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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体研究院
是全国第一家全球智媒体研究院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表示，封面传
媒联手上海大学打造的智能媒体研究院，是全国第一
家全球智媒体研究院，双方会在媒体技术层面推出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媒体和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发挥智慧作用。和封面传媒合作后，会
加强构建全新的智媒体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智媒体人
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专家型、全
位型的智媒体高端人才。

截至目前，封面传媒已经成立了北京中心。随着
封面新闻上海中心的落地，封面新闻的传播力及影响
力将进一步影响华东地区。

“科技变化如同长江之水，奔涌向前，一刻不
停。封面传媒正是顺应时势，在成立三周年之际，从
长江头来到长江尾，汇入互联网的大海，感受百舸争
流。”封面新闻负责人表示，封面新闻上海中心成立
后，将更加深入地与上海当地高校进行交流和碰撞，
为未来智媒体和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与智力支持。

打造“智媒体”
封面传媒在三个领域全方位布局

在2016年第一届C＋移动媒体大会上，封面传媒
提出了打造“智媒体”的战略目标。在过去的一年里，
封面传媒紧盯前沿技术，发力人工智能，坚定朝着

“AI+媒体”领域进军，“智媒体”的打造已经取得了初
步成效。封面传媒已经在智能媒体、智慧媒体、智库媒
体三个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布局。

技术在不断更新，站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新风口，
封面传媒以“重新联接世界”为使命，确定了“构建引领人工
智能时代的泛内容生态平台”的愿景。在新环境下，封面新
闻坚持内容为王，加强内容创新，努力推进“移动优先、视频
优先、故事优先”，已生产出大量全网爆款产品。随着5G、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在成立三周年之际，封面
传媒将在长江入海口开启更加波澜壮阔的媒体改革之路。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
的综合性大学，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强强合作后，借助上海大学的人才优势和科研能
力，以封面新闻产品为落脚点，将加速封面传媒上海中
心的成功落户，打通智媒体从理论到实践的通道。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欢迎安倍正式访华，赞赏安倍近年来多次表明
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意愿。习近平指出，中日是近
邻，两国利益高度交融。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
响的国家，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今年是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1978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
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
方向，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
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遵循和保障。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

这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双方要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
立的各项原则，坚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在双边领域相互依
存日趋加深，在多边层面也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共同利益
和共同关切。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发挥好两
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机制作用，准确把握对方的发展
和战略意图，切实贯彻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
胁”的政治共识，加强正面互动，增进政治互信。要开展更
高层次的务实合作，充分释放合作潜力。中国改革正在不
断深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这将为中国同包括日本
在内世界各国扩展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共建“一带一路”

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中方欢迎
日方更加积极地参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实现两国更高
水平的互利共赢。要开展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
理解，鼓励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
业。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
关系，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要开展
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拓展共同利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要重信守诺，按照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和双方已达成的共识行事，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
歧，维护好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安倍晋三表示，很高兴能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正式访华。希望通过此访，双方能
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日中互为邻邦，
应当按照互利合作、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根据两国间四个
政治文件确认的共识推进双边关系，并为国际和地区和平
和维护自由贸易作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和本地区国家
的普遍期待。日方欢迎和支持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并愿继续积极参与中国发展进程。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密
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
管控好双方分歧，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共同致
力于地区稳定与繁荣。“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
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5日上午到
南部战区视察调研，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
南部战区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
军事战略方针，聚焦研究打仗、指挥作战推进各
项工作，加快建设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机构，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任务。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

设，履行好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完善指挥运行
机制，确保指挥顺畅高效。要加强作战需求牵
引，抓好实战化运用，提高指挥手段先进性、有效
性和自主可控水平。各级指挥员要带头加强学
习，加强军事斗争实践锻炼，大兴战争和作战问
题研究之风，增强打赢现代战争实际本领。

习近平在视察南部战区时强调
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人民创投总经理

赵亚辉

5G和区块链
赋能媒体发展

媒体行业面临哪些挑
战？未来媒体如何发展？10
月26日，在封面传媒主办的

“2018 第三届C＋移动媒体大
会”上，人民创投总经理赵亚
辉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他对媒
体融合时代的现状、挑战以及
未来价值的看法。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内容
生产发生变化，在我们身边，
数据造假、洗稿、篡改历史、传
播谣言等都在通过自媒体的
形式迅速传播，这是传媒行业
面临的普遍问题。赵亚辉表
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从
经营和资本的层面媒体行业
都面临一些困境，而自媒体平
台乱象给媒体行业提出了一
个很大挑战。

在资本层面，赵亚辉认
为，资本市场对媒体行业的看
法也有变化：广告，电商、知识
付费这三个细分市场赛道拥
挤，估值有待回归理性。一二
级套利的模式不可持续了，互
联网红利的结束，对内容创业
者来说不是好的情况，“这个
时候需要结构调整，供给侧改
革正当其时，现在的资源应该
重新分配，媒体行业必须要有
新的变化，必须让机制跟上业
务的节奏。”

