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的範圍越來越廣，應該利
用這個優勢，將全球華文
媒體團結在一起，搭乘
「一帶一路」列車，講好
中國故事，實現優勢互
補，共創共贏。
他並表示，「一帶一

路」是中國發起的倡議，也是中國根據國家自身
的發展情況和世界的政治經濟情況，由習近平主
席提出來的，非常了不起。而對於如何講好中國
故事，續炳義稱，華人、華僑、華媒是起非常重
要的作用的，可以通過華人、華僑和華媒，帶動
他們的家人和親朋好友一起來講中國故事，傳播
中國聲音。

當前，傳統媒體受到
新媒體衝擊，尤其是信
息時代，海外華媒更應
加強合作交流，共同去
面對新的局面。
以前成為媒體不是件簡

單的事，現在出現新媒
體，一兩個人便可成立一
個媒體，但是新媒體的壯

大，難以保證新聞報道的深度，這都是需要深
思的。

今次到寧夏參加海外華
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對
祖國的飛速發展感到深深
的震撼，尤其是在參觀了
神華寧煤集團後，大家都
感慨在中國西北地區居然
也有如此大規模和高科技
的企業，在此參觀感受，
也為祖國感到自豪。
海外華媒可以在做媒體的同時，將中華民族的

優秀傳統文化、國學、華文教育、文化交流等方
面的資源共享，更好地傳播中華文化。她也希望
未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能夠到歐洲舉
辦，讓更多的華人了解中國夢。

乘「帶路」列車 講中國故事
菲律賓《東盟時報》副社長 續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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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壯大 冀加強合作
英國《歐洲商報》社長 游海龍

為祖國自豪 助推中國夢
意大利僑網高級記者 董燕榮

2017年7月，我們聚首在「塞上江南」美麗寧夏。時逢「一帶
一路」宏圖初現、中華民族和平崛起；全球形勢波瀾起伏、媒體
融合勢不可擋……為炎黃子孫之福澤、為華夏文明之永續、為海
外華媒之發展，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全體成員達成以下共識：

當今世界，文化多元；中華文化，獨樹一幟。我們倡議：全球
華媒，不分彼此，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己任，以弘揚優秀傳統為仔
肩；同傳中國好聲音，共講華夏好故事；詳實報道桑梓成就，全
面展示祖國新貌。

放眼寰宇，西強我弱；話語爭奪，難言強勢。我們希望：全球
華媒，認清形勢，以優質報道樹立公信，以客觀公正贏得口碑；
融入所在國之語境，學習當地媒體語言；解讀中國文化，詮釋文
明精髓，尋求最大範圍、最深程度的理解與認同。

傳媒發展，遭遇挑戰；傳統經營，急需變革。我們呼籲：全球華
媒，攜手齊心，主動迎接挑戰，擁抱新興媒體；改變傳播方式，培
養年輕受眾；合作拓展市場，同心謀劃共贏。

一帶一路，機遇無限；華媒借勢，前途可期。我們認為：全球
華媒，善用國策，借助國家倡議，樹立自身權威；全面報道「一
帶一路」，在攜手沿線國家共贏、展示中國形象的同時，也使之
成為文化互融、文明互通、政治互信、經濟互惠的黃金通道。

美麗寧夏，塞上江南；絲路重鎮，蓄勢待發。我們誠邀：全球
華媒親眼見證寧夏巨變，親筆書寫賀蘭傳奇，用你們的版面和鏡
頭，報道西夏古國發源地的滄桑巨變，展示中國唯一內陸經濟開
放試驗區的建設成就，傳播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無限商機。

讓我們翹首以盼、讓我們戮力同心，共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共譜全球華媒的輝煌明天！

傳播傳播「「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推動推動文化互通文化互通
海外華媒組織年會在銀川舉行 逾百代表共商打造華媒旗艦品牌

20172017年年77月月252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A10-11 ■責任編輯：鄭慧欣、李才瑛 ■版面設計：崔竣明2017 年會 專 輯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7年會全體會議24

