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中台战略发布
齐鲁新媒体党建智库同步成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崔岩

中台战略，生态赋能。11月26
日，大众报业集团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2020中台战略发布暨齐鲁新
媒体党建智库成立仪式在济南举
行。来自中国晚协、全国主流媒
体、学界、互联网公司等领域嘉宾
会聚一堂，共同探讨媒体融合转
型新路径。

面对传媒新形势、新格局，大
众报业集团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为根本指引，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
80周年重要批示精神，加快实施
“一二三四”融合转型战略，全面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转型。作为大
众报业集团的核心媒体，齐鲁晚报
创刊32年来，坚持深耕山东、贴近
生活、服务大众、引领风尚。近年
来，齐鲁晚报加快转型发展，立足
打造“新型现代智慧传媒”目标，把
主力军向主阵地全面转移，“智媒、
智云、智库”三智矩阵成功布局，

“传媒+N”的智媒生态初见成效，
用户黏性与活跃度日益增强。

截至目前，齐鲁壹点客户端
下载量超过4000万，日均活跃用户
超过80万，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总覆
盖人群超过8000万。技术赋能，壹点

“云高招”“云车展”已成为线上线下
结合的拳头产品；视频优先，壹点
日均生产新闻视频超150条，累计播
放量超过200亿……今年面对疫情
大考，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打造了
四个点击量过亿的融媒爆款产品，
融合转型成果展现出了强大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

现场发布了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中台战略，依托内容中台、数
据中台和技术中台，将进一步提
升齐鲁壹点智能化水平，更好地
为区域和行业治理现代化全面赋
能。三大中台将有效推动内容生
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内容
生产、信息聚合、技术引领能力大
幅提升。壹点9 . 0同时上线推介，
这次版本升级是对齐鲁壹点从内
至外的一次全新构建，更加注重
与用户互动，将多个互动体系打
通，实现了整个互动体系的融合
互通。

11月26日，在山东省委省直
机关工委、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
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档案馆、山
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支持下，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发起成立齐鲁
新媒体党建智库。14位学者受聘
首批齐鲁新媒体党建智库专家。

与会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与济南轨道交通
集团、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新华网
客户端、字节跳动、浪潮集团等合
作伙伴的合作协议签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高
级经济师郭全中博士作“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主旨演讲，并主持
了以“深融·连接·赋能——— 传媒
现代化创新与社会治理路径选
择”为主题的圆桌论坛。新华报业
传媒集团党委委员、扬子晚报总
编辑王文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钱江晚报总
编辑邓崴，大河财立方传媒总经
理张曦，字节跳动媒体合作副总
经理张芸芸等专家分别发表了独
到见解。

作为大众报业集团融合发展
的一个缩影，齐鲁晚报从“一纸风
行”，到“智趋未来”，再到“生态赋
能”，已由单一报纸产品，转变为
多元赋能的智慧化媒体平台。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将以融媒优势
和技术优势，打通新闻宣传和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成为引导
群众、服务群众的区域媒体平台、
社交平台和服务平台。

打造内容中台、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

为生态合作伙伴全面赋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崔岩 时培磊 李静

全国首个媒体内容中台

魏传强介绍说，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的三大中台包括内容
中台、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

其中，内容中台是全国首个
媒体内容中台。“内容中台是基
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核心技术，聚合成智能采
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等系
统，搭建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平
台。”魏传强说，主要包括壹点云
智能创作平台、内容策划运营平
台、视频直播电商平台、党建齐
鲁智慧云平台、新媒体产品运营
平台和内容库平台等。

壹点云智能创作平台，无论是
优秀的PGC作者，还是普通UGC内
容生产者，都可通过壹点智能创作
平台全面赋能。比如辅助创作系
统，能实现为稿件智能生成标题、
标签、摘要和智能配图等功能。

“智能推荐系统可实现稿件精
准推送和个性化传播。智能分发系
统，可以实现将稿件一键分发到
各商业资讯平台，大幅提升传播广
度。”发布会上，魏传强宣布了壹点
云智能创作平台即日起向所有个
人用户免费开放的好消息。

内容策划运营平台，魏传强
以政务宣传为例介绍。今年七一
期间，齐鲁壹点联合省委网信办
和省委党史研究院共同开展了

“红色记忆——— 建党99周年山东网
络主题宣传活动”，上线了齐鲁红
色记忆时空馆，全省近20家党史纪
念馆入驻壹点号，4个多月时间，利
用图文音视频和开屏、轮播图、H5
等形式发布稿件近500篇。

视频直播电商平台包括全
媒全案营销、跨界推广运营、全
类型视频制作、直播带货销售、
平台账号孵化、供应链管理、网
红经济及培训等七大业务板块。
疫情期间，壹点电商平台在为湖
北带货的公益义卖中，位居17家
主流媒体带货量第一名。

