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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筆者希望各位讀者試想一下，一位客人來了你家作客，一
進門先是讚賞你的家裝潢美輪美奐以及擺設井井有條，但在晚飯開
始前，就對你的廚藝說三道四，然後更威嚇做菜的方式如果不按照

他的意思去辦，可能會影響大家日後來往，你會怎想呢？
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就是上文提及的這樣一位客人。最近他發表言論抹黑「一國

兩制」，甚至詆毀特區政府依法取締「民族黨」等等。但筆者上網查看，發現唐偉康
原來2016年上任之初公開演講曾表示「『一國兩制』是十分成功的方程式，是香港成
功基石」云云，即使當時被問及關於支持「港獨」，都堅持「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但自去年爆發中美貿易戰後，香港這個「一國兩制」對外完全開放的城市，就再
一次成為美國打擊的對象。
所以當日聲稱支持「一國兩制」、反對「港獨」主張的唐偉康就「今日的我推翻

昨日的我」，居然將取締「香港民族黨」、《金融時報》的外國編輯不獲續簽工作
簽證，說成「一國兩制」下的倒退。筆者認為以「港獨」這一違憲更有違內地香港
情誼的舉動，一個主權國家如果連取締這些違憲組織的能力都沒有，還要被外國列
強說三道四，難道我們還是上世紀初那個落後挨打的中國嗎？
無論是任何國家，作為一個派駐在外的領事，理應嚴格遵守《維也納領事關係公

約》以及其他國際法規定的行為準則。而在港府面對早前一宗泯滅人性的謀殺案
後，重新檢視及修訂《逃犯條例》，根本就是理所應當，也是彰顯正義的，但唐偉
康都試圖以威嚇的方式去影響修例。筆者完全看不出這次的修例會如何影響美國與
香港的雙邊協議，因為當中既不涉及商業罪案，更不涉及政治犯罪。既然也很難說
出個「道理」，唯有「莫須有」罷了。

穆家駿 中學老師

「學獨聯」骨幹何俊謙聯同理大時任學生會會長林穎恒等4名理
大學生，去年10月暴力衝擊理大學校辦事處。學生紀律委員會召開
聆訊後，4名涉事學生分別被勒令退學、停學或需履行社會服務

令。有關學生行為涉及以違法暴力行徑威脅教職員，以粗言穢語辱罵老師，甚至採
取暴力惡意禁錮，校方僅於學生紀律委員會的層面處理而非報警求助，已經在給予
學生改過自新的空間、向學生傳達暴力行徑零容忍訊息這二者之間作出平衡，不
過，反對派政黨及部分學生組織居然對該些學生的暴力行徑視而不見，聯手向理大
施壓，向公眾傳達縱容暴力的錯誤訊息，實在不知所謂！

事實上，涉事學生以違法暴力行徑威脅教職員，以粗言穢語辱罵老師，甚至採取
暴力惡意禁錮等行為，如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政府的地方發生，也足以報警處理甚
或被送官究治。當中包括這些學生所言的所謂爭取民主及自由等事宜，也不能作為
為上述行為開脫的藉口。事實上，這些學生其實在年紀上已經成年，也作為高等學
府的學生，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應有責任本已理所當然。不過尤為讓人憤怒的，是
他們至今仍不知悔改，甚或有為其聲援者仍膽敢指出，即使犯非禮者也只是延頒
學位。撫心自問，能以「犯非禮者也只是延頒學位」言論為是次涉事學生開脫罪
責的人，也確實厚顏無恥！
事實上，過去一些高等學府對此等只佔少數的違規學生所作出的縱容，已經養成

某些人士認為對自己的寬容實屬必然，也從來不會反省自己的行為是何等過分。尤
為可笑者，乃有學生代表指出，過往被「踢出校」者必然犯上刑事罪行，他們又有
否想過，學校並沒有報警處理，以免學生有刑事案底隨身，已經是放過他們一馬，
給予改過自新空間了？為了一時意氣無理糾纏，最終所害是誰，又有想過嗎？

或許稚子無知，因為只要看看他們背後所大力支持者，原來又是該20多個反
對派的議員及相關團體，而且又是如出一轍的衝擊之後，便知道這少數學生的
暴力行徑，全是反對派幕後鼓動及操縱所至。不過無論如何，學校面對如此衝
擊也不應手軟，給以適當懲處，除了作為教育者的應有之義，其實也有助社會
的撥亂反正。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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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通訊社特色的融合發展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站在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深入分析了全媒體時

