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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C
阴天有中雨

偏北风2 - 4级

18-30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转多云间晴
偏北风1- 2级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9时）
AQI指数 45 空气质量：优
优：攀枝花、广元、达州、马尔康、康定、
内江、宜宾、资阳、乐山、绵阳、西昌、自
贡、泸州、雅安
良：德阳、广安、巴中、遂宁、南充、眉山

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6月8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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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快手科技副总裁于晓蓉：

封面传媒是“智媒”首创者
先行媒体的C位主角

7 星 彩 第 21065 期 全 国 销 售
14929462元。开奖号码：874086+10，一
等奖0注；二等奖11注，单注奖金41516元；
三 等 奖 15 注 ，单 注 奖 金 3000 元 。
270105077.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1149期全国销售33738710
元。开奖号码：878。直选全国中奖9632（四
川112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
奖33717（四川1113）注，单注奖金346元。
36236968.7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49 期 全 国 销 售
13806488元。开奖号码：87812。一等奖
55注，单注奖金10万元。394647204.8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063期全国销售
29283468元。开奖号码：13333003133330，
一等奖全国中奖1070（四川53）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21187（四川114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63期全国销售
13782896元。开奖号码：13333003133330，
全国中奖115868（四川538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63期全
国 销 售 35216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1333333333，全国中奖965（四川107）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63期全国销售
1021224元。开奖号码：10301031，全国中
奖124（四川7）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9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落，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受白酒股大跌拖累，市场集体收
跌。盘面上上海本地、汽车板块表现不
错，北上资金净买入3亿元。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56只，跌停22只。技术上看，沪深
股指收盘失守5日、10日均线，深成指日
线MACD指标也出现死叉，两市合计成交
9854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
指继续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
标也继续呈现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各
股指盘中均一度失守60小时均线，深成
指表现最弱，不仅收盘失守了该线，盘中

还跌破了上周五的低点，这标志着短期横
向震荡整理进入到最为关键的选择时刻，
不过由于两市成交并未明显萎缩，短期市
场仍有转机。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明显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有所缩减。综合来看，盘后传来

“恢复深交所主板上市功能，推出深市股
票股指期货”的消息，笔者认为这显然是
长期利好，毕竟这是市场制度改革的又一

步，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资金入市。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泽达易盛（688555）8 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40万股，浙江龙盛（600352）16
万股，浪潮信息（000977）12万股，康芝
药 业（300086）38 万 股 ，海 峡 创 新
（300300）50万股，会稽山（601579）23万
股。资金余额 2581830.88 元，总净值
23181530.88元，盈利11490.77%。

周三操作计划：拟对会稽山适当增
加持仓，康芝药业、华创阳安、海峡创
新、浙江龙盛、浪潮信息、泽达易盛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又一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6月 8日，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封面传媒主办的2021年AI+智媒体
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四川封面传
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

在现场，以“视频化：全媒体时代
的新基建”为主题，快手科技副总裁
于晓蓉进行了分享。

“关于‘智媒’这个概念，我第一
次听到是在2016年，由封面传媒提
出。”于晓蓉说，封面传媒是智媒的
首创者。从纸媒到智媒的发展中，封
面传媒以技术为引领，以创新为驱
动，成为了先行者媒体的C位主角。

数据为证
封面传媒在快手上

两年多生产近万条短视频

于晓蓉现场透露了一组数据：
2019 年 3 月，作为第一批主流媒体
账号，封面传媒入驻快手。目前，封
面传媒的粉丝量是 570 万。两年多

的时间里，封面传媒在快手上生产
了近 1 万条短视频，开展了近 300
场直播。短视频播放数据量已超过
114 亿，获得了超过 2 亿的点赞以及
接近 2000 万的评论。这说明封面
传媒和快手的用户发生了很多深入
的连接。

“很多职业在快手上已呈现了线
上化的趋势。”她举例说，媒介是人的
延伸。云课堂、云招聘、云问诊……
疫情加速了所有行业的线上化。我

国的工种有接近 2700 种，有 70%可
以在快手找到对应。过去的一年，职
业用户在快手快速增长。

谈短视频
赋予每个普通人

拿起手机记录生活的可能

媒介的进化、演进是由技术来
推动的。短视频是移动互联时代
的 新 文 本 。 以 往 的 长 视 频 对 于
PGC 生产的要求很高。传统方式
需要借助于录像机专业设备，拍摄完
成后还须具备剪辑能力。很少人有
能力去独立设计一部纪录片，去拍摄
一部专业电影。

“技术发展到现在，人工智能和
手机让大家操作这些变得非常简
单。”于晓蓉表示，短视频赋予每一个
普通人可以拿起手机，拍摄视频展示
和记录自己生活的可能。在全媒体
时代，移动化、社交化和视频化，已是
所有媒体人形成的一个共识。

快手科技副总裁于晓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本版摄影雷远东 刘陈平

6月 8日，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封面传媒主办的2021年AI+智媒体
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学者与
科技企业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5G
新时代智媒体发展趋势。

人民在线技术总监冯伟针对智
媒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打造媒体技
术平台等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从内容“生产侧”和“用户侧”
看未来媒体如何变化

未来的媒体会长什么样？冯伟
坦言，有两方面需要考虑。一方面，
是从媒体受众即从用户侧看未来媒
体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从内容的生
产侧来看。

“从用户侧看，现在这些人工智
能、大数据、5G、VR技术对媒体未来
的交互、载体和展现形态将带来变
化。”冯伟称，从交互方式来看，现在
很多人更多地是被动去看信息，未来
当一些智能化的技术出现后，大家可

以更主动式地去探索，去看新闻背后
的信息。

从传播的载体来看，智能汽车、
智能音箱甚至包括儿童用的智能手
表，如果能够成为未来智媒的载体，
也可能会产生新的变化。

他说，未来互联网上的数据，可
能也会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一个新线
索。相比传统靠热线做新闻的方式，
或者是基于现在的大数据去做新闻
策划，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许传
感器的数据，会带来新的内容。

媒体和技术如何相辅相成？
不同阶段可选不同的合作方式

从新技术应用的角度和出圈的
角度来看，冯伟肯定了封面传媒在
文旅技术创新方面的尝试。他说，
从某个层面来讲，封面传媒做了很
好的尝试。“比如在文旅云展方面的
探索。”他说。

而对于媒体技术应该自主可控
打造还是借助第三方来打造一事，
冯伟说，不同的阶段应该选不同的
合作方式。他认为，很多技术平台
的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性工程，涉及到的技术也很多。比
如一些中底层的技术，完全可以借
助第三方平台。如果再往上的层面，
比如和媒体业务关联比较密切的，媒
体应该深度参与，不是简单地把项目
交给第三方去做，而是要全程参与、
做好关键管理，在关键环节做好顶
层设计和标准制定，把控整个的节
奏，“这样才能让第三方厂商和媒体
团队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互补、相
互促进的一个过程。”

人民在线技术总监冯伟：

封面传媒在云展技术方面的尝试值得肯定

人民在线技术总监冯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