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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9日讯 今天
下午， 在长沙举行的2019中
国新媒体大会“5G时代的新
媒体变革”分论坛中，来自传
媒全产业链的50余家机构、
行业“大咖”以5G为背景，结
合媒体融合发展， 共同探讨
技术赋能内容的更多可能
性， 继续推动5G时代媒体行
业变革新发展。

论坛由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 中国网络社会组
织联合会指导， 中共湖南省
委网信办、 湖南省广播电视
局主办。

新华社原副社长、 东南
大学人文社科教授周锡生在
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5G时代对新闻从业人
员而言， 是一个挑战和重大
的考验。目前，实际上有三部
分人在做新媒体， 分别是原
来在传统主流媒体工作的专
业人员，‘转身’ 为新媒体内
容创作者、 商业的互联网公
司和短视频App上的社会人
士。这三部分人的竞争，随着
5G时代的到来， 从场景运用
上来说， 都是在同一个水平
线上， 都要注重内容的创
新。”

■记者 叶竹 视频 何佳洁

国内新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为5G时代下的未来媒体融合发声

内容生态“破圈”，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5G时代下新兴媒体的
再次变革与迭代， 在此背景
下， 中国媒体未来的融合发
展方向要如何抉择？11月29
日， 国内新媒体领域的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 交流全媒体
传播内容建设和融合发展的
实践经验， 研讨中国新媒体
在整个传播格局中的社会责
任， 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 加速构建全媒体
传播格局（扫报眉二维码看
现场视频）。

■记者 叶竹 视频 何佳洁

中国媒体融合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今天的全媒体传播已
呈现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的格局。我国网民

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
应该说，我们构建国际一流新媒
体的基础、条件以及技术、市场、
人才等都已成熟或接近成熟。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张首映

现在许多企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对“学习强国”不会陌生，甚
至在这个手机App平台上打卡
已经成为了“日常必备”。

面对5G条件下智能终端
学习出现的新趋势，“学习强
国”将打造“强国云教室”，学习
的定位、定性、定量、定期、定制
将会实现。

“学习强国” 起步就是融媒
体，开门就是大平台。目前，学习
强国正在建设车联网、 乡村大喇
叭网、 物流网等,“随着物联网的
加盟，‘四网融合’、 分级平台、多
端一体、边缘计算等,�将使‘学习
强国’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领
域、跨地区、跨界别的终端再造。
未来世界,终端决定一切。”

“大咖” 解读5G
时代新媒体变革

构建国际一流，中国媒体的基础条件已成熟

本报11月29日讯 今天上
午，2019中国新媒体大会在长
沙开幕， 来自新闻宣传主管部
门、新闻媒体、新闻行业组织、新
闻教研机构的800多位代表汇
聚一堂， 探讨5G时代中国新媒
体变革趋势与发展未来。省委书
记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聚焦5G时代新媒体变革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高建民，中国记协党
组书记、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胡孝汉致辞。人民
日报社副总编辑张首映,新华通
讯社副社长刘思扬，解放军新闻
传播中心政委、中国记协副主席
孙继炼，中央网信办原副主任彭
波， 新华社原副社长周锡生，省
领导胡衡华、张剑飞、吴桂英出
席。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张宏森主持开幕式。

中国新媒体大会是中国新
媒体领域具有标志性、权威性、
专业性的行业盛会。 本届大会
由中国记协和湖南省委宣传部
共同主办，以“有容乃大，深融
致远”为主题，聚焦5G时代的新
媒体变革， 交流内容建设和融
合发展经验， 研讨中国新媒体
社会责任。