什么样的媒体是有价值
的？赵亚辉认为：“第一就是
持续输出优质内容的媒体。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用户对优
质内容的需求是不变的，需要
求真求实。任何一个时代，都
有新形态的产品出现，而在这
个时候，要求我们在垂直领域
做深、做专，很多垂直领域是
有非常大的机会的。”

未来的媒体形态一定是
和科技相结合的，现在要从用
户的角度来思考形式。赵亚
辉表示，今后不仅是在手机
端，在衣食住行很多现场都会
产生信息流，产生人和信息的
交互，特别是在明年、后年的
5G时代。5G时代到来后，随时
互联不再成为问题。

在5G时代万物皆媒体，会
产生很大的媒体变革，赵亚辉
认为5G和区块链赋能媒体发
展，“我们认为区块链在内容领
域、媒体领域、内容创造、广告营
销、内容审核和传播、IP孵化等
领域都可以起到作用，区块链
的应用对未来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区块链现在的发展缺一个
拐点，可能在几年以后。”

成立三周年的
封面传媒目前
全平台用户量
已 经 突 破

4200万，

并提出了数据
驱动打造智媒
体的战略

“云经济学”之
父乔·韦曼认
为，封面新闻作
为技术驱动的
互联网媒体，已
经成为重新定
义人与信息、人
与世界、信息与
信息联系的生
态平台

封面传媒与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签约

封面新闻上海中心成立
双方共同打造国际前沿的新媒体技术交流平台

2018 第 三 届 C + 移 动 媒 体 大 会

本组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朱珠崔江艾晓禹蔡世奇

2018 第三届C＋移动媒体大会在上海召开

数据驱动打造智媒体
大咖云集为封面新闻点赞

10 月 26 日，在“智联未
来”2018 第三届 C+移动媒
体大会上，封面传媒与上海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达成合作
协议，共同建立封面新闻上
海中心。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
双方将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合
作。双方将携手推进封面新
闻上海中心落户上海大学，
推进封面新闻在上海的新闻
采访以及落地推广；在此基
础上共建封面新闻人工智能
实验室，联手探索人工智能
与媒体领域的未来，为媒介
融合和转型提供最前沿的学
术成果和技术支持，为国内
媒体的新技术运用提供智力
支持，共同打造国际前沿的
新媒体技术交流平台；共建
封面传媒上海大学实习基
地，在认知实习、毕业实习和
就业实习等领域继续推动合
作，合作探索校企联合培养
双创型人才的新模式。

看封面专题报道

扫二维码

全平台用户量超过4200万
封面坚定进军“AI+媒体”领域

在2016年第一届C＋移动媒体大会上，封面传媒
提出了打造“智媒体”的战略目标。在过去的时间里，封
面传媒紧盯前沿技术，发力人工智能，坚定朝着“AI+媒
体”领域进军，“智媒体”的打造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封面新闻用AI推动新闻生产变革，人和机器人的
协同生产正在变成现实。通过封面自主开发的系统，
AI被用在素材收集、辅助写作、传播追踪、效果反馈和
员工考核当中。封面传媒已经建立起一个用户超
4200万的传播平台。

除此之外，封面新闻的多个功能模块都加入了AI
元素，以此营造一种AI沉浸式体验。比如机器写作、
MGC（机器合成语音内容）应用、人机交互应用等等。

在互联网下半场，封面的目标是瞄准未来，坚定进
军“AI+媒体”领域，打造“智媒体”。封面传媒还将以
数据支撑“智媒体”创新，努力成为一家人工智能媒体

公司，打破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之间的界限，创造
更未知的智媒体形态。

大咖点赞封面新闻
让大家看到了媒体转型亮光

本次大会还邀请了众多学界和业界的大咖分享，
探讨未来媒体技术发展方向。乔·韦曼认为，封面新闻
作为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重新定义人与
信息、人与世界、信息与信息联系的生态平台。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认为，
封面传媒的成功让大家看到了传统媒体转型的亮光。

来自阿里巴巴、百度、蚂蚁金服、人民创投等公司
的大咖也在现场进行了分享。人民创投总经理赵亚辉
认为5G和区块链正在赋能媒体发展，区块链的应用对
未来将产生巨大的影响。阿里巴巴高级算法专家储开
颜表示，视频未来会融入生活，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需要在技术领域进行更多的投入。

10月26日，由封面传媒
主办的“2018 第三届C＋移
动媒体大会”在上海召开。
本次大会上，成立三周年的
封面传媒透露目前全平台用
户量已经突破4200万，并提
出了数据驱动打造智媒体的
战略。

大会还邀请了“云经济
学”之父、全球数字转型战略
家、《云经济学》作者乔·韦曼畅
谈未来社会和媒体的发展方
向。此外，来自阿里巴巴、百
度、蚂蚁金服等互联网公司的
大咖也在现场进行了分享。

10月26日，2018第三届 C＋移动媒体大会在上海召开。摄影 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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