代的機遇和挑戰，科學回答了媒體融合發展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刻闡述了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的根本任務、努力方向和工作重點，提出

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新要求，充分體現了總書記對信息化發展大勢和媒體變革趨勢的深刻洞察，把我們黨對媒體融合發

展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為新形勢下推進媒體融合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蔡名照 新華通訊社社長

近年來，新華社圍繞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們提出的建設
國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奮鬥目標，聚焦通訊社主
業推動融合發展，以供稿線路改革為核心，全面提升服
務各類媒體水平，積極探索具有通訊社特色的融合發展
之路。經過幾年努力，初步形成了新型世界性通訊社的
架構，站在了國內外媒體創新的前沿。
——建立了一體化指揮體系。組建統籌組織指揮全社

融合報道的全媒報道平台，構建了從採集端、編輯端到
播發端的全媒體傳播鏈條，形成了集約高效的優質內容
生產體系，推出一大批在傳統媒體產生「鎮版之勢」、
在新興媒體產生「刷屏之效」的報道力作。拳頭產品
「新華全媒頭條」專欄2018年發稿367組，平均被
243家媒體採用，在客戶端和微博平台總瀏覽量超過10
億次，有力唱響了網上主旋律。
——打造了智能化生產平台。建立「現場雲」新聞直

播平台，聚合新華社和國內媒體直播資源，實現全流程
在線採集、加工、傳播，目前已有3,100多家媒體入

駐，日均直播近400場；推出機器生產視頻、人機
一體協作的智能化系統「媒體大腦」，實現短

視頻產品大規模自動化生產，廣泛應用
於重大報道；推出全球首個人工

智能合成主播，引領媒體
人工智能發展潮

流，走

在世界媒體前列。
——構建了全媒化業務佈局。對供稿線路進行全媒化

改造，實現融合產品生產常態化、系統化、規模化，構
建起以全媒體供稿線路為主體，以網站、客戶端、社交
平台等終端為渠道的傳播矩陣，覆蓋全球一半以上人
口。目前在全世界共有各類媒體機構用戶5,500多家，
覆蓋國內全部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海外用戶遍佈205
個國家和地區。海外社交媒體賬號集群總粉絲量超過1
億，位居世界主流媒體最前列。
——形成了網絡化技術體系。實現傳統通訊社技術體

系向基於互聯網的現代傳播技術體系轉變，技術建設服
務和引領業務建設的能力水平顯著提升，推出全媒體採
編發、全媒體供稿、全媒體業務管理監控、信息化辦公
協同等四大技術平台，成立新華智雲技術公司，創辦
「媒體創意工場」，形成一批自主創新技術成果，為融
合發展提供了先進技術支持。
——培養了現代化採編隊伍。加大全媒型、複合型人

才培養力度，經過大規模培訓，全社掌握融媒體報道技能
的採編人員超過2,000人，佔採編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一。
重大報道中，全媒體採編團隊協同作戰已經成為常態，
傳統的按報道形式分割的人力佈局正在走向深度融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
「縱深」意味着不僅要深入網上，更要佔領網上，真正
成為主流，牢牢掌握網上輿論主導權。因此，在推動融
合發展過程中，要更加注重品牌優勢，更加注重原創能
力，更加注重思想厚度，更加注重互動傳播，更加注重
技術支撐，真正成為具有強大影響力、競爭力的新型主
流媒體，讓網上的正能量更強勁、主旋律更高昂。

通訊社是「媒體的媒體」，新華社的融合發展只有走
在媒體前列，才能更好地服務國內外媒體。我們將深入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堅持穩中求進，踐行
守正創新，推動信息內容、技術應用、平台終端、管理
手段共融互通，全面推進深度融合，加快建設國際一流
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

一、以內容創新為根本壯大主流輿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推動媒體融合發展，使主
流媒體具有強大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形成網上網下同心圓，使全體人民在理
想信念、價值理念、

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推動媒體融合發展，根本
任務在於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
鬥的共同思想基礎。要按照「正能量是總要求、管得住
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要求，以內容創新為
本，推進新聞信息生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新華社
遍佈全球的採集網絡優勢，完善全媒體、多語種產品生
產加工體系，不斷豐富新聞信息供給，持續推出更多高
質量原創內容，切實增強主流思想輿論的引領力、凝聚
力、感召力，唱響時代最強音。

