特点和转型需要的全媒
体采编平台和指挥中心，重构以移动
互联网传播为主体的内容生产流程。
“中央厨房”有了以后，是真正实

现了“一个厨房炒菜”，还是仍旧条线、
部门分割、自成“小灶”？改革的难点
在于摒弃原来的思维方式和作业方
式，摒弃“一亩三分田”意识，出手更
快，内容更新，
挖掘更深。
指挥中心有了，谁来坐镇，每天工
作几小时？是移动端即时发布，全流
程、全天候策采编发，实时动态跟进，
还是仍旧是以天或半天为发布周期的
传统模式？改革的难点在于作为媒体
管理者的观念、理念、方法、习惯、能力
等全方位转型，解决一个“如何可持
续”的问题。

怎样培养一支队伍
打“两场战斗”
深度融合、整体转型，不是另起炉
灶 、另 搞 一 套 ，而 是“ 一 支 队 伍 打 天
下”，依托传统媒体中生产优质内容的
主体力量，赋予其新要求、新元素。融
合发展最关键的，是要看传统主流媒
体的主力军是否实现了战略转移，进
入到舆论引导的主战场。
解决了“一个厨房炒菜”，还要面
临“一个锅里吃饭”。队伍“合二为一”
了，在预算分配、员工薪酬等关键环节
上，是用一个标准来考量，还是说两个
存量（老人、传统业务预算）不变，两个

增量（新人、新媒体业务预算）猛涨？
动人、动机构、动体制机制，这些
都是深化媒体融合改革必须啃下的硬
骨头，再难也要进，这是我们应有的担
当。深度融合要再上新台阶，存量改
革与增量改革必须一体化推进，存量
利益与增量利益要通盘考虑，要从增
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深入，防止产
生新的利益固化。

怎样留住“娜拉”
只有破解
“留住人”
这个痛点，
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融合向深处去的动力问
题。从去年底启动的澎湃新闻深化改
革，
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实行团队激励。
在专业机构的参与下，澎湃新闻
团队激励方案初步设想已完成。方案
采取了以不搞股权激励为前提的“当
期现金+延期支付”相结合的模式，总
体原则是：面向精英，兼顾普惠;鼓励
绩效，阶梯成长;多向激励、长期约束;
平稳过渡，成本可控，并对未来激励留
下调整的空间。
方案的核心要点包括三个方面：
——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结构设为
“年薪+任期激励”，年薪又由“基本薪
酬+目标奖励”构成。基本薪酬为平时
每月固定收入;目标奖励需经年度考
核，完成目标任务方可获得;如果超额

完成，还可获得“超额奖励”。
“ 任期激
励”是在整个任期结束后，根据任期目
标任务的完成情况，有前提、有条件发
放的一块“延期支付”薪酬。
——针对采编、技术、经营、职能
四大主体岗位，分别制定符合各自特
点的职级体系和考核晋升通道，为所
有员工规划职业生涯坐标。每个级别
的职位均对应不同的薪酬标准和考核
标准，以岗定级、以级定薪，在薪酬结
构和标准上体现不同岗位、不同级别、
不同贡献度之间的差异。
——在采编人员薪酬激励体系
中，融入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的内
核，为普通记者编辑设计了既可上升
成为业务管理干部，也可留在一线竞
聘首席成为专业精英的“双向并行”
的发展通道。无论是管理序列还是专
业序列，都形成金字塔梯度，由下至上
人数逐渐减少，各层级之间可上可下，
根据稿件总量、质量、点击量等量化指
标和工作配合度、协调领导能力等主
观评价两方面的综合业绩，进行动态
调整。
通过改革，希望进一步提升澎湃
团队的归属感、创造力，打造主流媒体
自己的互联网人才队伍;同时，也希望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成为
新型主流媒体激励机制的“样本”。
（来源自网络，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