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不到1%的国土面积、仅占全
国5%的人口数量，创造了高达10万
亿元的经济总量——粤港澳大湾区，
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正全力向富有活力和国际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湾区迈进。

建设一流湾区，需要媒体担当。
5月19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
办，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与澳门
日报社协办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
体峰会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央、粤港
澳台、泛珠地区 8 省区等地的 300
多名嘉宾和媒体代表济济一堂，畅
谈湾区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
讨新时代媒体融合创新的方向与路
径，并签署《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
峰会倡议书》，携手为推动一流湾区
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湾区媒体新担当

粤港澳大湾区到底有多“牛”？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上提供
的一组数据，有力证明了“一流湾
区”的实力：

从经济实力看，香港、澳门服务
业高度发达，服务业占生产总值比
重超过90%，珠三角9市2017年地

区生产总值约10万亿元；
从创新能力看，粤港澳大湾区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40家，国家工
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国
家级创新平台超过200家；

从国际化水平看，香港连续25
年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系，澳门拥有世界公认的开放型贸
易和投资体系，广东在准入、政务、
市场环境等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

从合作发展基础看，港澳是广
东最重要投融资窗口和“走出去”平
台，目前广东共有港澳资企业约 6
万户，占外资企业近六成……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公布，擘画了大湾区未来
的宏伟蓝图，更将湾区内的融合发
展带入了崭新历史阶段。“当前，粤
港澳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发生新的
变化。”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
心教授陈广汉说。

随着湾区融合迈入新的阶段，湾
区媒体彰显出了更有力的担当。南沙
大桥贯通，深中通道提速，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加快形成，新兴产业逐
鹿全球……《规划纲要》公布以来，粤
港澳三地媒体深入湾区建设第一线，
见证着湾区蝶变的坚实步伐。

“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时代的
记录者、社会的推动者，是建设一流
湾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峰会主
办方代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南方日报社社长刘红兵表示，

“共同发起本届峰会，目的是汇聚粤
港澳三地媒体的力量，探讨协同发
展良策，为大湾区建设贡献智慧与
力量。我们倡导广大媒体同仁把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机遇，携起
手来，在推动建设一流湾区方面展
现出更大的媒体担当、实现自身更
大的发展。”

融合创新唱好“同一首歌”

当前，全媒体不断发展，媒体格
局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粤
港澳三地媒体来讲，如何在新形势下
讲好湾区故事，唱好大湾区“同一首
歌”，是亟待探讨的话题。本届峰会
上，三地媒体就“湾区建设与媒体融
合创新”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互相
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凝聚共识，以期
进一步形成合力，与大湾区共成长。

“舞台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这是前来参加峰会的粤港澳媒体的
共同感受。“湾区发展为新闻报道提

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也对如何在
‘一流湾区’建设中体现一流媒体的
担当与作为，提出了更高要求。”香
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姜在忠
在发言中表示。

如何适应新的要求，展现一流
担当、体现一流作为？三地媒体分享
了各自的思路做法。“香港大公文汇
传媒集团将和大家一起自觉承担讲
好大湾区故事的使命和责任，将采
访的触角投向这一新闻富矿，帮助
港人抓住机遇，参与湾区建设。”姜
在忠说。

“无论是说好湾区故事的行动，
还是促成湾区融合的使命，媒体都
大有作为。”澳门日报代总编辑崔志
涛认为，主流媒体应密切跟进大湾
区建设，同时通过舆论平台作用，为
大湾区建设、制度创新作理论探索。

“大湾区建设是粤港澳三地共
同的事业。媒体不仅要做好观察者、
记录者，而且应该成为参与者、推动
者。”刘红兵介绍，近年来，南方报业
以“传媒+”思路积极开拓多元文化
产业，重点布局主题园区、实体产
业、金融投资等新型文化业态，为媒
体以更多方式参与大湾区建设作出
了有益探索。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
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粤
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王珺认
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大湾区建
设发展、助力共建“一带一路”过
程中，有三个方面的支撑不可缺
少。一是加快构建国际科创中
心。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
遇，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
技术的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的产业向高端发展；二是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通过大企业主导和
产业链的深化分工，能够有效提
高产业配套的能力，打造“引进
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支撑

力；三是优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创新和营商环境。全面对接国际
高标准，推进湾区内资质互认、标
准统一、规则对接。

多 措 并 举 支 持 湾 区 建 设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南
方日报社社长刘红兵表示，首届大湾
区媒体峰会将进一步加强粤港澳三
地媒体交流合作，紧紧把握大湾区建
设带来的“媒体机遇”，不断提升“媒
体所能”，充分展现“媒体担当”。

刘红兵认为，建设大湾区使三地
媒体有机会共同打造沟通互鉴、加快
自身融合转型的大舞台。传播载体
与传播渠道的建设、传播手段与传播
方式的创新，使三地能够更加积极、
主动地聚焦大湾区，更加全面、深入
地服务大湾区，携手港澳同行，为建

设一流湾区贡献更多的媒体智慧与
媒体力量。

把握机遇提升“媒体所能”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
姜在忠认为姜在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
仅便利了区内媒体沟通交流仅便利了区内媒体沟通交流，，还密还密
切了同业之间的联系切了同业之间的联系，，使得香港媒使得香港媒
体有更多机会与区内同业交流互体有更多机会与区内同业交流互

