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今
年 第 17 号 台
风“鲇鱼”，因
为在闽南语里
发音为“土杀”
而意外走红。

土杀

本栏目由
搜狗输入法·字媒体

合作供稿

潮词科普

释义：《舞
法天女朵法拉》
走红，被恶搞后
意思为：让我来
辣瞎你的双眼
并尴尬死你吧！

朵蜜

释义：指 出
现朋友危机，友
情枯竭。手机除
了闹钟其他时候
都不会响的童鞋
请对号入座。

友荒

释义：形容一
个人带土的气质里
透着一股伪文艺
范。教学灵魂人物
是尼古拉斯·赵四
老师。

土文艺

释义：指撕破
漫画走出来的美
男子，用以形容外
表十分帅气俊美
的男性，又称“漫
撕男”。

撕漫男

■■■■■ ■■■■■ ■■■■■

日报妹

1天前

李国栋/辑

朋友圈

详情海南日报...

椰风嘚嘌：没什么新鲜的，海南不给办
公积金贷款的楼盘多了去啦，投诉了
N次，望有关部门能拿出些切实有效
的监管措施！
落日流金：房子不愁卖呗，开发商当然
很任性！
夕阳升起：公积金放款慢，开发商要资
金周转，本质问题没有解决，仅仅搞个
退款，都是和稀泥。还有商贷利润大，
开发商应该是跟银行有协定！
风帆1113：我就想不通公积金贷款为
何要三个月才能批下来，手续就那么
繁琐吗？到账周期长，工作效率低，为
何商贷速度那么快？
Fairy：现在好多二手房的房主，也不
让用公积金贷款，满满的都是泪。

读+ 2016年9月3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饶思锐 美编：孙发强B03

微观

1

2

3

4

55

6

上期“大苹果”答案揭晓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大苹果”落在三沙甘泉岛！

互动

市民严先生在海口西海岸紫园购买
了一套婚房，签了合同，付了首付款，当他
准备用公积金贷款时，没想到开发商竟要
求他到指定的银行办理贷款，并且拒绝公
积金贷款，甚至扬言宁可退款也不接受公
积金贷款。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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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辑

海南发布户籍改革实施细则 推积分落户

琼粤两省推动琼州海峡港行一体化建设

海口一男子杀害前女友姐姐后自杀

海南成立省级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海南G98环岛高速双幅全线贯通

海南手机实名登记最后期限已至

海口居然之家等38家单位存重大火患

热！

热！

热！

热！

热！

热！

热！

这期题目也超简单哟，恭喜以下答对的小伙伴：
失控的Saner、定安陈哥、小燕、林吉吉、xxx、mony、邱
珊珊、林雪、林泰龙、海防等10位小伙伴各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请在一周内致电0898-66810614领取奖
品哦，逾期不领，视为弃权。没中奖的小伙伴再接再
厉啦！ 何颖/辑

@新浪科技：【三星Note7不哭！苹果iPhone 7
也爆炸了】三星最近因为Note7爆炸的事情头大，
好好的一款重量级的旗舰，没给自己赢来掌声，反
而让苹果iPhone 7的订单都增加了不少。不过现
在三星也不是一个人在爆炸了，国外论坛爆出刚发
布不久的iPhone 7也爆炸了。

“在小偷和强盗
横行的地方，守法的
人无法生存。”这是搜
狐CEO张朝阳牵头
视频反盗版联盟时的
名言，用在纸媒版权
上更为合适。纸媒内
容被无偿、无限制性
地侵权使用的现象日
益频发，从而逐渐沦
为数字媒体和互联网
的“免费供货商”。

9 月 19 日 - 24
日，在吉林延边召开
的首届全国省级党报
采编工作会议上，包
括《海南日报》在内的
20 余家省级党报联
合发布版权保护宣
言，呼吁全社会高度
重视版权保护，强烈
谴责侵犯报纸版权的
各种行为。宣言的发
布让与会各家党报相
关负责人倍感振奋，
但他们亦深知维护纸
媒版权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传统媒体如何
堵住自身版权意识缺
失的漏洞？新媒体如
何树立起可持续发展
的行业自觉？新媒体
与传统媒体之间如何
建立起合理合法的互
惠机制……