共同推动构建全媒体格局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
媒体变革历来是推动社会进
步、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近年
来，湖南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在
新媒体阵地建设、内容创新、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积极成效， 移动互联网和新
媒体越来越成为湖南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将以此
次大会的召开为新起点， 坚持
导向为魂，加强内容建设，壮大
主流舆论， 让党的声音和主流
价值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
湖南愿与国际国内新媒体行业
的各位专家和领军人物携手努
力，共同推动构建全媒体格局，
不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高建民说，当前，广播电视融
合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 迫切需
要抢抓机遇、 集中资源、 攻坚克
难，加快取得新突破。要牢牢把握
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抢占主流舆
论制高点，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

胡孝汉说，办好新媒体大会，
要聚焦内容建设， 履行新媒体职
责使命；聚焦队伍建设，促进新媒
体增强“四力”；聚焦标杆建设，加
强新媒体引领示范； 聚焦平台建
设，完善新媒体服务机制。

大会发布了《2019中国新
媒体研究报告》《中国新媒体年
鉴2018》《全国视频文创产业发
展指标评估体系（马栏山指数）
研究成果》，并举行了马栏山新
媒体学院揭牌仪式。

■记者 唐婷 贺佳

2019中国新媒体大会在长沙开幕 杜家毫出席并致辞

导向为魂，加强内容建设，壮大主流舆论

建成融平台，终端决定未来

如何巩固内容创新优势，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首先要巩
固主流媒体内容优势， 做壮大
主流舆论的“领头雁”。其次，要
把握媒体发展必然趋势， 做技
术风口上的先行者。要探索5G
情境下的软硬件应用， 今年全

国两会， 新华社即进行了国内
首次5G手机全流程直播。要深
入推进媒体智能化探索， 要增
强数据资源整合处理能力，努
力实现从“信息总汇”向“数据
总汇”拓展。要探索跨界融合新
模式，做内容生态的“破圈者”。

做技术风口上的先行者，做内容生态的“破圈者”
新华社副社长刘思扬

传统媒体的生存压力已接近
临界点， 必将驱动新一轮媒体融
合的创新。湖南广电用实践证明，
传统媒体出路只有一个， 那就是
发展新媒体， 直接参与新媒体竞
争。一是以新技术破局。湖南广电
正在积极布局5G，到年底将在马
栏山建成一个光点5G局域试验
网，同时，芒果TV也建起了5G实
验室，正在探索5G时代的内容创
作和商业变现。 二是以内容创新
破局。 湖南卫视将继续以湖南卫
视、 芒果TV的内容创新为核心驱
动，保持每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节
目上新率以及数量可观的优质头
部内容规模。三是以马栏山生态破
局。湖南广电正在全力推进芒果马
栏山广场、节目生产基地七彩盒子
的建设， 在前期的功能设计上，配
套超过20个演播厅， 让湖南广电
再火20年， 让长沙这座世界媒体
艺术之都更加名副其实。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
吕焕斌

新技术、内容创新、马栏山
生态破局，让湖南广电再火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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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大势所趋， 甚至可能
还会有下半场， 传统媒体应争
取融合、主动创新。

娱乐是视频媒体的原始属
性， 因为娱乐是大众的本能需
求，抖音和快手的崛起主要也是
因为其娱乐性。尽管如此，媒体的
影响力和话语权并不来自娱乐，

而是新闻。视频泛滥已成为趋势，
有些机构和创作者发布的视频
毫无价值。有吸引力的视频，应该
是有场景、有人物、有故事，是有
真实感的。好的视频是具象的、感
性的，要用平实而生动鲜活的表
达方式传播主流价值观，而不是
一些万能的空画面加上解说。

传统媒体应争取融合主动创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央视副台长孙玉胜

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刘汉俊

报刊、 广电乃至网站等媒体
融合的主要方向和出口， 就在移
动互联网、就在手机。发力手机、
占领手机是王道， 得手机者得天
下。 手机客户端应该作为媒体深
度融合、 实现一体化发展的重中
之重。尤其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更
要认准“发力一端”。

中国记协常务理事、浙江省新媒
体专委会主任委员陈建华

占领移动端，继续跑好新媒
体“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