鉴鉴。。同时同时，，大湾区内有腾讯大湾区内有腾讯、、华为等华为等
世界级科技巨头世界级科技巨头，，将为香港媒体探将为香港媒体探
索新媒体索新媒体、、融媒体发展提供强大的融媒体发展提供强大的
技术支撑技术支撑。。大湾区内的强大资源和大湾区内的强大资源和
庞大需求庞大需求，，也为香港媒体展示了良也为香港媒体展示了良
好的前景好的前景。。

姜在忠表示姜在忠表示，，将责无旁贷地承将责无旁贷地承
担媒体责任担媒体责任，，做政策与民众之间的做政策与民众之间的

““连心桥连心桥””，，吃透政策精神吃透政策精神，，提升专提升专
业能力业能力，，通过及时的通过及时的、、全面的全面的、、多种多种
形式的报道形式的报道，，推动港人积极参与到推动港人积极参与到
大湾区建设中大湾区建设中。。不惜笔墨不惜笔墨、、篇幅篇幅，，
积极挖掘港澳同胞在湾区建设中积极挖掘港澳同胞在湾区建设中
的新典型的新典型、、新经验新经验、、新做法新做法，，报道好报道好
港 澳 同 胞 参 与 湾 区 建 设 的 奋 斗港 澳 同 胞 参 与 湾 区 建 设 的 奋 斗
故事故事。。

深挖典型讲好湾区故事

澳门日报社代总编辑崔志涛表
示，连月来，澳门社会各界反响热
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
澳门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核
心城市之一，充分说明中央政府高度
重视澳门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发挥优势和作用。澳门应乘势而
上，肩负起时代使命，发挥自身所长，
贡献国家所需，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

崔志涛认为，湾区媒体的产品应
当重视人性化、人文化、民俗化，贴近
民生，题材可亲；媒体要善用人工智
能、VR、5G+4K等新科技，着力打造
智慧媒体，精准分送，资讯可视。总

之，要以更大的共鸣度和感染力，推
动人文交流，达至民心相通，促成“人
文湾区”建设，以文化融通促进大湾
区融合发展。

智能媒体推动民心相通

腾讯网总编辑李方认为，腾讯
超过四分之三的员工都在大湾区
内，大湾区是腾讯走出去的窗口。
未来，腾讯希望通过打造一个汇聚

粤港澳三地社会各界智慧的平台，
共创“湾区家园”的美好前景。

腾讯公司将从科技创新、生活
服务、人才及创业扶持三个方面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是在科技
创新方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成
立AI实验室，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金融科技建设；二是在生活服务
方面，以微信支付为桥梁，建设湾区

“智慧生活圈”。深度参与“数字广
东”建设，力促广东省网上政务服务
能力指数再上台阶；三是在人才及
创业扶持方面。打造“腾讯粤港澳
青年营”，通过腾讯强大的资源、网
络和生态系统助力湾区创业者。

“湾区家园”共创美好前景

快手科技副总裁余敬中认为，短
视频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促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老百姓民心相通、
文化交往的新兴方式。

粤港澳地区的实践表明，借助短
视频平台，人人都可以是新闻生产和
传播者。快手是一个庞大的短视频
平台，通过大量网友的 UGC 短视频
上传，形成了一个体量巨大的短视频
选题库和素材库。此外，快手的产品
算法是普惠逻辑，注重赋能普通网
友。在快手平台上以大湾区相关的
关键词检索，所推荐和曝光的视频绝
大多数都来自普通用户，是普通人工
作和生活的记录与反映。因此，快手
能够联合三地媒体设计、策划精彩选
题，通过线上线下活动联动的形式，
帮助普通人解决社会难题、助力脱贫
攻坚。

普惠逻辑助力文化交往

国家高端智库中山大学粤港澳国家高端智库中山大学粤港澳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传播与设计学传播与设计学
院院长张志安表示院院长张志安表示，，媒体不仅要做媒体不仅要做
好新技术的运用和实践好新技术的运用和实践，，更应在技更应在技
术的基础上做好价值和文化的引术的基础上做好价值和文化的引
领领。。在内容生产上在内容生产上，，应当进一步以应当进一步以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传播平台为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传播平台为
枢纽枢纽，，重构新闻生产流程重构新闻生产流程、、重整组织重整组织
内外资源内外资源、、重塑新闻内容形态重塑新闻内容形态、、重新重新
占领网络平台占领网络平台。。在话语创新上在话语创新上，，针针
对内地和港澳青年群体对内地和港澳青年群体，，主流媒体主流媒体
要从青年群体以要从青年群体以““自我发展自我发展””为诉为诉
求求、、以以““活在当下活在当下””为理念的特点出为理念的特点出
发发，，以发展民生以发展民生、、政策惠民为议程设政策惠民为议程设
置方向置方向。。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人文

湾区湾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建设的历史机遇，，在尊重彼此在尊重彼此
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强化文化理解和交融的强化文化理解和交融的
基础上基础上，，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
供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供重要的桥梁和纽带。。

媒体融合同塑“人文湾区”

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院长
尹鸿表示，近代以来，粤港澳大湾
区的影视文化为中国影视文化提
供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

作品。在新时代，如何借助中国文
化产业、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契
机，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多
元、历史资源丰富、市场化机制完
善的地域优势，助力湾区人文建
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首先应大
力培育体制合理、机制灵活的现代
文化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扎深
根；其次要通过文化产品的影响
力，创造更为丰富的经济社会效
益，使粤港澳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相
互借力；最后，探索产学研相结合、
高校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使粤港澳地区在文化
人才培养模式上走出自己的道路。

湾区影视助力人文培养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召开，吸引了来自粤港澳三地众多媒体机构代表参会，共议协同发展良策。 （组委会供图）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开幕式上嘉宾云集。 （组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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