日在寧夏銀川舉行。本次年會由寧夏回族自治區

黨委宣傳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海外華文

傳媒合作組織聯合主辦，寧夏報業傳媒集團承

辦，來自全球五大洲近30個國家和地區的69家

海外華文媒體的110名代表出席，規模為歷屆最

大、參會人數亦為歷屆最多。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娟、王岳、王尚勇、

李陽波、肖剛、張仕珍 寧夏銀川報道

世界枸杞看中國，中國枸杞看寧夏。昨
日上午，部分海外華媒代表和參會嘉賓參
觀了中國枸杞館，了解寧夏枸杞產業的發
展情況。
在中國枸杞研發中心，參觀團一行了解

了寧夏枸杞的發展歷史和產業發展概況。
據了解，寧夏枸杞的產業鏈早已延伸到各
個角落，包括枸杞保健食品、枸杞養生飲
品等，甚至還有枸杞版本系列產品的研
發，開創了中國枸杞的1.0時代、2.0時
代、3.0時代和4.0時代。
意大利《世界中國》雜誌社社長胡蘭波
在參觀後表示，寧夏枸杞品質好，但是價
格也不菲，希望未來能夠讓世界更多的人
認識枸杞，吃到枸杞。
參觀團一行還到訪了神華寧煤煤製油項

目部，實地了解寧夏能源化工發展情況。

寧煤煤製油項目世界領先
據介紹，神華寧煤集團400萬噸煤製油

示範項目經過多年努力，於去年12月底正
式產出油品，宣告成功。該項目是基於中
國「缺油、少氣、富煤」的能源結構，保
障中國能源安全，推進國家中長期發展戰
略而實施的國家煤炭深加工示範項目。項
目的成功建成投產，標誌着中國在能源戰
略儲備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也標誌着
中國擁有了煤炭間接液化核心技術和成套
大型工藝技術，裝備製造業集成能力達到
新的水平。
在項目部舉行的座談會上，華媒代表現

場觀看了神華寧煤集團的宣傳片，並與神
華寧煤煤製油化工工程建設指揮部總指揮
蔡力宏進行了互動交流。

華媒代表參觀中國枸杞館

■枸杞研發的工作人員正在揀選枸杞。■海外華媒組織成員代表參觀中國枸杞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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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代表新當選的姜在忠
主席發表講話。

傳播中國故事 推動中外邦交
歐陽曉晴表示，海外華媒不但是中國與世界各國關係最前沿的船頭

「瞭望者」，也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者」，中國好故事的「講述
者」，中外友好交往的「推動者」。這「四者」，可以說是海外華文
傳媒合作組織未來發展的定位，也是對每一位成員的期盼。
歐陽曉晴簡單回顧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立以來所取得的成

績，同時也指出目前存在的問題。歐陽曉晴希望每一位成員，都必
須拿出對自己所從事的媒體行業負責、對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的
態度，堅定立場、樹立信心、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為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恪守真實客觀 融入當地語境
隨後，歐陽曉晴從提升海外華文媒體國際話語權和發展運用新媒

體平台兩個主題，與大家進行了分享。
歐陽曉晴指出，在當今國際傳播格局中，西方發達國家的主流媒

體仍然佔據着主導地位，掌控着話語權。但華媒不需要妄自菲薄、
喪失信心，更應緊抓機遇、有所作為。各成員一方面應恪守真實客
觀，切忌以訛傳訛，堅守華媒報道的公信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
講究時代氣息，重視地域特色，增強華媒報道的實用性和貼近性。
同時要積極融入當地語境，提倡和而不同，提升華媒報道的感染力
和影響力。

融合新舊媒體 革新增強實力
而對於新媒體開發，歐陽曉晴認為，傳統媒體只有順應大趨勢，

主動擁抱新媒體，並用日積月累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去打造屬於自己
的新媒體平台，才能完成鳳凰涅槃、浴火重生。要實現傳統媒體和
新媒體的融合發展，首先要善用公共平台，以內容取勝，擴大覆蓋
面；其次，滿足受眾需求，革新發佈方式，提升影響力；第三，讓
新媒體成為海外華媒拓展經營、增強實力的新抓手。