纸媒如何不再做内容的“免费供货商”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VR+”作为近两年“互联网+
时代”异军突起的“黑科技”悄然走进
各个领域中。VR是英文单词Vir-
tual Reality的缩写，中文直译为

“虚拟现实”。2016年被称为“VR
元年”，世界各大巨头企业纷纷通过
VR推动消费级产品布局，社会各界
对VR产业的关注度达到空前水平。

VR技术“身临其境”地营造同
现实一致的仿真体验，让人从听
觉、视觉、触觉上感知到一个“仿佛
真实”的场景。眼下，VR已经被认
为是下一代的互联网和计算平台，
在这时，VR技术和旅游业的结合
则格外令人憧憬。VR之于旅游，
是超现实零距离的新鲜体验，还是
景区过度包装之外的皇帝新衣?

旅游模式新探索

“人在千里之外，戴上VR眼
镜后，却仿佛身处三亚，能俯瞰整
个城市。”日前，以“三亚——永远
的热带天堂”为主题的三亚旅游
伦敦推介会吸引了BBC、索尼影
视等英国主流媒体和当地旅行商
代表参会，现场特设的三亚VR实
景展示区让与会嘉宾对三亚的热

带天堂风光赞叹不已，并表示出
浓厚的合作兴趣。

放眼国内外，不少热门旅游
目的地，都已经通过引入VR技
术、制作VR影像、开设体验馆等
手段，开展“VR+旅游”营销项目。

面对这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新的互联网趋势，省旅行社协会
通过推动“VR+海南旅游”的深度
开发，希望通过VR技术更加立
体、直接地突出海南旅游目的地
价值，提升游客出行意愿，刺激海
南旅游市场持续增长。

“‘VR+海南旅游’的出现，将
打破过去传统旅游营销模式，给旅
游行业带来颠覆性改变。”省旅游
协会相关负责人刘金林认为，旅游
产业是VR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
景之一，“VR+海南旅游”的出现，
将打破过去旅游“展览+推介会”的
传统营销模式，引入双方互动，更
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全方位展示。

旅游行业试水VR

“VR+旅游”已成旅游产业新
蓝海。由于VR所提供的“沉浸式
体验”，能够很好地与旅行结合，

国内多个主流视频平台近期均发
布了各自的全新VR战略，宣布上
线旅游VR视频。

携程、艺龙旅行网发布了使
用VR技术拍摄的景区+酒店体
验视频，对景区+酒店旅游生态进
行展现，视频通过对第一视角的
模拟，让观众享受沉浸式旅行预
体验。此外，去哪儿网也上线了
景区VR体验馆，让用户在体验之
后直接在体验馆内下单购买门
票，节约用户收集景区信息的时
间成本的同时也帮助景区尽快刺
激用户做出购买决策，完成由体
验到下单的营销闭环。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杨
彦锋介绍，“当前除了VR，还有
AR和MR，合称为3R，在旅游领
域都有应用的广阔前景。目的地
虚拟体验、VR的游乐项目、旅游
目的地VR辅助的景观重现、VR
还原的特殊线路和视角及VR数
字博物馆、VR酒店选房等都是已
经有实际运用和发展的领域。”

“VR+旅游”路在何方

“面对越来越挑剔的旅游消

费者，旅游企业要以游客的真实
需求为中心，之所以要推动‘VR+
旅游’，是因其能够给游客带来互
动性、临场感和沉浸感。”海南华锦
旅业集团副总裁陈晨表示，下一步
将开始做VR的线下体验店，外地
游客在咨询海南旅游的时候，可以
带上VR眼镜体验海南风光，将体
验通过VR转化旅游行动。

