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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报集团三大平台启动

■■■■■ ■■■■■ ■■■■■

打通壁垒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一块巨大的屏幕如长卷在墙上铺开，“选
题展示”“报纸大样”等板块同时呈现，一目了
然；“海南热点”“海南舆情”等板块不断滚动，
实时更新……这是11月6日上午，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采编人员在利用刚刚建成的全媒体
指挥中心召开全媒体采前会的场景。

作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策采编
发的指挥中枢和中控平台，全媒体指挥中心实施

“总指挥、总协调、总调度”三大功能，主要由“线
下物理平台”和“线上技术平台”两大平台，以及

“全媒体策采编发机制”“全媒体‘三会’制度”“全
媒体考核机制”三套机制组成，建成兼具图文、视
频、音频、H5、VR、直播等多产品生产发布能力
的融媒体采编中心，具备集中指挥、采编调度、高
效协同、信息沟通等基本功能，推动了新闻生产
模式的转型升级。

“全媒体指挥中心是报业集团全媒体内容
生产传播的指挥中枢，是党报、党网、党端、党
微全媒体生产的‘总指挥、总调度、总协调’。”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林绍炜介绍，该平
台可实现新闻资源和新闻产品“一体策划，一
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体发布、移动优先、全
天滚动、全域覆盖、全程监管”，实现各种媒介
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
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推动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优化提升
打造学思践悟重要平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近30万名党员下载注册，累计发稿
更新量8000余条，获全国总平台推荐稿
件400余条……这组数据，反映了“学习
强国”海南平台（以下简称海南平台）自今
年1月23日上线以来取得的喜人成绩。

南海网总编辑陈嘉奋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今年初接到建设海南平台这一
任务后，南海网在省委宣传部的具体指
导下，立即抽调精干采编力量组成编辑
部，按照相关要求持续做好内容发布、
视频上传、线下推广、重点稿件向总平
台推荐等工作。

作为国内较早完成省级平台建设任
务的省级平台之一，目前海南平台已经
初步搭建了覆盖全省的稿件组织、编辑、
发布、评论工作链路，有效保障了平台稿
源充足，稿件更新及时，重点稿件向全国
总平台重点推荐等工作，每周更新稿件
数和总平台采用稿件数均处于全国较好
水平，多次受到全国总平台的表扬。

陈嘉奋说，海南平台编辑部将同步
接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指挥中
心，进一步提升海南平台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质量，更好地将其打造成广大干部
群众学习理论知识、掌握动态资讯、了
解海南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形成矩阵
面向世界讲好海南故事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Hello，everybody’轻快的音乐
声中，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英文主持人胥
圣兰向大家问好。这档由海南国际传
播中心（原南海网国际传播中心）推出
的创新节目，很受广大网友喜爱。

今年年初，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南海网组建了南海网国际传播中心。南
海网副总编辑、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
人陈书焕介绍，该中心已组建起了一支
由多名具有“海归”背景的外语采编制作
人才，以及一批特邀外籍主持人、外籍审
稿专家和分布在全球13个国家的20多
位海外传播官构成的国际传播队伍，搭
建了以“hiHainan国际传播网为核心、
以中英双语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为重
点、以海外多种传播渠道为补充”的多层
次国际传播平台矩阵。据统计，组建以
来，该中心共发布了英文报道1200余
篇，报道多次被中国日报、新华网英文频
道等国家级英文媒体转载推荐。

陈书焕介绍，南海网国际传播中心
正式升格为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后，将成
为海南省级融媒体中心着力搭建的五
大分中心之一，成为海南构建对外传播
整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打
造一个区域性、多语种、全媒型海外传
播“通讯社”。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以“南海+”为定位，探索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构建“泛南海新型主流媒体”

“+”出融合大格局 “+”就融合新篇章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伊秋雨

“我是海南日报记者袁宇，我现在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我身后的是莱富凯
尔医学中心。我们能够看到项目建设已经接近
尾声，计划在11月中下旬开始试营业……”

11月6日上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以下简
称海报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正式启动，海南日
报记者袁宇通过手机上的APP与后方编辑进
行了现场连线。他采访到的素材将进入全媒体
资源库，供海报集团旗下的“六报一网两端六微
一刊”媒体集群按需取用，整合加工成为适合在
平台上传播的新闻产品。

当天，“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编辑部、海
南国际传播中心同时启动。

近年来，海报集团主动顺应媒体发展的潮
流趋势，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
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以“南海+”为总思路，以
构建“泛南海新型主流媒体”为总目标，积极探
索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工作，初步实现了媒
体融合发展中党报内容、传播、人才等优势向新
媒体延伸、向核心竞争力有效转化，实现了环南
海区域性国际传播的有效突破。

实施“平台+”计划
打造新型主流全媒体平台

今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开年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为媒体融合发
展指明了方向：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
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
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
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林绍炜介绍，

在融合发展中，海报集团注重做好顶层设计，积
极实施“平台+”计划，确立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总
体架构——以党报为龙头，以网站集群和新媒体
矩阵为两翼，坚持媒体事业和媒体产业两轮驱
动，坚持内容和技术双引擎带动，致力于做精纸
媒集群、做大视频集群、做强新媒体集群、做好外
文平台集群，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全媒体平台。