除此之外，党建齐鲁智慧云
平台，具体产品与服务包括党建
融媒宣传、党建论坛、党建智库、
党建文创和党建场馆打造，并整
合了党建机器人、党建学习一体
机等智能化设备；新媒体产品运

营平台，依托内容运营团队，为
网站、客户端、微信号、小程序及
新媒体矩阵等产品提供内容运营
服务。内容库平台包含稿件库、图
片库、视频库、音频库四大模块。

依托于传媒大数据
的数据中台

发布会上，魏传强介绍，齐
鲁壹点基于“一切业务数据化，
一切数据业务化”的传媒大数据
运营模式，构建起数据中台。从
功能分类看，数据中台包括了智
能营销平台、智能活动平台、用
户画像平台、壹点智库平台、蛙
眼舆情平台和智慧社区平台。

“智能营销平台可以全面满
足媒体流量端变现需求，广告主
低成本获客需求，用户端价值信
息获取需求。目前该平台已在齐
鲁壹点、济南头条、壹点智慧社
区等多个客户端得到应用，可以
在主流媒体客户端、垂直功能类
客户端、区县融媒体中心等进行
SAAS部署和OEM部署。”

智能活动平台，是针对大型
活动的数据收集、清洗和分析提
供有效解决方案，解决数据流失
的痛点和数据复用等问题。“活
动平台已经为我们的车展、高招
会、相亲会等大型活动提供了有
力支撑。”魏传强介绍。

用户画像平台，则基于行
业、企业客户的数据积累和业务
场景需求，依托壹点数据仓中巨
量用户数据和海量的外部合作
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形成
统一的用户画像系统。用户画像
平台可以为企业、行业客户提供
精准数据分析及运营服务。

对于智库平台，魏传强说，
通过内容、数据和资源的深度融
合，可以快速生产出目标产品。
以壹点“网络传播影响力指数”
(简称INC指数)为例，可持续监
测高校、景区、上市企业和公共
品牌等领域1200多个品测单元
的品牌传播力数据，既可帮企业
通过数据洞察品牌价值，也可为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机构监
测、评价所辖品牌建设情况，提

供重要参考。
“蛙眼舆情平台，是由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自主研发的互联
网信息获取、分析平台，对全网数
据信息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预警
和研判。”魏传强说，依托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公信力、传播力和专
业优势，蛙眼舆情团队还可提供专
业的导控、培训服务，为客户舆情
公关、品牌修复赋能。目前，蛙眼
舆情服务客户超过100家，已成
为省内领先的舆情服务供应商。

智慧社区平台，则是省内首
个媒体主导的集智慧党建、智能安
防、智慧物业、社区全媒、生活服务
于一体的社区生活服务类平台，是
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

提升产品支撑力，
搭建深度融合技术中台

“壹点技术团队在不断提升
产品支撑能力与效率的过程中，
搭建起基于‘传媒+技术’深度融合
的技术中台。”魏传强说，目前技术
中台主要包括新媒体产品研发平
台、智媒AI平台、区块链平台和“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新媒体产品研发平台，可提
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行业融
媒体中心建设，定制APP开发和小
程序、H5等融媒线上产品开发。

智媒AI平台，既包括用户系
统、资讯系统、情报系统、问答系
统、报料系统、评论系统、搜索系
统、视频系统、直播系统、积分体
系，也涵盖了智能采集、智能生
产、智能分发、智能接收、智能反
馈等系统模块，智媒AI平台可以
进行整体或部分输出。

“目前壹点区块链平台主要
包括版权链、文明链(公益链)和
挂失链等。”魏传强解释，版权链
是利用区块链技术为壹点原创稿
件提供版权保护的一套技术解决
方案；文明链(公益链)可以用来记
录公益服务和志愿服务；挂失链则
可以免费为用户提供证件挂失、
公告声明等公证服务。

魏传强说，“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则是针对政务技术性
服务需求，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的
平台。目前，壹点技术团队正在
为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打造一个
市场监管共治平台，实现线上问
答、举报受理、法律援助等功能，
可大幅提升市场监管效率。

11月26日，大众报业集团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0中台战略发布暨齐鲁新媒体党建智库成立仪式在济南举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鑫 张中 摄

更好地为用户赋能，为客户赋能，为区域和行业治理现代化赋
能。11月2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0中台战略发布暨齐鲁新媒体党
建智库成立仪式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常务副总经理、齐鲁壹点传
媒董事长魏传强发布中台战略。

壹点云智能创作平台

内容策划运营平台

视频直播电商平台

党建齐鲁智慧云平台

内容库平台

新媒体产品运营平台

智能营销平台

智能活动平台

用户画像平台

智库平台

智慧社区平台

蛙眼舆情平台

智媒AI平台

新媒体产品研发平台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区块链平台

全国首个媒体内容中台

依托于传媒大数据的数据中台

基于“传媒+技术”深度融合的技术中台

A02 壹读

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于梅君 美编：马秀霞 组版：刘淼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