业内人士分析，海南旅游部
分项目面临着传统型难题，新
技术、新体验确实能够提供新
的思路，无论从观光客的角度
还是从环保的角度来看，如果
VR 旅游能够提供足够好的体
验，毫无疑问会成为多方受利
的旅游新方式。

当前消费者对“VR+旅游”的
看好主要源自当前景区人多、路
远、突发情况难以预料等问题，但

“不能深层体验旅行”无疑是
“VR+旅游”的短板。通过VR技
术与旅游营销的结合，打破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通过多种方式带
给游客新鲜、有趣、好玩、真实的
预先体验，解决旅游行业的未知

“痛点”，正是用“VR+旅游”吸引
游客的一大“利器”。

此外，VR技术还能以提供虚
拟场景来训练旅游服务者的业务
技能，改善行前选择、行中服务和
行后反馈。VR技术在酒店及预
订平台、目的地观光游览和主题
娱乐公园等旅游细分领域也都具
有极大的典型性。

关于VR和旅游的关系，业内
普遍认为VR肯定不会替代原有
的旅游体验，VR营造的娱乐体验
对旅游只是“加持”作用，而能否
真正实现理想中的体验，VR技术
占了很大的层面。

空空旅行创始人杨舜翔认
为，应该更多地站在消费者角
度考虑VR技术怎么用，应该回
到寻找事情本真上去，即旅游
的目的是什么，想传达的意义
又是什么。旅游的目的是身临
其境，目前VR技术只解决了视
觉问题。

歌诗达邮轮市场部经理张扬
则认为，VR视频需要下载播放
器，4K、时长3分钟的视频很多电
脑都无法运行。此外，现在VR视
频内容也非常紧缺，这部分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VR＋旅游”探路海南旅游新模式读+看点

读+关注

李忠称，“网络侵权诉讼的难
点在于取证难，网站随时可以删
除侵权内容，侵权证据就会消
失。为保证维权结果，被侵权方
须及时公证后存留证据。公证费
用需要1500元至 2000元，而转
载稿酬约为每千字 30元至 100
元，加上诉讼费等成本，一般转载
百篇以上文章才具有维权价值。”
李忠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主管
部门可有更多作为，做好顶层设
计，形成多部门联动、多角度探索

的良好局面。主管部门和司法机
构应制定、完善、执行版权保护制
度及监督制度，进一步加大对报
纸版权的保护力度，积极开展维
权行动，为新闻宣传事业的健康
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全国省级党报版权保护联合
宣言让我们看到了解决党报版权
问题的曙光，但前路漫漫。”陈耀辉
表示，绝不能让宣言只停留在“说”
上，最终成为一纸空文。他认为，
党报要用专业内容获取社会影响

力，寻得切实可行的专业内容价值
补偿方式，探索建立党媒与市场之
间的交叉补贴新机制，维护原创内
容生产者的积极性。

“譬如对报纸原创内容进行
分类分级分别定价，搭建党报将
内容使用权有偿让渡给互联网公
司的平台。党报长于内容，互联
网长于渠道，需要党报原创内容
的互联网公司，除可通过版权交
易获得内容外，亦可考虑与党报
签订协议，共同协商建立合法的

商业模式和合理的互惠互利机
制。”陈耀辉同时也强调，纸媒要
团结起来，在面对侵权问题时，可
以协同作战，既可降低诉讼成本，
更可提高诉讼效果。

向泽映认为，媒体版权维护
在“做”上应下更大力气，各报社、
集团要有专门的领导分管，要有
专业的维权队伍。“要来真的，要
有行动力，真说实干才能打跑那
些不劳而获的新闻‘搬运工’。”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纸媒维权早有动作，但纸媒
施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让其
维权底气不足。“对许多报纸来
说：通过网络转载可提高其知名
度，同时也为自身转载他人信息
提供了便利。在报纸的纠结和纵
容中，以转载新闻起家的商业网
站迅速做大，报纸却坐失先机。”
湖北日报副总编辑胡汉昌说。

纸媒错失版权保护的另一原
因是维权依据不足，国内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不强，法律法规相对

