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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至20日， 湖南日报记者参加
了由中国记协、美国东西方中心组织的第六
届中美记者交流活动， 到了赫芬顿邮报、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华盛顿邮报等一些有名的美国媒体单位学
习交流。美国的新闻广播业很发达，有不少
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其中，美国的新媒体如
何实现赢利，是记者关心的一个话题。

转型也在艰难中
近年来，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对传统媒体冲击很大， 全球同此凉热，都
在加快转型。 转型后的新媒体如何赢利，
美国媒体也在艰难探索中。

9月16日上午， 参加中美记者交流活
动的记者们一行6人， 来到华盛顿邮报。
负责接待的丹妮尔·帕克特去年参加了第
五届中美记者交流活动， 对我们格外热
情， 不仅带我们参观了办公大楼， 组织
座谈的人员也较多， 一共有6位。 这家以
时政报道著称的纸媒， 在大部分报纸瘦
身图存的情况下， 由于受到美国最大的
网店亚马逊的收购， 这几年逆势增长，
投资增加， 发行增加， 记者由500名增加
到600名。 2年前， 该报成立新媒体部，
发展很快， 8月份， 点击量平均每天达到
5450万次， 与上月相比增长16%。 尽管
如此， 新媒体部尚没有实现赢利。 一位

专门负责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拓展
的新媒体部人员坦言， 用户确实增长很
快， 但靠谱的赢利模式还没找到。

尽管如此， 必须大力发展新媒体，
已成共识。 华盛顿邮报是一份办得很不
错的报纸， 一位参加座谈的人员仍说：
“我们的赢利能力也是受到质疑的”， 大
势所趋， 必须加快“向数码转型”。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在3年前设立了
新媒体部， 共有10人。 9月14日， 负责人
向我们介绍了该部门成立以来的情况，
并向我们演示了新媒体项目。 3年了， 这
个广播公司仍旧是传统媒体赢利支持新
媒体的发展。

2008年左右， 美国报业经历了一个
断崖式下跌， 这几年来， 下跌趋势有所
减缓， 记者们的心态也趋平缓， 但艰难
求进的总态势没有变。 9月19日， 中美记
者进行了交流， 中国记者一直想要了解
美国新媒体是如何赢利的。 不少美国记
者笑着摇摇头说：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吗？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曙光已经在前头
向着新媒体疾进，美国的媒体同行们也

找到了一些好的赢利方法，曙光在前，振奋
人心。

赫芬顿邮报开发出一种“新闻＋视频＋
广告”的形式，令人叫好。9月14日上午，在该
单位，接待人员向我们打开一个视频，进行
了演示。网站上出现一条吸引眼球的文字新
闻，受众看到这条新闻后，想要了解现场真
实情况，打开一个与此相关的视频单位就可
以了。看这个视频新闻之前，会有一个30秒
的广告。

这样的广告很走俏，赫芬顿邮报也因此
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几年发展很快，已拥
有14个国际版，目前又在筹备办阿拉伯语版
和澳大利亚版。美国东西方中心新闻项目主
管苏珊·克利费尔斯告诉记者：10年前，谁也
没把赫芬顿邮报当回事；现在，没有谁不把
赫芬顿邮报不当回事。

对受众，赫芬顿邮报走的是全免费的路
子，纽约时报走的则是收费的路子。中美记

者交流活动的中国记者翻译Barbarba� Li订
了纽约时报，她告诉记者：每份3美元，每月即
90美元（订一年可优惠到500多美元），看纽
约时报电子版， 如果你订了纽约时报纸质
版，免费；如果没订，每月9美元。这份报纸可
以说是排在美国报业的第一方阵，电子版订
阅的人不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开发出一种挣钱
的好产品，该媒体历史悠久，因而储备了大
量的音视频资料，新媒体部人员把这些资料
制作成一种叫Flashback的视频， 放到了网
上，谁需要，就付费购买。一位中国记者当即
提出想搜一下尼克松访华的视频报道，新媒
体部从业人员先搜了一下年份，再搜了一下
类别，1分钟之内就调了出来，开始播放。