歐陽曉晴最後表示，過去100多年，無數海外華媒從業者不避艱辛，不計報
酬，成為中華民族對外交往的和平使者。現在，歷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們手中。
大家肩負着對外傳播中國聲音、宏揚中華文化、傳承民族精神、倡導民族復興的
重任，真誠地希望和所有的夥伴一道，通過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這個國際化的
平台，鐵肩擔道義、健筆為家國。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新媒體運營
有限公司總經理程相逢於年會表示，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中科院、
中科聞歌大數據公司，計劃整合海外
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媒體內容資源、創
新傳播渠道，借助新興的大數據、雲
計算、新媒體和人工智能技術，建立
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海外華文媒體
雲傳播平台（以下簡稱華文雲傳播平
台），為全球海外華文傳媒提供大數
據驅動的內容採寫、傳播監測和運營
服務。

融媒體時代大勢已成
華文雲傳播平台將推「一個整合平

台、五大核心服務」，即利用雲計
算、大數據技術構建一個基於互聯網
的雲平台，為全球海外華文媒體提供
內容管理、新媒體傳播平台建設與管
理、整合傳播與營銷、稿件內容採寫
素材、海內外輿情監測等服務，組織

成員可使用平台的所有服務功能。
「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

正深刻改變着信息傳播方式，極大拓
展了受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僅通過報
紙獲取新聞資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
返，傳統媒體向新媒體和融媒體轉型
升級的需求迫在眉睫。」程相逢說，
現已聯合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65
家中英文新媒體平台，如今再攜手海
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共建融媒
體大數據平台，即可實現全球華文融
媒體的一鍵發送和傳播的構想。

創建雲平台 促一鍵傳播

作為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7年會系列活動
之一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合作交流會
昨日上午在銀川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華文媒體
代表圍繞「如何進一步加強版面合作與信息交
流」進行了深入探討。
出席會議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編輯部總

編輯王國辰，首先向參會代表介紹了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海外版相關情況。他指出，自2001年起，香港
《文匯報》先後與海外逾30家媒體合作，除在香港、
內地出版發行外，還同步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法
國、羅馬尼亞、希臘、澳洲、新西蘭、南非、日本、
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國家和地區
出版發行海外版，讀者遍及五大洲。
今年2月，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領導的決策和

相關海外華媒的支持下，《大公報》與泰國、馬來西
亞、印尼的6家華文媒體亦建立版面合作，出版發行6
個海外版。至此，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數量
達到33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通過供版服務，給
海外華文媒體，特別是華文報刊以實實在在的支持。
在世界範圍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精準把握受眾需求點
如今媒體融合發展成為新趨勢，面對新媒體、自媒

體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地搶佔讀者的趨勢下，王國辰
亦希望海外華媒能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一
起，尋求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的新機制、新方法。他
表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希望更精準把握
海外受眾需求點，從新聞內容優化調整入手，強化合
作、提高影響力。同時加強與海外合作媒體的新聞報
道合作，利用成員媒體資源優勢，嘗試和探索建立針

對海外華人用戶的新媒體平台/微信平台。

藉助優勢推「帶路」資訊
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駱南輝發言時表示，自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備受馬來西亞各方
關注，是一個很多人感興趣的熱門話題。大家都想從
報紙上多了解一些有關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信
息，進而從中尋找商機。因此，希望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海外版能借助內地駐站記者優勢，多分享這樣
的資訊。此外，《光華日報》的華人年輕讀者也非常
多，在今後的合作中，亦要多交流一些迎合年輕讀者
的資訊。
印尼《訊報》編務董事吳仲達則在會議上建議，希

望能借助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的優勢，在印尼合作
舉辦一些有關中國最新發展、「一帶一路」建設的圖
片展，一定會受到當地讀者的歡迎。在此次會議上，
與會各方經過深入交流後均表示，今後將依託各自優
勢，在信息共享、媒體融合等方面加強合作，共同講
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文化。

作為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7年會的
承辦單位，《寧夏日報》在本次年會上獲
邀成為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特別觀察
員。《寧夏日報》社長劉衛在當日全體會
議發言時表示，《寧夏日報》成為海外華
文傳媒合作組織特別觀察員，是海外華文
傳媒合作組織的信任，也為《寧夏日報》

進一步開展多方合作搭建了良好平台。
據介紹，《寧夏日報》集團作為寧夏的主

流媒體之一，媒體形式包括報、刊、網、端
等傳播方式。經營業務涵蓋了新聞宣傳、廣
告、印刷、發行、會展等諸多方面。
劉衛指出，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作為