二、以體制機制改革為突破推動深度融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

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這個重大論斷是
對媒體變革最新趨勢的精闢概括。全程媒體、全息媒
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背後是新聞傳播全流程、全
鏈條的深刻革命。推動媒體融合發展，不能局限於簡單
的相加，也不能滿足於單個產品的創新，必須按照一體
化發展的要求來謀劃部署，對組織體制、運行機制、人
力佈局等進行全方位升級改造，否則就很難突破深度融
合這個關口。要完善適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在新華
社全媒報道平台基礎上組建全媒編輯中心，承擔全社融
合報道組織指揮、創意策劃、統籌協調、考核評估等職
能，建設海外全媒體編輯中心，推動各編輯部、各分社
增強融合報道能力，形成一體發展、深度融合的業務佈
局，加快從相加階段走向相融階段。

三、以人工智能為重點重塑生產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探索將人工智能運用在新聞採

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
力。實踐告訴我們，人工智能把採編人員從簡單勞動中
解放出來，更多從事思想性、創意性智力勞動，是一場
重塑新聞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要利用新華社在媒體人
工智能領域取得的優勢，按照智能化要求對新聞生產方
式進行全方位改造，通過建設現代化分社實現新聞產品
源頭端全媒體採集，通過建設智能化編輯部實現生產效
率的大幅提升，推動人工智能在新聞報道全流程應用，
努力搶佔媒體變革制高點。

四、以先進技術為引領加快業務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

講話中，對運用新技術加快融合發展步伐提出明確要
求。隨着媒體融合發展不斷深入，技術已經成為媒體的
核心競爭力。要把技術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動
技術建設與業務建設深度融合，升級基於互聯網的全媒
體一體化技術平台，組建整合全社新聞信息資源的大數
據中心，建設技術先進、功能實用的智能化業務大廈，
加快應用型新媒體技術研發，為採編人員配備一流技術
裝備，以先進技術引領業務創新。

五、以移動終端為優先做強傳播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移動優先策略，讓主流媒

體借助移動傳播，牢牢佔據輿論引導、思想引領、文化
傳承、服務人民的傳播制高點。當前，移動互聯網已成
為信息傳播主渠道，受眾向移動端轉移的趨勢越來越明
顯。人在哪裡，宣傳思想工作的重點就在哪裡。要堅持
移動優先策略，抓住5G發展機遇，搶佔「萬物皆媒」
高地，積極探索新的新聞業態，構建面向各類媒體、突
出移動優先的全媒體供稿體系，推出面向縣級融媒體中
心的供稿線路，加快新華網、新華社客戶端、「現場
雲」直播平台、國內外社交媒體賬號等迭代更新，打造
特色鮮明、差異發展的移動傳播矩陣，不斷擴大在移動
終端的影響力。

六、以增強「四力」為抓手打造一流隊伍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

關鍵是要有一幹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求實創新、能打
勝仗的一流幹部人才隊伍。要深入開展增強「四力」教
育實踐工作，推動幹部職工提高政治素質、提升理論水
平、轉變工作作風、增強業務本領，不斷掌握新知識、
熟悉新領域、開拓新視野，培養適應新時代宣傳思想工
作需要的綜合履職能力，更好地擔負起黨中央賦予我
們的職責使命。（作者是新華社社長、黨組書
記）
（本文刊發於《中國記者》2019年
第3期。）

近日的新聞報道中，經常會聽到「大灣
區」3個字。隨後的都是「規劃、發展、綱
要」等字眼。初次聽到這些詞彙，我聯想
到改革開放後數十年間聽到的：經濟特

區、沿海城市開放、西部大開發、中部城市群崛起、長三
角經濟帶、環渤海經濟帶、振興東北工業，直至近年提出
的「一帶一路」等。每次聽到中央提出的發展大計時，總
是有一種感覺：這些大規劃、大發展等經濟建設大計，距
離我們都很遠。

但是，如果我們客觀地回過頭來細心地觀察，中國過去
40年所取得的成就，哪一點不是中央有計劃、有步驟、有
系統地開展建設，才取得現在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偉
大成就的結果呢？中央分階段和戰略性地提出的各項規劃
部署，方向只有一個，即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
鬥。
這次中央提出的「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與以往的規

