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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7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田春宇 钟圆圆）5月
7 日，海南省级融媒体移动客户端
——新海南客户端上线试运行。它
承担着重要使命，将以多语种、多元
化、全球化的传播方式，向世界传播
海南声音。

当前，海南正大力推进省级融媒
体中心和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省委
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新海南客户
端是省级融媒体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省级融媒的移动发布平台，是海
南自贸港在移动互联网上发声的“主
阵地”。新海南客户端上线后，全省所
有市县融媒体中心将全部接入。与此

同时，新海南客户端还将结合海南国
际传播中心建设，推出英文、俄文等多
语种报道和服务，目标是将新海南客
户端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权威信
息发布平台、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门
户和海南媒体融合协同平台，从而构
建海南自贸港“一报一台一网一端”主
流媒体新格局。各市县的融媒体中心
将与新海南客户端及时对接，互联互
通，共建共享，建好、用好新海南客户
端这个大平台。

博采众长，强强联合。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郭志民说，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以南海网的互联
网优势，结合南国都市报的采编优

势，共同打造新海南客户端。生逢海
南自贸港建设，具备互联基因的新海
南客户端，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先
天优势，“自贸港建设是海南迎来的
又一次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新海南客
户端因自贸港而生，必将因自贸港而
兴，努力构建成为向世界讲好海南故
事、传播海南声音的重要传播平台。”

省委网信办副主任张春明下载并
体验了新海南客户端。“新海南客户端
集合了大量优质新闻内容，汇聚了各
市县融媒体中心的最新信息，是海南
融媒体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张春明
说，新海南客户端优势明显，定位精
准，整合优质媒体资源，源源不断输出

高质量主流融媒产品，正不断扩大海
南主流媒体价值影响力。接下来，新
海南客户端要着力打造更多有思想、
有温度、接地气、聚人气的全媒体产
品，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南海网董事长、总裁韩潮
光表示，结合正在建设中的海南国际
传播中心，新海南客户端组建了深度
产经报道团队、自贸港深度报道团
队、南国智库专家团队，将在国内外
重点自贸区、自贸港设立办事处或记
者站，以全球视野向世界讲好海南故
事、讲好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故事、
讲好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故事。

新海南客户端承担重要使命——

服务自贸港建设 传播海南好声音

本报海口5月7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黄婷）70年前，海南
岛解放，海南开启历史新纪元；70年
后，海南建设自贸港，开放新海南，扬
帆新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以

“新海南”命名的省级融媒体移动客
户端5月7日上线试运行。这意味着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委宣
传部的统筹指挥下，海南省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海南媒
体深度融合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转
型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自贸港建
设，需要创新传播、融合传播、立体传
播，打造全新的传播阵地和平台，讲

好海南自贸港故事。因而，服务海南
自贸港建设，是新海南客户端自诞生
之时就肩负的重要使命。新海南客
户端“立足海南、站位全国、面向世
界”，是海南自贸港在移动互联网上
发声的“主阵地”，将打造成为海南自
贸港权威信息发布平台、海南自贸港
国际传播门户和海南媒体融合协同
平台，已开发中、英、俄等多语种版
本，将深度聚焦自贸港建设，专注于
全球自贸港发展研究和智库服务。

新海南客户端是海南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安排，是正
在推进建设的省级融媒体中心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省级融媒移动发布平

台，将全面接入全省各市县及机构、
行业融媒体中心，接入全省广电、报
纸、网络等主要内容，助力各市县、各
行业、各媒体扩大传播覆盖面，增强
传播力。同时，新海南客户端也是用
户获取海南区域资讯、政务服务、生
活服务的聚合平台。新海南客户端
还将构建融媒体生态系统——海南
号，提供自主入驻、自主订阅服务，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大V等可
在平台上自主开设账号，经审核后发
布优质原创内容。用户可根据个人
爱好，自主订阅感兴趣的账号。

新海南客户端采用了目前主流
的技术，通过用户主动订阅、用户画

像、用户行为数据挖掘分析、智能算
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分析
用户兴趣，精准分发用户感兴趣的内
容，实现个性化推送，提升传播效果。

70年前，海南岛战役的战火硝
烟刚刚消散，《海南日报》的前身——
《新海南报》创刊。新海南客户端所
用 logo“新海南”字样，正是琼崖党
政军主要领导人冯白驹为《新海南
报》题写的报名。该客户端的上线，
意味着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不忘初心
再出发，走上了转型发展新征程。该
客户端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南
海网开发建设，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联合运营。

客户端上线试运行

《江湖快报！年方
二十的南国都市报
准备上新，5月7日
见！》

通过“南瓜少侠”
自述成长历程的方
式，向读者展现坚持

“做老百姓的新闻”、
有温度有力量，以及
积极生长、未来无限
的《南国都市报》。

纪念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宣传片

《年轮》

1950年5月7日，海南解放后的第七天，炮
火硝烟尚未散尽，《海南日报》的前身《新海南
报》就已诞生。从最初只有两个版的黑白报纸到
现在日常出版16版全彩报纸，从新华南路的两层
小楼到金盘路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
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海南成长的记录者、见证者。
在《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通过这个宣传
片，衷心祝福海南日报70岁生日快乐！

扫二维码看纪念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宣
传片《年轮》。

扫二维码
看 手 绘 长 卷
《70 年有声日
记绘本》。

创意有声条漫

《70年有声日记绘本》

创意条漫
《70 年有声日
记绘本》将手
绘、视频、音乐、
动效融为一体，
打开这本日记，
你仿佛在时光

里穿梭。每一篇日记，都在见证海南脚踏实地
的奋斗之路，记录海南如何成长为令世界瞩目
的自贸港。这本珍藏信念与汗水的“海南日记”，
凝结了无数人对海南的奉献。时至今日，这本
日记已整整记录了70年，海南日报新媒体创意
工坊推出手绘长卷，献礼海南日报70岁生日。

