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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时代，彰显媒体责任担当

2019 年至 2020 年，有太多值得
回顾和记忆的事情，也有太多值得感
动和铭记的瞬间。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全国两会⋯⋯作为社会进
步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实践者的中国
传媒，与时代一起成长，以极大的热情和
勇气参与并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行。

根据年会发布的《中国传媒产业
发展报告》（2020），经过16年的发展，
中国传媒产业规模由 2004 年的 3000
亿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2 万多亿元，发
展速度令人惊叹。尤其是 2019 年之
前，中国传媒产业年均增长率达15%，
几乎是 GDP 增速的两倍。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指出，传
媒发展理念需要作出改变，传媒人需
要重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闻、传媒；
要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两个维度
上，重构现代传媒治理体系和体制；媒
体人要有自己的信念和坚守，既要面
对现实，又要坚守道义。

“中国传媒的兴盛与否，不仅仅事
关报纸、刊物兴盛与否，更是直接关系
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软实力建设，关
系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斗争。”
在新华社原副社长、新华网原总裁兼
总编辑周锡生看来，传媒行业是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特殊的使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在
当前的中国舆论场上，传媒业体现出
这样的担当，国内外互联网发出的内
容和主流声音主要来自主流媒体。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役，
彰显媒体和媒体人的责任担当。广大
新闻单位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履行职责使命，体现责任担当；广大新
闻记者践行‘四力’，展现优良的精神

风貌和精湛的业务能力。”中宣部传媒监
管局副局长段玉萍对媒体战疫的评价，
引起与会嘉宾的共鸣。

在同一天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受
到表彰，让会场的媒体人倍感振奋，他们
争相分享讲好中国战疫故事的好经验、
好做法——

中新社贴近现场、突出观点、从人心
抓起，推出“同心战疫”专题，加强统战领
域各界力量支持抗疫的报道，反映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同战疫的最新动态；

湖南卫视第一个在黄金时段开辟疫
情防控新闻专栏，第一个在全国省级广
电调整综艺节目编排，第一个创制公益
宣传片和主题 MV，以自主创新的内核
之力另辟蹊径，努力化危为机；

长城新媒体第一时间在冀云客户端
开设“战疫”频道，联合全省百余家县级
融媒体中心，制作新媒体作品 5800 余
篇，形成战疫报道的“密集火力覆盖”。

⋯⋯
回顾 2019 年以来中国传媒业的发

展历程，大家纷纷感慨，艰难与光荣同
在、成绩与不足并存。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大局大势中，中
国传媒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日
益重要的角色。

有“融”乃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短视频、直播、虚拟主播⋯⋯当前，
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推进
融合发展步伐，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和最优化，已成为各地各级媒体共同的
努力方向。

这既是由传播技术飞跃带来的深刻
变革，更是一场在党中央战略谋划下实
现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
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
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今年 6 月 30 日，中央深改委第 14 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传媒行业指明
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全媒
体传播体系的方向目标。

媒体融合如何从“相加”真正走向
“相融”？本次年会上，媒体业界分享成
功范例。

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革，内容始终
是新闻传播最核心、最基础的要素。这
一点得到多位媒体负责人的认可。光明
日报副总编辑、光明网董事长陆先高分享
光明日报促进内容生产深度融合，构建全
媒体传播新格局的探索。光明日报不仅把
传统媒体的核心内容向新媒体延伸，新媒
体平台的内容生产也在反哺传统媒体，构
建形成光明日报新的传播体系。

“深刻洞察媒体融合发展大势，全
程、全息、全员、全效是‘金标准’。”新华
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董事长双传学说，集团始终坚持“融”
字当头，强化自我革命，以技术赋能、机

制重构、流程再造，催生化学反应，放大
一体效能。追踪技术前沿，中央信息厨
房获“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后，
再度投入近亿元打造模块化、智能化的
全媒体指挥中心，形成“策、采、编、发、
传、控、馈 ”完 整 管 控 闭 环 的“ 最 强 大
脑”。抢抓5G风口，打造省内首个5G融
媒体实验室，加速研发5G超高清融媒体
演播开放服务平台，运用语音播报、AI
播报、机器人写作、人工智能，让技术开
启传播新窗口，在融合下半场掌握核心
技术主导权。

推动内容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人民
视频首席市场官杨家波介绍，人民网提
出内容科技战略，以内容为主业，以科技
和智慧为两翼，形成由内容原创、内容运
营、内容风控、内容聚合构成的内容服务
体系。同时，人民网积极筹办国家首个
社科类重点实验室——媒体智能认知重
点实验室，推动媒体和科技的深度融合。

江苏广电总台党委书记、台长卜宇
说，当前媒体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
媒体不再是传播主渠道，但长时间还会
是信息的主出口；经过新技术工具处理
的信息更受用户关注，但真实、公正永远
是核心因素；单一传播不能形成“现象
级”热点，立体传播是必选方案，多媒体
跨平台立体化传播成为常态化策略；普
适性传播日趋式微，基于算法的定制化
精准传播兴起，新媒体环境下需要精细
化、个性化、定制化的传播内容；视频内
容新生态正在建立，短视频、直播成为传
播主样式，资讯视频化、视频直播化正在
成为趋势。

在中国报业协会理事长、人民日报
社原副社长张建星看来，通过近几年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和实践，从推进产品融
合、渠道融合到推动平台融合、体制机制
融合，主流媒体爬坡过坎改革创新，走到
一个关键节点，“媒体融合渐入深度融合
发展佳境”。

