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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四届C+智媒体大会10月28日开幕

大咖云集成都 洞见智媒未来
10月22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刚

刚落下帷幕，乌镇上的5G银行、5G种植、5G
自动微公交、5G远程驾驶汽车就刷了屏。
毫无疑问，今年乌镇大会最大的热点是
5G。2019年被认为是“5G商用元年”，5G
技术势必将引领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
命。

伴随着AI的蓬勃发展，5G赋能的新时
代，我们将迎来怎样的媒体及社会新形
态？智媒体又将如何发展？10月28日，在
封面传媒成立四周年之际，由封面传媒主
办的“5G引领智媒 AI洞见未来——2019
第四届C+智媒体大会”将在成都举行，探索
5G时代中，在新技术驱动下媒体的发展趋
势。

本次大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等高校研究人工智能与媒体的专家以及
今日头条、华为云、支付宝等互联网科技企
业的大咖，将在现场就技术对媒体的影响，
分享自己的判断。此外，封面研究院人文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杨庆祥作为代表，将发布“AI写作报
告”。封面传媒首部AI著作《小封诗集》、封
面智媒云融媒体中心2.0也将在现场发布。

探索趋势
业界大咖洞见媒体传播未来

眼下，5G商用如约而至，AI加速落地，
智慧生活扑面而来。近日发布的《中国移
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指出，人工智能
与产业结合推动爆发式增长，是未来我国
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趋势之一。中国正
式进入5G时代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打
开更加广阔的前景；人工智能有望作为一
项基础性技术支撑赋能各行各业，形成新
一波高速发展浪潮，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动能，并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当AI、5G同媒体相遇，将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为此，“2019第四届C+智媒体大
会”邀请了今日头条、华为云、支付宝等企
业研究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专家，共同探
讨新技术对媒体行业的影响。

一直以来，人类对AI的理解是能替代
人做一些机械化的工作，但在专家看来，机
器人对专项任务本质的理解加深之后，就
能获得创造力的延伸，让AI取代人类“剪片
子”“写稿子”完全可能实现。得益于5G的
加码，AI将在图文、视频传播领域引发更
深、更广的变革。5G时代，用户将如何消费
图文、视频资讯？网络时延问题解决后，又
将给媒体带来哪些改变？人工智能和5G技
术相结合将引领媒体走向何方……这些问
题都将在大会现场得到解答。

技术赋能媒体，媒体的发展同样离不
开内容的驱动。2019第四届C+智媒体大
会还邀请了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德寰，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
明，他们将从媒体研究与内容的角度畅谈

智媒体的未来。

感悟芳华
小封机器人首次发布“诗集”
“C+智媒体大会”作为封面传媒成立

周年的盛会，已连续举办了四届，也成为
了传媒与当前最前沿技术进行碰撞的思
想盛宴。

去年，封面传媒提出了数据驱动打造
智媒体的战略。用AI推动新闻生产变革，
人和机器人的协同生产正在封面传媒变成
现实。瞄准未来，坚定进军“AI+媒体”领
域，打造“智媒体”，封面传媒正在以数据支
撑“智媒体”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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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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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写作作为AI变革媒体的外延，
已在封面传媒结出硕果。自2017年以来，
由封面传媒自主开发的“小封机器人”1.0版
上线后，这名能预测赛事、会写诗，可以为

新闻内容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智能协助的
“超级员工”已愈发成熟。

在前不久发布的《2019中国人工智能
分类榜》中，小封机器人首次跻身中国人工
智能写作平台前十。今年3月，小封机器人
还开辟了自己的诗歌专栏《小封写诗》，生
成一首诗词的时间在一分钟内。

本次大会，封面传媒将发布首部AI著
作《小封诗集》，包含小封机器人基于算法
能力生成的各种文体。对于小封所创作的
诗歌，诗人周瑟瑟认为，小封的出现对于诗
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小封和现在很多诗
人是一样的，甚至比一些诗人写得更好。
所以小封的存在对诗人也是一种反思，小
封的创造对人的智力是一种挑战。”

人工智能所扮演的角色正在接近人
类，AI取代人们的写作已是现实。会上，封
面传媒将发布AI写作报告，透析AI写手的
过去与未来。封面传媒“智媒体”的打造已
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本次大会上，封面
智媒云融媒体中心还将迎来2.0版本的迭
代，助推智媒体进一步完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

记者从10月22日在成都召开的助推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座谈会上获悉，《四川加
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四川省政府正
加快研究，近期即将印发实施。

近年来，特别是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以来，四川畅通南向通道、深化南向开放合
作取得积极成效。今年8月，国家《西部陆

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出台后，四川同相关省
（区、市）一道，立即行动，完善规划推动重
点任务加快落实。