劃，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距離我們很近、與我們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關係到香港現在的經濟深化發展、深刻影
響香港下一代的前途和出路。

「大灣區」，從歷史角度而言，它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
祖籍家鄉，近百年都是來往頻繁之地；從日常生活而言，
它是所有香港市民的飲水和副食品供應之源；從地理角度
而言，它是區內居民的一、兩小時生活圈範圍內；從現實
世界的制度而言，它更是全球獨一無二的「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三種貨幣和三個關稅區」的地域。

大灣區內的城市群，同處一國之內，但有兩種各有特點
和優勢的社會制度；雖然同在一國之內，但分屬三個獨立
的關稅區、流通使用三種不同貨幣，其中以經濟規模巨
大、日漸深刻影響世界經濟的人民幣，極具發展財資市場
優勢、地位日漸提升的趨勢明顯。相比於日本東京和美國
舊金山兩大灣區，潛力更巨大！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闡述

了大灣區的規劃綱要，就是促進區內城市群的信息、
技術、交通、資金、人才的優勢互補、強強結合。經
濟發展的規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優勢互補、
區域分工和對接融合的過程，香港市民尤其是年青一
代，更應以開放的態度，去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更大發
展。

大灣區發展深刻影響香港下一代前途
梁富華

文匯論壇A18

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33月月131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責任編輯：楊生華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

特朗普認為，自己出過《談判的藝術》一書，是個頂級
談判專家，於是為所欲為、誇誇其談為自己挑起的中美貿
易戰下結論，聲稱中國經濟糟糕得很，北京目前急於和美
國達成協定，如果中美協定不利於美國利益，自己不會簽
署。其手下官員也上躥下跳、輪番出陣，自我感覺可以大
獲全勝，國務卿蓬佩奧甚至屢屢發表出格言論，頻頻鬧出
現代笑話。反觀北京不亢不卑、沉着應戰，僅由外交部發
言人作簡短評論，習近平、李克強則穩坐釣魚台運籌帷
幄。
中美貿易戰雖然影響了中國，但不似華爾街出現人心惶

惶，唯恐出現股災。由於萬億資金流入中國，間接導致滬
深股市近期穩步上升。世界頂級投資家認為，股市走向已
經折射出中美貿易戰的未來結果。

滬深股市後勁十足
去年，中國在利用引資結構優化，數量質量都快步上

升。製造業利用外資佔比升至30%，高技術製造業利用外
資則增35%。美國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建超級工廠、德國寶
馬增資30億歐元、英國企業在華新增千家加油站等等，均
顯示跨國公司正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力度。英國、德國、韓
國、日本、美國對華投資分別增長150%、79%、24%、
13%、8%。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漢堡王公司加快進軍

中國。西方跨國企業用他們的實際行動證明，他們不會任
由美國政客擺佈，而錯失千載難逢的投資機遇。
華爾街股票由於奧巴馬時代的人為托高，已經升到和企

業實績不對稱的比例高峰，加上特朗普國內外策略的自
私、盲目和狂躁，導致人心不穩，華爾街已經出現恐慌性
拋售的諸多跡象。反觀中國股市經歷幾起幾落後，已經完
全夯實基石，加上萬億外資湧入，雨過天晴的滬深股市目
前正蓄勢待發。

股災幽靈籠罩美國
華盛頓政客的無休止爭吵，對華爾街股民影響至深。最

新美國媒體調查結果顯示，73%的美國人認為，共和、民
主兩黨的耗能式爭吵對股市有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特朗
普打響中美貿易戰，對蘋果、波音等依靠中國市場盈利的
企業來說，必然引發市值的強烈震盪。華爾街股市雖然下
跌了不少，但仍屬於歷史高位，股民急於出貨套利意識十
分明顯。
特朗普政府意識到中美貿易戰對華爾街股市的影響，加

上民主黨對特朗普動作頻頻，讓華盛頓和投資界變成極度
憂慮。特朗普政府的表現，正讓1929年大股災幽靈重現美
利堅。當年道指一瀉千里，市值損失超過70%，5,000家
銀行倒閉，13萬家企業關門大吉。

股市走向折射中美貿易戰結果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