互动游戏

《今天的头版你来定》

如果有机会成为一名报纸编辑，你最想做
什么事情呢？是精心挑选自己认为重要的稿件
还是让版面设计有你的style？为庆祝海南日
报创刊70周年，为感谢读者们一路相伴，海南
日报创意工坊特别推出互动类小游戏《今天的
头版你来定》，玩家按要求选取稿件和图片，编
辑完成组版可获得一张水果卡，只要集齐5张
水果卡片便可一起瓜分7万元大奖！

扫二维码参与互动游戏。

视频

《谢谢你，报过我》
这是一个重访被报道者

的视频，所有人的讲述都让
人动容，一句句朴实真挚的
话语，串联起《海南日报》一
篇篇感人肺腑的报道，以及
背后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
故事。他们曾遭逢困境、他
们曾迷茫踯躅、他们曾面临
生离死别……一次采访、一
篇报道，一份报纸，记录了他们的人生，甚至改
变了他们的命运。当《海南日报》70岁生日来
临，他们带上满满的谢意和诚挚祝福，道一句：

“海南日报，祝你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扫二维码
看视频《谢谢
你，报过我》。

抖音

《礼物》
海南日报新媒体部策划

的抖音视频《礼物》，由部门
编辑出镜表演，一人分饰两
角，情节幽默有趣，传播效果
好。脚本通过讲述主人公选
择礼物的烦恼，到最后用亲
手制作的创意动画献礼《海
南日报》，送上真挚祝福。

扫二维码
看抖音视频
《礼物》。

《说好的去假日海
滩，怎么说变就
变？原来老爸另有
打算》

通过漫画和实景
结合的方式，讲述一
对父女“五一”游览海
南临高角解放公园，
了解海南岛战役历
史，了解与海南岛战
役同一时期诞生的

《新海南报》（《海南日
报》前身）的故事。

《21年磨一剑，南
海网要搞事情，5
月7日见！》

回 顾 南 海 网 21
年发展历程，介绍南
海网取得的成就。创
网 21 年犹如破茧成
蝶，21年后的今天，南
海网又将迎来一次脱
胎换骨的蝶变。

新海南客户端创意新媒体产品

新海南客户端
是省级融媒体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省级融媒的移动
发布平台，是海南
自贸港在移动互联
网上发声的“主阵
地”……

内容特色足
面向全球传播海南

新海南客户端1.0版推出《自贸
港》《海南号》《生活+》《找工作》《漫新
闻》等各种频道、栏目近50个，将为用
户提供“新闻+政务+服务”的全方位
综合服务。

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面
向全球汇智聚力助推海南自贸港建
设。新海南客户端开设《自贸港》频
道，全面、深入报道海南自贸港建设

进程、动态、成就，向全球发布传播
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项目招商、
投资环境、就业环境等信息，吸引全
球资本、项目、人才到海南来。平台
运营方还将在国内及国际主要自贸
区、自贸港设立办事处或记者站，结
合国内外专家团队，深度研究全球
自贸港和海南自贸港，汇智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依托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多语种
发布海南自贸港最新资讯。新海南
客户端目前已开发中、英、俄文界面，
营造纯外文环境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面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海南故事。
打造融媒体聚合平台、搭建融媒

体生态平台。新海南客户端可供全
省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全部接入，
实现媒体融合传播平台的互联互
通。同时，全省媒体、政府机构可在
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新闻资讯。

独家打造网络问政平台，搭建海
南政务服务桥梁。新海南客户端开
设《问政》频道，并在频道中开设《找
领导》《直通12345》《政务服务》等栏
目，提供政务服务，为群众答疑解惑、
排忧解难。

除此之外，新海南客户端还开设
专门的市县频道，搭建县级融媒体延
展传播渠道；利用新技术，打造优质
视频“视界”；开发个人用户平台，丰
富内容生态，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彩、
有趣好玩、生活化、接地气的内容。

技术功能多
优质内容精准匹配

信息爆炸时代，您是否常因垃圾
信息、无效信息轰炸式来袭而烦恼？
您是否想要更高效、更精准地浏览信
息、与外界沟通？新海南要做一个

“更懂你的新闻客户端”。
新海南客户端坚持内容为王、移

动优先，做大做强移动传播平台，努
力打造更多高质量融媒产品；加强思
路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话语体
系、体制机制创新，加强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推进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实
现从“相加”迈向“相融”，努力向全程
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
迈进，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
深远。

本着用户至上原则，新海南客户
端利用先进技术，实现基于算法的智
能推荐。平台通过用户主动订阅、用
户画像、用户行为数据挖掘分析、智
能算法、标签聚合、内容主题语义分
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
匹配用户的兴趣，把用户可能感兴趣
的内容个性化精准分发，实现“千人
千面”的展示效果。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努力实现内容和技术创新，特色突出，功能丰富

“新海南”就是不寻常■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黄婷

5 月 7 日上线
试运行的新海南客
户端，甫一诞生便
肩负着重要使命
——服务好海南自
贸港建设，传播好
海南自贸港声音，
注定了这是一个努
力实现内容架构和
技术支撑创新的平
台，是一个不寻常
的新闻客户端。

新
海
南
客
户
端
界
面
截
图。

扫二维码下载
新海南客户端。

庆祝《海南日报》创刊70周年
新媒体创意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