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載體、連接海外
華人的重要橋樑，近年來，在團結和凝聚
海外華文媒體力量，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服務海外華僑華人，營造客觀友善的
國際輿論環境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發
揮了積極作用。近年來，《寧夏日報》在
推進新聞改革、加強媒體融合方面做出了
大量工作，但與海外華文傳媒的同行相
比，仍存在較大差距，這次海外華文媒體
寧夏行活動，提供了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希望能夠加強交流和溝通，共同促進媒體
的成長與進步。

開展多方合作 共促媒體融合
■寧夏日報
報業集團黨
委書記、社
長 劉 衛 講
話。

講好中國故事 完善版面合作

姜在忠接任主席
會議宣佈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接任合

作組織主席一職，並報告了合作組織常務理事改選、合作
組織章程修改、成員媒體增減的決定。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理事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
陽曉晴在會上作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工作報告》，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副總編輯徐曉明向全體會議
宣讀了《銀川宣言》草案，並獲得一致通過。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秘書長沈立炯主持會議。
寧夏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劉衛，寧夏日報報業
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編輯沙新，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
務副理事長、香港衛視國際傳媒集團常務副總裁、綜合台
台長張海勇，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務理事、馬來西亞
《光華日報》董事駱南輝，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務理
事、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
織常務理事、台灣《旺報》社長黃清龍，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常務理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總編輯、
香港《文匯報》助理總編輯王國辰，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
織常務理事、羅馬尼亞歐橋傳媒董事長高進，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常務理事、新西蘭《信報》社長王浩，海外華
文傳媒合作組織常務理事、德國開元網行政總裁周鴻圖，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助理總經理、經管辦主任張錦川等
出席全體會議。

成員壯大至85家
會上，歐陽曉晴理事長作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工
作報告》。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自2009年創立以來，成
員媒體已由成立之初的不到20家發展到目前的85家，聚
合了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方式的傳
媒力量。
歐陽曉晴介紹，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成立後設立海外聯絡
部，並改組合作組織秘書處，繼續組織成員媒體參加各類
型的採訪活動，為大家尋找與中國大陸合作的機會。海外
版的資訊內容也從原來的香港文匯報一張報紙拓展到了大
公、文匯兩張報紙，內容更加豐富多彩，給海外讀者帶去
了嶄新的閱讀體驗。
從去年9月至今，合作組織秘書處已累計組織了30多家

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羅馬尼亞等地的成員媒
體，赴廣東、廣西、浙江等多地交流、參觀、採訪，成員
媒體在積極報道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積極展開全
球合作、實現製造業轉型升級等方面成就的同時，也及時
了解了祖國巨變，見證國家振興。

目標規模破100家
歐陽曉晴表示，今天的中國，已經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
之林，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進。中國夢的
對外傳播、「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不斷深化改革
的進程，不僅是全球媒體的資訊來源，更應該成為華文媒
體報道關注的重點。作為合作組織成員，應該用更加客
觀、公正、專業的態度，向國際社會展示一個豐富真實的
中國。
他並表示，中國需要了解世界，世界更渴望認識中國。
海外華文媒體對於東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差異，應該
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和見解，希望通過透明的信息傳播、公
正的輿論引導、平衡的溝通交流，牽起民心相交、族裔相
融的紐帶和橋樑，推動文化互通，促進中外友好。
歐陽曉晴稱，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的最終目標規模將
突破100家，希望所有成員齊心協力，力爭將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打造成中國最大的海外話語輿論平台、全球最
具影響力的華媒旗艦品牌。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銀川宣言》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務理
事、馬來西亞《光華日報》董事
駱南輝發言。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常務理
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
版總編輯、香港《文匯報》助理
總編輯王國辰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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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助理總經理張錦川（前左）接受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成員、美國新世界時報輔金玲特意為年會揮毫創作的書法作品。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代表參加2017年會。

■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
團新媒體運
營有限公司
總經理程相
逢介紹創建
海外華文媒
體雲傳播平
台的構想。

■海外華文傳
媒合作組織理
事長、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
團副董事長兼
總經理歐陽曉
晴講話。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20172017年會全體會議現場年會全體會議現場。。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代表參加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合作交流會後合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海外版合作交流會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