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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媒体形态转变，打造科技媒体智库平台，发挥其在研究内容、传播范围、
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特有优势，是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本文分
析国外科技媒体智库发展趋势，概括科技媒体智库应具备的智能聚合技术、内部知识资源积累、专业
研究人才储备三大要素，对我国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进行了发展路径规划以及机制、人才、资讯库、
平台架构等方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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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的迅猛发展，媒体智库的
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更好地认识新的媒体
时代特征及传播规律，占据现代舆论主战场，提供
决策建议，引导理性思考，是建设及发展更具“思
想工厂”性质的媒体智库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考核
心。

1

究为抓手、以专业成果为独家的“深”有效结合，
形成媒体融合转型的重要价值及核心竞争力 [3]。

2
2.1

国内外媒体智库的发展
国外媒体智库分类及评价
国 外 媒 体 较 早 意 识 到 自 身 的 智 库 属 性。 目

前， 国 外 的 媒 体 智 库 主 要 分 为 3 类： 以 彭 博 社

媒体智库的内涵

（Bloomberg Media Group，美国财经媒体）为代表

智库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影响政府决

的智库型媒体；以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策为研究目标、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社会责任为

Intelligence Unit，依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组建）为

[1]

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媒体智库是以媒体为

代表的运营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以《卫报》移动

主体创办的智库，一方面强调联通及对接思想供求

创新实验室（The Guardian Mobile Innovation Lab，

双方的平台属性，将媒体与智库专家共同生产新闻

由英国《卫报》2015 年所建）为代表的媒体内部

[2]

产品常态化、长效化 ，以满足公众理解新闻信息

研究开发部门 [4]。

深层意义的更高、更为日常的需求，为媒体深耕内

随着媒体转型的推进，国外媒体近年更加注重

容、经营转型、融合发展等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智库建设的投入，发展很快；一些常年关注某垂

另一方面具有媒体独特且灵敏的发现问题、捕捉舆

直领域并掌握该领域具体情况、一手资料、丰富

情、推广宣传、评论政策的能力，从而能将传统新

专家资源和行业数据的媒体更是早早在向智库转

闻理念所追求的一般新闻信息的“快”与以深度研

型的过程中，通过大量专业分析报告、行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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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出获得了营收效益、品牌形象双丰收。整体

性。

来看，国外媒体智库不仅形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

二是大力促进科技与媒体的相互融合。美国

成果，为传统媒体转型提供支持，也为行业整体

《纽约时报》的纽约时报实验室（Nytlab），标榜

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但与专业智库相比，媒体

自己既是科技公司又是媒体公司。其成立之初的主

智库影响力依然较弱。
2.2 我国媒体智库的发展

要责任是研究媒体转型发展的新技术，以讲好新闻

当前我国媒体智库的发展仍旧处于探索阶段，

故事，但随着对技术的关注加深，该实验室不断开
拓经济、科技、医疗、社会等众多领域选题，如在

未形成清晰的类型和路径模式，相关研究也较为

2016 年第四季度以大量精力关注计算机视觉并将

分散。我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始于

其成果应用于奥运会、选举等标杆型新闻报道 [4]，

2015 年 12 月，25 家试点单位中仅新华社一家具有

研究成果被业界认可，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媒体属性；而到次年 5 月，国内宣布成立智库业务

三是深化“媒体 + 智库”的发展路径。美国

部门或整体向智库转型的媒体机构已达 15 家之多，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TTCSP）研

[5]

