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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封面新闻客户端
“译见”频道重磅上线，该频

道由封面新闻与中译语通强强联手
打造，结合封面新闻强大采编力量
与中译语通海量数据、智能多语技
术，快速抓取国际互联网快讯、精编
最前沿科技资讯，为封面新闻用户
提供新鲜、有趣、专业的国际互联网
科技新闻。

同时，封面新闻也将与中译语
通全球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合作，
将数据采集、清洗与治理，结合跨
语言智能搜索、多语种语义分析、
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和深度学习技
术，注入封面新闻舆情监控、分析、
报告产出等多个环节，让封面舆情
如虎添翼。

重磅 译见频道乘“封”上线
随着互联网、科技行业的飞速

发展，曾经的黑科技逐渐走进人们
的日常生活，阿尔法狗成为人们茶
余饭后的谈资，和机器人小冰聊天
成为许多人晚上的习惯，无人超市
体验店刮起一股风潮……人们对
互联网科技的关注热情高涨。

大多数媒体对国内互联网、科
技行业报道有着较为丰富的经
验。但是，对于国际最前沿的资
讯，关注并深耕的媒体甚少。

“封面新闻在商业、科技、互
联网等行业具有成熟、优质的采
编力量，结合封面新闻的特点，我
们与中译语通合作，将科技频道
重新包装，联合打造、推出了译见
频道。”封面新闻相关负责人介
绍，译见频道将对国际最新鲜、最
前沿的互联网、科技资讯快速、准
确编译，为用户提供新鲜、有趣、
专业的信息，将互联网、科技等领
域的声音从全世界聚拢，由封面
新闻向用户传播。

封面新闻译见频道快速、精准
编译的背后，离不开中译语通的大
数据平台。据了解，中译语通利用
亿万级语料库及强大技术研发实
力，为封面新闻“译见”频道提供充
足的技术支持。

精准大数据平台助力封面舆情
在译见频道上线同时，中译语

通 Insider DI 也进入封面新闻。
中 译 语 通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Insider DI是全球大数据监测分析
平台，它将数据采集、清洗与治理，
结合跨语言智能搜索、多语种语义
分析、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和深度学
习技术，注入到封面新闻在舆情监
控、分析、报告产出等多个环节，让
封面舆情如虎添翼。

中译语通相关负责人介绍，
Insider DI可以实现日更新3000
万+篇网页数据，日更新超5亿条的社
交数据，并且可以实现跨语言搜索，最
终基于数据地图可视化平台，向用户
多维准确呈现数据分析报告，“希望
与封面新闻联手，用触手可及的全
量数据，带用户看广阔微观世界。”

与此同时，封面新闻译见频道也
将充分利用该技术，选择用户最关注
的热点，通过全球海量数据的检测、
分析，用最直观的呈现方式向用户展
示该事件的趋势分析，帮助用户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看事件走向。

即时商业科技国际快讯听“封”
封面新闻译见频道7月29日上

线后，反响热烈。封面新闻用户陈
先生是一个科技、游戏迷，此前一直
关注封面新闻的科技频道，升级改
版为译见频道后，自己能方便地浏
览更为前沿的科技资讯。“原来我看
这些新闻的渠道比较散，这样精选、
编译、聚合国际科技新闻的频道，对
于我来说获得信息方便许多。”他说。

封面新闻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封面新闻译见频道将进一步丰富
内容，引入快讯栏目，第一时间抢发
最核心信息；同时，国际头条板块也
即将推出，每天选取一个热点互联网
科技事件，用图表为用户直观展示全
世界的观点、态度，“我们力争将译见
频道打造成国内编译国际互联网、
科技资讯的样板和标杆，为用户提
供更优质的内容和更完善的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彬焕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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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至28日，攀枝花市党
政代表团赴成都考察学习。其间，
代表团深入成都部分产业园区、工
业基地、大型企业、科技园等地，考
察了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科技研
发、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情况。

此次考察，带着学习目的。据
代表团成员介绍，成都作为四川省
的“首位城市”，在制度理念创新、实
业发展、人才引进、新兴产业推进、
党政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效，值得攀枝花市认
真学习借鉴。发展不能故步自封，
攀枝花要“走出去”，才能找出差距、
学习先进、弥补不足、获得进步。

7月 28日下午，考察学习结
束，成都市与攀枝花市举行了深化
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签约仪
式，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攀
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波代表两
市政府，签署《深化区域协同发展

合作备忘录》。至此，成都、攀枝花
将在2015年10月两市达成的《区
域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合作。

根据《备忘录》，两市将深化在
交通领域、现代农业、产业协作配
套、旅游领域、康养产业、金融领
域、科技创新创业、社会事业、干部
人才交流、县（区）等方面的合作，
一共10项。