不管是哪一种赢利方法，有一点都值得
一提：尽量扩大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覆盖
面。拥有足够多的受众，就拥有了广告商。亚
马逊收购华盛顿邮报之后，立即作了战略调
整：由一家区域性报纸迅速转身为全国性报
纸，纸质版发行虽仍在华盛顿等3个州，但内
容主打全国，电子版覆盖全国。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24日发表《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
的历史见证》白皮书。

白皮书约2.2万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
包括九个部分。

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部分，白皮
书指出，1984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将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确定为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新疆各
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下充分行使
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部分，白皮书
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坚持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国家的民
族政策， 努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发展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不断夯实发展基础”部分，白皮书指
出，60年来，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

济快速发展提升了新疆的现代化水平，为自
治区各项事业发展以及各族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改善民生造福各族人民”部分，白皮
书指出，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疆各族人民充分
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2010年以来， 新疆
持续加大民生建设和投入力度，连续6个“民
生建设年” 累计实施重点民生工程项目500
余项， 民生支出占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0%
以上，成为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在“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部分，白皮
书指出，自治区成立以来，新疆始终高度重
视文化建设，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不断满足各族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力保障各族群
众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

在“依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部分，白皮

书指出，自治区成立以来，新疆不断加强法
治建设，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坚决惩治暴力
恐怖犯罪，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实现社会
和谐发展。

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部分，白
皮书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的落实，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实
施，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和对宗教事务的依
法管理， 促进了新疆各宗教的和睦相处。信
教和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公民相
互尊重和理解，新疆各宗教迎来了和谐共处
的新的历史阶段，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

在“发挥兵团特殊作用”部分，白皮书指
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10月，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履行
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职责，实行党政军企合
一、国家计划单列的特殊管理体制。在自己
所辖垦区内， 兵团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法

律、法规，自行管理内部行政、司法事务。截至
2014年，兵团下辖14个师，176个团，辖区面
积7.0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73.29万，占新疆
总人口的11.8%。

在“国家对新疆的支持与帮助”部分，白
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新疆的发展，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支持与
帮助力度。60年来， 国家对新疆的财政补助
合计16918亿元。在不同时期，国家和各兄弟
省区市采取不同方式援建新疆，成为推动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

白皮书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的新疆， 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
口， 是连接亚欧大陆重要的交通枢纽、商
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教和医疗服务中心。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依法治
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略。新
疆各族人民正在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团
结奋斗，再创辉煌。

国新办发表《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白皮书

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

新媒体的赢利之路
———看美国媒体的转型

湖南日报记者 易博文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国有企
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意见》作为《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配套文件，明确了
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总体要求、核心思路、配套措
施，并提出了组织实施的工作要求。

《意见》明确，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
有企业，充分运用整体上市等方式，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
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
本参股。公益类国有企业，加强分类指导，推进具备条件的企
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关于国有企业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印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宣部、 中国记协24日
召开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工作交流研讨会， 要求全国各
省区市今年年内都要建立省一级新闻道德委员会。

新闻道德委员会
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据新华社利雅得9月24日电 24日发生的沙特麦加
穆斯林朝觐踩踏事故已导致至少717人死亡、 800多人
受伤。 另据中国驻吉达总领馆证实， 目前还没有有关中
国朝觐者伤亡的报告。 沙特民防总局发言人说， 当地时
间9时左右， 大批朝觐者从距离麦加数公里的米纳帐篷
城步行向射石驱鬼仪式地杰马拉特进发， 快到目的地
时， 人群发生拥挤和推挤， 最终导致踩踏事故发生。

麦加发生踩踏事故
已确认717人死亡，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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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2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公开发
布，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打通科技创
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最大限度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
创新第一动力的巨大潜能。

方案确定了“到2020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
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主要目标。

方案围绕10个方面提出了32项改革举措143项政策措
施。这10个方面包括：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构建更
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改革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健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构
建统筹协调的创新治理机制， 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
新局面，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生态和推动区域创新改革等。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