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在传统主流媒体向媒体

究的智库评价标准包含媒体美誉度，擅长沟通媒体

型智库转型的关键机遇期，以 4 家中央媒体、2 家

与大众的能力，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工具连接政策

地方媒体、4 家市场化媒体和 5 家门户网站为先的

制定者、公众及记者的能力等 [6]。近年，在找准自

媒体机构各自有所侧重，或重调查研究、理论研究，

身发展定位、明晰研究领域专长的基础上，国外高

或重平台属性，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随后，出

端科技智库产出了形式丰富多样的智力产品，如时

现了以广电媒体内部的研究机构为依托而建立的媒

效性较强的简报和快讯等，科技智库产品的传播渠

体智库，以及社会企业和民营网络媒体机构开办的

道也已从各种传统出版物拓展到新兴网络媒体，向

一批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和媒体市场发展为主要

决策者和社会公众输送。

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如腾讯媒体研究院、中广互
联等。

而我国仍缺乏专业的科技媒体智库。我国媒体
智库基本来源于传媒机构内设的市场观察或新产品

总体而言，我国媒体智库发展相对起步较晚，

研发部门，以如下 3 种发展模式为主：一是与决策

但赶上了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这一高速发展时机；

部门联系密切、以内参为主要产品的新华社模式，

中国权威媒体型智库在资源和人才储备等方面更具

如 2012 年转型媒体智库的瞭望智库，是美国宾夕

国际化特点，具有后发优势，且已经迎来以媒体融

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7 全球智库报告》亚洲 90 家

合发展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大背景的新时

顶尖智库之中，中国上榜的 28 家智库中唯一的媒

代。

体智库，排名第 68 位 [7]；二是由期刊理论版进化

3

国内外科技媒体智库发展

为智库研究、成果发布的专业性平台的光明智库模
式，由《光明日报》于 2014 年创办理论周刊《智库》

科技媒体智库是科技型媒体与科技领域专家

版，开全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在其学理探索、会议

共同生产新闻产品，以深度研究为抓手、以专业报

跟踪、成果推荐、专家访谈等六大类内容的积累沉

道为核心竞争力的媒体。国外科技领域媒体智库发

淀基础上于 2017 年成立光明智库；三是致力于数

展趋势有 3 方面。

据智力与精准服务的新型智库，如 2014 年成立的

一是转变传统新闻的生产方式，以深度研究

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在全力打造地方性质的舆情

为核心抓手。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人》杂志下

服务平台之后，从 2017 年开始向数据驱动型智库

属的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转型，运用“传媒 + 数据”的跨界思维，积极整合

EIU），其科技季刊（Technology Quarterly）主要由

各方优势资源 [8]。

以常年关注某垂直领域的科技领域专家、科学家等
智库研究员撰写内容——这些作者掌握该领域的具
体情况和一手资料，所撰写的报告具有极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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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的方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媒体形态由报刊、电视、

·研究与探讨·
出版等传统媒体演变至门户网站、博客、搜索引擎

支撑，即需要构建基于云构架的多功能、智能化的

等互联网媒体，又随着受众消费内容的设备从 PC

科技媒体智库平台的数据库分类标准、框架等，研

端转至移动端，对内容生产方式提出新的需求。据

究面向各级科技管理部门按需取用、按需开发的管

《2018 互联网趋势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

理、使用机制。

联网媒体 / 娱乐使用时长 2018 年 3 月已达平均每

第三，专业研究人才储备是关键。媒体智库由

日 32 亿小时，同比增长 22%，其中移动互联网新

媒体转型而来，使原先从事采编等工作的大量人员

闻使用时长从 2016 年 3 月的平均每日 1.4 亿小时，

转而从事研究分析工作难度较大，需要大量的时间

大幅上升至 2018 年 3 月平均每日 3.52 亿小时，以

积累和其他机制的匹配。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也

技术驱动的智能媒体时代已经来临。

是同理，不管是由科技领域专业媒体作为转型前的

组建媒体智库的关键在于大力发挥媒体智库

主体，还是作为牵头组织来整合一众研究机构、专

的优势，如其特色研究内容、广阔传播范围、强大

家资源，具有科学素养、研究潜力以及沟通能力的

国际影响力等，同时建立能够保障媒体智库良好专

复合型人才都是重中之重。
4.2 科技媒体智库平台建设路径

业性以及商业发展可持续性的特色研究体系与高效
运行保障制度。在智能媒体时代，推动建立与科技

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要重视智库作用，善

传媒地位作用和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媒体智库，打造

于运用智库成果，采取业绩导向、目标管理的考核

科技媒体智库平台，是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进

评估办法，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智库的交流交融，通

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力举措。
4.1 科技媒体智库应具备的要素

过领军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推动其跨越发展。
第一，要解决目前媒体智库建设数量少、规模

目前，我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小、实力弱、布局散、整体水平较低的问题，首先

5.9 亿人，智能移动终端已经是媒体智库的必争之

要正名定位，即将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事项纳入

地。单纯发布研究报告已经没有太大机会，移动互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规划，以便为国家相关扶