“破圈”发展，抢占传播制高点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新技术赋能传媒，从内
容生产、传播手段到媒体格局都将发生
全方位的颠覆式革命。

与此同时，世界正历经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

键时期。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国家发展
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
把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放在服务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审视，放在
新的传播科技带来的颠覆式革命中去谋
划，考验着媒体人的能力和智慧。

“媒体融合只是手段、渠道、方式，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这才是方向、目的、价
值。应充分发挥融媒体全程、全息、全
员、全效功能，让中央的声音、各级党委
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要充分
发挥融媒体思想引领功能，让大家在信
念理想、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地融
合在一起；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让正
能量更加强劲、主旋律更加高昂。”全国
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首
映的观点，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认可。

推进传媒和科技结合，新浪微博副
总 编 辑 汪 抒 提 出 一 个 概 念 ——“ 破
圈”。他说，在科技迭代的当下，传媒发
展面临无数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应以更
加开放的心态拥抱新科技，不断发现自
己的特长和优势，通过“破圈”来扩大影
响力，“在内容生产方面，需要打破一些
原有的模式、规律，传统媒体可以在新
媒体平台上获得素材，进行内容生产；
在 商 业 化 方 面 ，媒 体 同 样 有 能 力‘ 破
圈’，像打造文创 IP、进行知识变现，都
是非常好的尝试。”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传播格局加速
重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会会长
张志安说，5G 影响下，传播信息交互会
更深嵌入日常生活场景，舆论的整体形
态呈现一定的碎片化。他建议，专业媒
体要把媒体的注意力和互联网平台的影
响力进行有效互补整合，既做好权威内
容的生产，也要做平台供给分发，尽早布
局拓展新的传播场景。要把媒体拓展为
文旅产业，更深地嵌入广泛的数字消费
文化生活，媒体才会有长久的未来。

媒体融合发展的想象空间无比广
阔，“未知”仍然远大于“已知”。推动媒
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牢牢占据舆论引导、
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
高点，中国传媒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顾 敏 方思伟 卢晓琳
胡兰兰 陈明慧 孙 巡

260多位传媒业界、学界精英齐聚金陵，探寻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之路 ——

让主流思想舆论挺立时代潮头
金秋九月，正是一年

最美时节。

9 月 8 日，260 多位

传媒业界精英、学界专家

齐聚扬子江畔，共襄第十

五届中国传媒年会，共话

新时代传媒转型发展和融

合创新之路。

这是一场传媒的盛宴

与庆典，也是一次媒体融

合的展示与检阅。聚焦

“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 牢

牢占据传播制高点”，来自

全国各地的嘉宾把握大局、

探讨趋势，共寻构建全媒

体传播体系的发展之路。

本报讯 9 月 8 日，
第十五届中国传媒年
会在南京开幕。年会
以“建立全媒体传播体
系 牢牢占据传播制高
点”为主题，260 余名与
会嘉宾现场总结盘点
2019- 2020 年 度 我 国
传媒行业宣传报道成
果和融合发展成就，学
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快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共同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
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
论阵地。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
员、原新闻出版总署署
长柳斌杰，原新闻出版
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
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东
东，中国报业协会理事
长、人民日报社原副社
长张建星，全国政协委
员、人民日报社原副总
编辑张首映，新华社原
副社长、新华网原总裁
兼总编辑周锡生，中宣
部传媒监管局副局长段
玉萍，中国记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吴兢等
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
主席、党组成员姚晓东
致欢迎辞。

柳斌杰说，去年以
来，我国传媒界聚焦主
战场，坚持党管意识形
态的根本制度，贯彻党
管媒体的基本原则，紧
紧 围 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为深入推进“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媒体要把握大趋
势，于变局中开新局，把内容建设作为根本、先
进技术作为支撑，推动媒体双向融合。要牢牢
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
的传播制高点，以理性之光观照人类世界，深入
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内容质量为生
命，打造世界一流的多业态、多形态、多领域的
高端媒体；以智能技术为重点，创新未来的传播
能力；以融合发展为方向，建设世界一流的传媒
集团军；以创新为动力，加快实现中国媒体治理
的现代化。希望通过中国传媒年会这个政产学
研互动交流、沟通研讨、共谋发展的平台，把智慧
聚合起来，为建设强大的中国传媒，为创造人类
的新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姚晓东对年会召开表示
祝贺。他说，在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在中央深改委对加快
媒体深度融合作出新部署之时选择在江苏召开新
一届传媒年会，对江苏是鼓励也是鞭策。“建立全
媒体传播体系 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既是新时
代传媒发展的大课题，也是各级媒体改革发展必
须面对的必答题，希望与会嘉宾把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放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
去审视、放在新的传播科技带来的颠覆式革命中
去谋划、放在业界学界携手构建融合发展共同体
中去解答，以年会召开为契机，加强彼此探讨争
鸣、交流互鉴，产生更多真知灼见，碰撞更多思想
火花，为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改革发展注入更加
强劲思想动能。

本届年会由传媒杂志社、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和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扬子晚报紫牛新
闻承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报业协
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共江苏省委
宣传部、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等给予了年会悉心
指导与大力支持。

大 会 发 布 了《中 国 视 听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0）。主题
论坛邀请相关嘉宾代表作主题演讲并召开两场圆
桌论坛。与会嘉宾还将分别参加扬州仪征市、南
京江宁区、镇江句容市、常州金坛区的4个分论坛
和“强四力”走基层采访活动。 （方思伟）

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

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

第十五届中国传媒年会在宁开幕

嘉宾参观新华日报报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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