实施方案充分考虑四川基础设施条件
和未来发展需求，在编制中重点突出了将
国家要求与四川实际相结合、以任务具体
化突出方案可操作性、将创新引领发展融
入新通道建设、坚持向上衔接和强化省际

协作等4个方面。
下一步，四川将着力构建互联互通的

南向对外通道。一是构建铁路客运大通
道，全力加快成都-贵阳铁路、成都-自
贡-宜宾铁路、川南城际铁路内自泸段
项目建设，着力推进重庆至昆明铁路前
期工作。二是畅通铁路货运大通道，加
快实施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米易至攀

枝花段改造，推进成渝铁路成都至隆昌
段、隆黄铁路隆昌至叙永段扩能改造前
期工作，配合贵州、广西协同推进黄桶至
百色铁路前期工作，打通成都至北部湾
最近出海货运通道。

与此同时，四川还计划加密高速公
路大通道，加快建设攀枝花至大理，叙永
至威信、古蔺至习水、荣昌至泸州等高速

公路，力争到2020年新增4个南向出川
通道。

近期，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动作
频频。10月12日，西部13省（区、市）及广
东省湛江市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头单位签
订了《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框架协
议》。

据四川在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0月
22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26日起，成都到巴中将首
开动车组列车。届时，两地铁路通行
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左右缩短到4小时
50分左右。据悉，该线路列车将由复
兴号“绿巨人”动车组担当运行。

目前，12306网站已经公布了相关
动车购票信息。10月26日，成都东到
巴中D5062次列车将于8点30分出发，
13点16分抵达，全程用时4小时46分；
27日，成都东到巴中动车组将增为两
趟，分别是D5062次和D5066次。

两趟列车从成都东站始发后途经
南充、达州、平昌等站，抵达终点站巴
中站。

动车组开行后，成都到巴中的铁路
通行时间将从原来的8小时左右缩短到
4小时50分左右，大大便利了两地居民
往来。26日起，之前开行的K9516次列
车将停运。

关于票价，目前公布的二等座票
价124元，一等座票价200元。目前，
26日D5062次列车一等票已卖光。

此外，从10月25日起，重庆至巴中
的动车也将开通。12306铁路购票网
站显示，重庆到巴中的动车发车时间
为16点18分，运行时间为3小时57分
钟，一等座票价137元，二等座票价85
元。

据悉，成都、重庆到巴中动车组由
复兴号“绿巨人”担当。该动车组学名
CR200J，绰号“绿巨人”，完全由我国
自主研发。“绿巨人”外观延续了普速
列车的国槐绿底色，体现了新款复兴
号列车对老机车的继承。

“绿巨人”动车组最高运行速度
160公里/小时，虽然也是复兴号系列，
却是普速列车动车组，适用于所有普
速电气化铁路。该车上线后，一些普
速线路将进入动车时代。

巴中通动车啦
到成都到成都44小时小时5050分分 到重庆到重庆33小时小时5757分分

●10月26日起：D5062次成都东（8：
30）至巴中（13：16），途经达州。

●10月27日起：D5066次成都东（15：
05）至巴中（20：02），途经南充、达州、平昌。

●10月26日起：D5065次巴中（9：00）
至成都东（13：59），途经平昌，达州。

●10月26日起：D5061次巴中（14：
20）至成都东（19：08），途经达州。

●10月25日起：D5076次重庆北（16：
18）至巴中（20：18），途经达州、平昌。

●10月28日起：D5075次巴中（7：39）
至重庆北（11：38），途经达州。

具体开行车次

封面新闻专访外交部
副部长乐玉成：

中国日益成为
世界百年变局的
定盘星和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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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即将出台

力争到2020年新增4个南向出川通道

“中国奇迹”
道路千万条，管用第一条”，乐

玉成用“奇迹”来形容“中国走出的
道路”。他指出，开创一条全新发
展道路，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就是“中国奇迹”。

全球唯一
去年，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

道路”载入宪法，成为世界上唯一
这么做的国家。

新安全观
“世界需要的是开放不是壁

垒，是合作不是脱钩，是新机遇不
是新冷战，是同舟共济不是同室操
戈。需要的是摒弃单边、零和、结
盟、对抗的旧安全观，倡导并践行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
观，这才是符合时代前进的正确方
向。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中
国将坚决倡导并践行新安全观。”

信心之源
中国的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

的信心之源，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日
益成为定盘星和稳定器。

“绿巨人”动车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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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0月22日电 第六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22日在乌镇落下帷幕，记者从世界互联
网大会组委会获悉，本届大会在思想交流、理论
创新、技术展示、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丰硕成果。

10月20日至22日，来自全球83个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互联网企业

领军人物、知名专家学者等约1500名嘉宾齐聚
乌镇，围绕“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纵论网络空间发展
大势，展示信息技术创新成果，共商网络空间开
放合作途径，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注入
了新动力、做出了新贡献。

（下转02版）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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