在交通领域合作中，双方将共
同争取，增开成都至攀枝花航线航
班，增加攀枝花经停成都至国内中
心城市的航线。

在现代农业方面，将深化两市
“农超对接”和“直供直销”模式，支
持攀枝花在成都开展特色农产品展
示展销、品牌发布等活动，支持攀枝
花特色农产品进入成都大中型超
市、建立直营店，鼓励成都企业到攀
枝花市发展花卉苗木产业等。

产业协作配套上，鼓励支持成
都企业到攀枝花投资发展汽车整
车、零部件等，支持攀枝花打造国内
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加工基地。

旅游领域和康养产业，也是两
市合作的重点。两市将加强旅游
合作平台建设，鼓励支持成都企业
在攀枝花建星级酒店、开发旅游资
源、打造精品景区。支持攀枝花市
大力发展康养产业，鼓励引导成都
实力企业到攀枝花投资“康养+”产
业，打造中高端康养基地和特色康
养小镇。

此外，双方还在金融领域、科技
创新创业、社会事业、干部人才交
流、县（区）等合作领域内达成共识，
支持两地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加
强两市创新创业平台合作、加强教
育事业和文化合作、推动两地县市
缔结友好区县等，此外，攀枝花还
将每年选派干部到成都挂职。

冬日暖阳
夏日清凉

封面新闻主题周·攀枝花

成都与攀枝花签署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

跨越614公里的合作
将攀枝花阳光资源“输入”成都

7月28日下午，攀枝花市
人民政府与成都市人民政府
签署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合作
备忘录，两地将在交通、现代
农业、康养等10个领域进一步
深化合作，推动成都平原经济
区与攀西经济区协同发展。

事实上，成都、攀枝花两
个“小伙伴”不是第一次握
手。早在2015年，成都与攀枝
花就签署了《区域合作框架协
议》，两年来，合作硕果颇丰。
来看这两组数据：目前，攀枝
花早春蔬菜产量近50万吨，很
大一部分销往成都市场，特别
是 1 至 4 月，攀枝花的茄果类
蔬菜，占到成都市场的七至八
成左右。举个例子，成都市民
餐桌上，每10个番茄中，就有8
个来自攀枝花。今年二季度，
攀枝花接待游客人数达491万
人，同比增长 22.31%，其中成
都游客成为“主力军”，冲着攀
枝花凉爽的气候，前来避暑。

虽然相距614公里，要跨越多条
大河和多座高山，但是，攀枝花和成
都长期以来有着深厚的情谊，两市人
脉相亲、商脉相连、路脉相通。

早在2015年，成都、攀枝花两地
就签署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2016
年，出台《攀枝花市与成都市2016年
全面深化区域合作工作方案》。

两年来，两市合作硕果颇丰。在
交通建设方面，目前，成昆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米易至攀枝花段、峨眉至米
易段进展顺利。备受关注的G4216
成都至丽江高速公路按计划推进，屏
山新市至攀枝花段项目顺利开标。

产业合作方面，也是亮点多多。
攀枝花特色水果在成都地区销售金
额2000万元以上，攀枝花多个本地
特色水果品牌，在成都建立了形象直
营店，此外，还在成都建立了面积
4000平米的攀枝花水果集散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攀枝花的早
春蔬菜，产量达到了近50万吨，70%

实现外销，销售额约20亿元。以茄
果类蔬菜来看，从今年1月到4月，攀
枝花的茄果类蔬菜，占据了成都市场
七至八成的份额。举例来说，成都市
民的餐桌上，每10个番茄就有8个来
自攀枝花。

同时，双方的旅游业合作也呈现
良好态势。两市互相宣传旅游资讯，
引入了5家旅行社在攀设立分社，15
家旅行社在攀设立门市部。

攀枝花年均温度20.3℃，冬有暖
阳，夏有清凉。据攀枝花旅游局统计，
今年春节期间，攀枝花的阳光，吸引了
157.93万游客到攀枝花旅游、康养，
同比增长21.95%。今年二季度，攀枝
花接待游客人数达491万人，同比增
长22.31%，不少游客都是冲着攀枝花
凉爽的气候，前去避暑的。游客中，来
自成都的“川A大军”是主力。

除此之外，两市在科技创新、医
疗卫生、教育合作、宣传合作、文化交
流等方面，也有明显成效。

此次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是在
原有合作的基础上，推动成攀两地在
经济社会各方面实现更深层次和更
宽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化区域协同发
展。对此，成都、攀枝花两市都高度
重视，并满怀期待。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
表示，成攀两地要进一步探索合作新
领域、新模式，共建合作新平台。双
方要共同建设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
发试验区，也要在“四川南向门户”方
面加强合作，共同发力，通过借助攀
枝花地理位置的优势条件，进一步加
大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对外开放
与合作力度。同时，要共享阳光花
城，将攀枝花富集的“阳光康养”资源