联网社群经济以及垂直细分服务时代已经到来，不

持政策所覆盖、统一扶持和管理。

再能仅凭单一信息顺利留住用户。对信息资讯的需

第二，建立健全制度化的传媒决策咨询机制势

求是刚需，对服务的需求更是刚需，做好服务可以

在必行。在通常情况下，各项大的决策都应通过决

增加粘性。

策咨询和第三方科学评估，努力实现决策目标与一

第一，智能聚合技术是创新引擎。通过智能分

线实践需求相统一。

类与推送技术，重铸 PC 端和移动端的智能发布优

第三，以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领军人才的打造

势。利用智能分类技术，对 PC 端专题用户需求进

作为发展的内核动力。科技媒体智库平台应优化内

行深度分析，从而建立智能频道发布、个人定制栏

部人才结构，重点发展兼具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及

目新闻两种渠道，提供个性化新闻定制生产与推送。

新一代信息科技意识和能力的人才，培养政治性、

通过移动客户端，将根据舆情热度和用户阅读习惯

专业性、综合性、实践性、前沿性、国际性都很强

进行匹配的科技资讯，通过头条 + 专题 + 直播的

的领军人才；并加快人才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健全，

传播形式精准推送给用户，充分满足用户追求分享、

以有效机制克服人才的慵懒、消极、不作为等问题，

互动的心理需求，精准地贴近用户的真实情感。积

通过双向用力，强化智库人才建设的内在动力与创

极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聚合新内容，打造深度

造活力。
4.3 科技媒体智库平台的架构思路

报道与专业服务优势，从传统的科技新闻门户型网
站逐步实现向科技智库媒体平台的转型。

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实现服务国家科技创

第二，内部知识资源积累是竞争基础。科技智

新战略的总体定位，需要打造一个针对科技创新领

库存在数据碎片化、使用率低、研究支撑力缺乏等

域的垂直细分 O2O 市场的新闻聚合智能终端，以

问题，其产品定位更多面向行业和企业需求，而科

及专业的全国科技创新服务智库终端，实现网库一

技领域研究报告的形成需要专业数据库提供有力的

体，提升智能分类、智能聚合、智能发布、智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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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深度报道、专业服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第一，通过大数据智能聚合技术，建设中国
科技资讯库，作为科技媒体智库平台的核心。中

平；同时，也打破信息传播单一方向的模式，全面、
准确了解智库产品实施效果，为产品优化调整提供
支撑。

国科技资讯库包含科技部系统、各科字口部门、

第四，建设科技媒体智库平台的人才资源库。

相关经济部门、地方和国际相关组织等科技创新

依托传统媒体优势，加强机制创新、吸收“互联网 +”

政策、成果、资讯等方面信息的梳理，基于云架构，

模式，围绕科技和产业热点领域，构建由一百家高

具有搜索、分析、推送等多种功能，是集科技创

校 / 研究院所、一千个特约研究员 / 撰稿人、一万

新政策数据库、政策解读库、成果库及资讯库为

家科技创新型企业组成的“百千万”科技领域媒体

一体的智能化的科技媒体智库数据库。其内容架

智库线下网络，沉淀领军人才、高端智囊、独立研

构初步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

究人才、新型综合人才等科技媒体智库高端人才资

及《“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涉及的国

源。

家重大专项、面向 2030 年的重点工程与重要计划，

第五，搭建科技媒体智库政策评估平台，建

聚焦中国科技发展最前沿的智能制造、量子通信、

立政策评估机制并深入系统地开展评估，定期跟

新能源汽车等专题，并整合科技领域顶尖媒体、

踪分析政策落实情况，全面、准确了解政策实施

行业网站、专业科技公众号，尤其是科技日报社

效果，深度分析科技政策执行困境的产生机制及

内部报网微端资源，深入分析全球科技与产业发

制约因素，提出现有创新政策体系中存在的空白

展热点及科技部、国家科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地带和亟待完善之处，为政策优化调整提供现实

地方、国内、国外等科技资讯，从科技政策、科

依据；同时也要规范科技创新政策评估过程，灵活、

技动态、科技成果、领军人物、领军企业等方面

高效运用评估结果，以进一步为政府科学决策建

进行海量咨询的智能聚合和智能分类。

言献策。■

第二，构建专业化科技媒体智库产品发布平台
与输出平台。针对普通智库产品缺乏专业传播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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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问题研究专题·
我们相信，在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逐步推进，通过建立良好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搭
建务实有效的合作平台，开辟多种多样的合作渠道，
创新丰富多彩的合作模式，推动文化、体育、卫生、
教育、旅游等领域更多的务实合作项目，各个国家
将以崭新的人文风貌一同实现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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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Bas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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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barriers,

mutual learning rather than conflict, coexistence rather than superiority, and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e,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trust. The "Road of Civilization" is both profound and fascinating.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ivilization level of "The Belt and Road" participation countries in terms of health and educ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participatio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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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Tank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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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ise of the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 form, China has to build a

sci-tech media think-tank platform to expand advantages in research content, communication scop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etc.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erve the national sci-tech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ign sci-tech media think-tank,
summarizes three elements of sci-tech media think-tank, which are intelligent aggregation technology, internal
knowledge resources accumulation and professional research talents reservation, with the suggested paths of how
to develop China's sci-tech media think-tank platform by discussing its planning, mechanism, talents, architecture,
database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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