例如，在融合的顶层架构方面，海报集团把
全新启用的全媒体指挥中心作为媒体深度融合
的龙头工程，以此创新媒体内部组织结构，构建
新型策采编发网络，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
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全面共享融通。

海南日报编辑中心副主任蔡潇在体验该平
台“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
全天滚动、全域覆盖”的全媒体一体化生产流程
后表示：“有了这个系统，我们后方了解热点更
全面，掌握舆情更及时，策划选题更科学，统筹
采编更顺畅，安排版面更合理了，这个平台可以
说是推动我们集团媒体融合的一大‘利器’。”

据统计，截至今年10月，海报集团新媒体
平台集群总用户量已超过2000万人，成为目前
海南最大的入口级移动端平台，基本实现了新
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
展，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努力

占领新的舆论场。

强化“创意+”理念
实现“1+1>2”的融合传播效应

“融媒平台矩阵不断壮大，传播手段也越来
越丰富，在日常报道中，拼内容、拼创意、拼技
术、拼传播、拼口碑已成为海报集团采编团队的
主动意识和主动作为。”海南日报新媒体部主任
陈成智告诉记者，海报集团非常注重打造多样
化、个性化、对象化的融媒产品，把原创内容、权
威报道、深度解读、理论评论等党媒优势向新媒
体延伸，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

“1+1>2”的融合传播效应。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报集团从体制机制

入手，大力实施“创意+”工程，先后成立了全媒
体创意工坊工作室、全媒体深读工作室、全媒体
理评工作室、全媒体视觉工作室、海解局工作室
等融媒体工作室，整合内部人才资源，鼓励人才
自由组合，激发内部创新潜力，紧盯主流培育融
媒爆品，打造出一批具有较强创新力、传播力、
竞争力的融媒精品。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周年、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等重大主题报道中，海报集团旗下媒体充
分发挥融合优势，发挥工作室的机制优势，策划
推出了《老旗手》《图书馆奇妙夜》《海南100秒
——奔跑的追梦人》等一系列刷屏朋友圈的融
媒创意产品，创造了多个“10万+”“100万+”阅
读量，彰显了创新、创意、融合报道的巨大传播
力。其中，H5作品《快来！搭乘“海南号”时空
穿梭机重返1988！》获得了第29届中国新闻奖
三等奖。

在创意驱动下，海报集团在融合报道方面
不断出新出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得到全方位巩固和提升，新媒体传
播力屡居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前十，在
海南保持领先地位。

推进“南海+”
向世界传递海南声音

2014年，在国庆65周年报道中，海报集团
旗下南海网官方微博联合全国40多家主流网
站直播三沙升旗仪式，短短三天，直播主微博
阅读量超过5000万人次。海南日报编委、南
海网总裁韩潮光说，大家被这一数字震撼的同
时，深深感受到环南海相关新闻的影响力是如

此巨大。
韩潮光还注意到，南海网“两微一端一网”

访问数据表明，近年来该网站平台集群海外网
民访问比重逐年上升，南海网的许多报道被国
外网站转载转发，越来越受到境外专业媒体、网
民的关注，南海网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在环
南海区域日益彰显。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党中央决定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海南迎来了重要历史发展机遇。

海报集团紧紧抓住当前宝贵的发展机遇，
以构建“泛南海新型主流媒体”、推动“海南影
响”向“南海影响”跨越为目标，推进媒体融合发
展，打造具有区域性国际化覆盖面和传播力、影
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南海网副总编辑、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
责人陈书焕介绍，今年初，海报集团就对南海
网进行了战略性升级改版，结合海南省级融
媒体中心建设任务，正式组建了南海网国际
传播中心。该中心成立试运行以来，组建了
海南主流媒体首支英文报道团队，是海南外
文原创新闻的最大生产中心。11月 6日，南
海网国际传播中心正式升格为海南国际传播
中心，将被打造成为海南国际传播的重要内
容供应和分发中心。

线上运营和线下推广一同推进。记者了解
到，海南有370万侨胞生活在海外，大部分又分
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海
报集团积极拓展“移动党报”在环南海国家和地
区的覆盖面，把海南日报新媒体平台装到了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环南海国家和地区的
许多海外侨胞的手机上，让他们在手机上“看得
见家乡、听得见乡音、解得了乡愁”。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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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网主持人与前方记者正在进行
5G高清互动直播。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摄

南海网记者正在进行5G高清互动直
播，搭载中国移动最新研发的“和背包”，将
背包采集的视频即时高速回传。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扫码360°看
海报集团全媒
体指挥中心

扫码看
海报集团
“上新”啦！

微电影《老旗手》

H5作品《快来！搭乘“海南
号”时空穿梭机重返1988！》

原创歌曲MV《圆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策
划：《70张照片 70个故事》

H5专题｜美丽突围

南
海
网

制图/张昕

“学习强国”
海南平台编辑部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指挥中心

海南国际
传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