“输入”成都，将攀枝花特色农产品转
化为成都优质消费品，搭建平台、创
新模式，让攀枝花特色花卉、水果、蔬
菜等农产品进入成都的千家万户。

此外，鼓励成都的企业到攀发展，为
攀枝花阳光康养产业增添新的动力。

攀枝花市委书记李建勤说，此次
考察，代表团认真学习成都市的发展
理念、思路、战略，深受启发和触动。
同时，借助此次考察学习机会，攀枝花
积极寻求与成都深化区域合作的契
机，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全省“领头羊”
和“首位城市”起到辐射作用、带动攀
枝花发展。当前，攀枝花以打造钒钛
产业“五个一工程”和大力发展“康
养+”为重要抓手，着力做好做实“钒
钛”“阳光”两篇文章，努力成为四川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版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希望攀枝花与成都加强
沟通交流，以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发展，
实现两地互利共赢、携手进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黄靖茹

十项合作领域将增开成都至攀枝花航线

合作成果丰硕 10个番茄8个来自攀枝花

未来携手进步 探索合作新领域新模式

攀枝花冬暖夏凉，吸引成都游客前来康养度假。王东摄

成 都 与
攀枝花签署
深化区域协
同发展合作
备忘录。

一个是四川省会、“首位城市”成都
一个是地处四川最南端的“钒钛之都、阳光花城”攀枝花

这两座相距614公里的城市，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什么才是全网通？

全网通即“全网同步运行手
机”，指能够同步运行语音通话网与
数据流量网的手机。语音通话与流
量上网是手机的两项基本功能，而
传统手机仅能够单方面进行通话或
上网，二者互相冲突，无法同时运
行；全网通手机则可以实现双方同
步运行，互不影响。

简言概之，能边通话边上网的
手机，才是全网通手机。

全网通具有哪些特点？

特点一：边打电话边上网
非全网通手机在打电话和上网

这两个功能中，只能选择其中一项，
无法同步运行。而全网通手机，实
现了语音通话与流量上网的统一，
在生活中省去了手机上网时不能够
同步通话，或手机通话时不能够同
步上网的麻烦，大大提高了生活、娱
乐、办公的便利性。笔者将市面上
的全网通手机分别进行上网时候接
入电话的实验，多次实验证明在上
网时有电话接入的情况下，只有移
动推出的全网通手机不会断网，没

有出现通话、上网两者不能兼容的
情况。

特点二：信号稳定覆盖广
稳定且覆盖广阔的信号是全

网通发展的基础，没有网络信号，
再好的全网通技术也只是空谈。
而移动的网络信号好是有目共睹
的，截止2017年 7月，成都移动已
完 成 建 设 的 4G 基 站 数 量 达 到
23757 个，整体 4G 网络覆盖率为
92.5%，其中室内覆盖率90.1%，道
路覆盖率达到99.7%。广阔的网络
覆盖、稳定的传输信号，配合领先
的全网通技术，用户通话与上网几
乎不存在信号死角，哪怕在青城
山、西岭雪山这样信号较弱的旅游
景点，也能千里传音，随时随地享
受快人一步的惬意。

特点三：“准5G”极速上网
全网通还有区别于普通4G手

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全网通在保
证4G网络稳定运行的同时，全面兼
容 5G 网络（下一代移动通信技
术）。这主要体现在网络传输速度
的大幅提升，以及网络质量的改
善。举例来说，下载同样画质同样

版本的视频，普通4G手机1G视频
下载需超过1分钟，而全网通不到
30秒就可下载完成。网络传输速率
提升了50%以上。

为什么全网通手机会这么快
呢？如果把网络比作一条公路的
话，全网通手机使用的载波聚合技
术就像是把原来的单车道扩展成了
2车道甚至3车道，道路拓宽，速度自
然而然就得到提升，并较原有的道
路顺畅了许多。

如何鉴别真正的全网通？

说了这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
问题是：如何在琳琅满目的手机市
场上鉴别真正的全网通手机？笔者
给消费者提供几个妙招：

一看外观，有“4G+”的标识才
是真全网通手机。二问导购 ：如果
在使用4G流量上网的同时接到来
电，那么4G网络会中断么？如果不
会中断才是真全网通，会中断的就
是伪全网通。三测手机：先使用4G
流量观看网络视频，在网络视频仍
在播放情况下拨打电话号码进行通
话，如果网络视频不会中断就是真
全网通。

揭开“全网通”的真面目
纵 观 2017 年

的手机市场，“全网
通”绝对是最受人关注
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

“全网通”手机的大热，
“五模全网通”、“六模全
网通”、“双4G全网通”、

“双卡双待全网通”等概
念也层出不穷，让消费
者真假难辨，不少消费
者也和笔者一样已经挑
花了眼，不知该如何选
择？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
全网通？全网通有什么
特别之处？如何鉴别真
正的全网通？笔者带着
大家一起来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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