滞后。1990年通过的《著作权法》
规定保护范围并不包括时事新
闻，直到2015年，国家版权局发
布《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
的通知》，明确界定“时事新闻”为
单纯事实消息，凡包含了著作权
人独创性劳动的消息、通讯、特写
等作品均不属于单纯事实消息，
互联网媒体转载时，必须经过著
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此外，异地诉讼和侵权网站
的拖延战术，这使得纸媒维权“道

阻且长”。“2010年，新京报社认为
浙江在线网站非法转载其7706
篇文章，侵犯其著作权，将该网站
起诉至杭州中院。但杭州中院要
求《新京报》对7706篇文章每篇
独立起诉，新京报社表示不同意，
但是杭州中院裁定驳回起诉。”提
起新京报的诉讼，贵州日报社总
编辑万群记忆犹新，他表示，如果
这样诉讼，对新京报社而言，要花
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

《重庆日报》在维权方面动作

频出，这让向泽映在这次版权保
护宣言签署仪式上颇受瞩目。“纸
媒向网站维权，就是维护劳动成
果和原创精神。”向泽映表示，《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版权声明》自
2014年发布后，集团对于网站非
法转载其采写的新闻，直接诉诸
法律。“近年，我们集团采取了很
多法律措施，耗费了相当高的成
本，但维权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
如果媒体一味隐忍，纸媒的明天
在哪里？”

与会的各家党报负责人在维
护纸媒版权的紧迫性上达成了广
泛共识，各家媒体负责人纷纷表
示，报纸的版权被严重侵犯，已经
影响到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如不尽
快解决，传统媒体转型将成空谈。

“根据我们收集的情况，几乎
每家报纸，包括党报都被新兴媒
体侵权过，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成
果被无偿使用，网络媒体获取了
高额的收益，而成本却是由各家
党报支付的。”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总经理李忠表示，近些年，随
着媒体更新换代，纸媒版权被侵
犯呈现出更快捷、更严重、更大体

量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商业网站快速、跨越空间、超容
量、互动性强等特点迅速打破了
之前的信息割据状态，侵权成本
降低，侵权行为在互联网肆虐。”

“以《吉林日报》为例，我们
《求证》栏目影响力较大，采取报
纸刊登、手机应用推送两种形式
发布。创办以来，几乎每期话题
都被网站广泛转载，可让人无法
接受的是，尽管我们每期都清楚
标明是原创文章，但被网络媒体
转载时，绝大多数都没有标注任
何与吉林日报有关的字样和说
明。”提起被侵权，吉林日报总编

辑陈耀辉十分痛心。
而《重庆日报》也面临着同样

困惑。“我们很多原创稿件被新媒
体转载，原创价值大打折扣，经济
效益也大打折扣，社会和经济效
益双重受创，纸媒发展和转型何
谈？我们集团旗下《重庆晨报》此
前开设的‘十大渝商’系列报道，
就有不法商贩在网上将其自行下
载，并印制成书私自销售，如此大
胆匪夷所思！”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总裁向泽映称，版权被侵犯的严
重后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纸媒原创精神受损——纸媒的原
创内容是一项加工过的创造性劳

动成果，凝结了记者、编辑的创造
性劳动成果，被盗用就像自己的
孩子被偷走一样；二是，纸媒经济
效益流失——纸媒刊登文章均支
付了作者稿费，如果被无偿转载，
其稿费的价值将大大降低，同时，
纸媒的广告资源将出现流失，网
站通过转载纸媒文章获得较高点
击率，无疑会吸引广告主的注意，
分流了纸媒的广告额度。

如今，打开《宁夏日报》《重庆
日报》等很多报纸，都可看到他们
的“版权维护声明”，就目前看来，
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侵权
行为仍在发生。

现状 纸媒普遍被侵权 生存受挤压

维权 纸媒维权意识低 司法操作难

未来 抱团保卫版权 搭建有偿使用平台

核心提示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打击网络侵权 20余家省级党报联合发布版权保护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