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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举办的
首届故事节日前正式拉开帷幕，这是音
频领域首个以“故事”为主题的节日。
《故事会》《知音》《ONE·一个》《真实故
事计划》等传统媒体及新媒体均在故事
节上亮相。

喜马拉雅副总裁李兴仁表示，音频
付费市场正呈现出需求多元化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受众开始重视“高质量的精
神陪伴”。

“喜马拉雅将充分发挥音频平台
的优势，满足用户‘听好故事’的需
求。依托喜马拉雅强大的音频制作能
力和付费会员体系，优质的故事生产
平台能够获得可观的营收，音频开发
很可能成为故事生产者的下一个风
口。”李兴仁说。

行业顶级IP竞逐“好故事”

在首届故事节上，超过5000个来
自传统媒体及自媒体的经典故事将以
音频形式再现，其中既包括《故事会》
《知音》这样享誉国内数十年的传统故
事类杂志，也有媒体、非虚构写作领域
公众号、文艺阅读品牌等泛故事类内
容平台，喜马拉雅会员均可畅听。

据喜马拉雅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故事节主打“精品化”定位，从故事的筛
选到内容的制作都有严格的标准。首
先，平台只选择经过时间验证的好故
事，文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
次，单集故事音频的体量相对较短，通
常在10分钟至15分钟内即可听完，而
且随时能听也随时能停，凸显了音频的
陪伴价值。

为让听众有“声”临其境的感受，在
故事有声化的过程中，喜马拉雅并没有
遵循逐字朗读的传统有声读物模式，而
是创新性地加入了新闻原声、背景音、
多人角色扮演等元素，将故事改编成一
部部有声短剧，让纸面上的故事在耳朵
里“复活”。

用故事发现“陪伴”价值

2016年被业界称为“知识付费元
年”。从此，付费音频市场进入快速发
展通道。第三方咨询机构艾媒咨询发
布的《2019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2018年在线音频用户规模突
破4亿户，增速达22.1%。

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在线音频
市场也逐渐呈现出细分化趋势。喜马
拉雅在深入调研用户需求后发现，用户
在收听音频内容时，除了获取知识的需
求外，对“陪伴”的重视程度正不断上
升。相较于视频、画面、文字，音频具有

更明显的“陪伴但不打扰”特点，能使人
们在独处时获得陪伴与抚慰。这也是
喜马拉雅重推“故事”品类的重要原因。

让好故事得到好回报

好故事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这
一点毋庸置疑。但从文字到音频，并
不是仅仅做好传播方式转换就可以
了，如何更好地对短篇、超短篇故事二
次开发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因
此，内容平台需要寻求内容生产和分
发形式上的突围。

“一方面，我们尝试过自己做音
频，但效果并不好。因为音频是一个

‘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没
有足够的人力，量必然上不去；没有足
够的专业人才及设备，质很难保障。
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变
现渠道，只能把音频内容放在自己的
公众号和免费电台上。”一位内容平台
运营者坦言。

喜马拉雅会员付费体系正是解决
这些问题的一剂良方。李兴仁告诉记
者：“从故事筛选、配音团队匹配到音频
生产、包装、发布，喜马拉雅能够把控整
个有声化生产流程，并通过会员体系为
媒体平台提供分成。换句话说，媒体只
需要提供内容，我们来承接内容的所有
制作和出品。”

如今，喜马拉雅已经确立起一套
包含5个维度20条标准的故事筛选机
制，便于平台从海量故事中挑选适合
音频化的故事。在音频内容的录制方
面，喜马拉雅基于自身建立的“喜配
音”平台，可快速匹配大量配音团队，
故事生产者可在试听后选择合适的团
队合作。

喜马拉雅还推动知名主播参与节
目录制。目前，喜马拉雅平台上的加V
认证主播已超过100万名，孵化出了

“有声的紫襟”“小默”等知名有声主播，
其中“有声的紫襟”全年被收听时长高
达6.7亿个小时。主播的加入也将使
故事内容具有更强的号召力与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依托喜马拉雅的会员
体系，好故事、好内容能够得到合理的
市场回报。只要播放量足够大，故事生
产者仅仅通过会员分成就能获得可观
的收入。

对于喜马拉雅来说，故事节仅仅
是一个开始。李兴仁透露，目前喜马
拉雅已经签下了大量经典故事的有声
版权。“基于喜马拉雅在音频内容生产
方面的探索，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吸
纳更多优质故事，让经典故事在新文
创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为用户提供更
高质量的陪伴。”

喜马拉雅首届故事节开幕——

让纸上的故事
在耳朵里“复活”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喜马拉雅认为，在线音频市场正呈现出细分化趋势，音频开发很可能

成为故事生产者的下一个风口。越来越多的受众开始重视“高质量的精

神陪伴”。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有好故事还不够，仅仅将纸上的好故事

简单转换成音频也不行，需要从好故事中筛选出适合改编成音频的产品，

并对它们进行二次开发。因此，内容平台需要寻求内容生产和分发形式

上的突围

2017年9月21日，“复兴号”中国
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时速350
公里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
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也让中国高铁这
张国家“名片”更加亮眼。在这背后，中
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功不可没。

自2015年重组成立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三次视察中国中车并作出重要
指示。中国中车党委坚决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将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作为党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打造中国高铁国
家“名片”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完善机制，加强党对
创新发展的引领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级技师罗昭强受到了总书记的
亲切接见。罗昭强说，总书记对企业技
术创新提出了殷切期望，新时代的产业
工人不仅要埋头苦干，更要学会抬头创
新，让“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
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是国有企业的根
和魂。要实现总书记的期望，必须发挥
好这个独特优势，强根固魂。

为此，中国中车进一步健全企业党
建体制机制，先后将289家企业的党建
工作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完善“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全面
推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落实
党委前置研究程序，修订完善了党委
会、董事会、经理层议事规则和“三重
一大”决策制度，推进党组织发挥作用
组织化、具体化、制度化，探索建立党
委工作部门、群团工作部门列席公司
董事会、运营分析会等制度，拓展党的
工作内嵌到决策、经营等重大环节的
有效途径，确保党组织在重大经营决
策事项特别是创新发展中，发挥前置

把关作用，更好发挥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作用。2019年以来，党委常委
会决策把关“三重一大”事项258项，涉
及党的建设、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经营
管理等多个方面。

机制的完善有力推动了创新发
展。近年来，中国中车持续加强自主创
新，集中力量重点攻关，让“复兴号”奔
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让重载列车技
术在大秦线创造了重载铁路世界纪录，
让城轨地铁形成系列化、多样化、多制
式的产品谱系。他们还成功研制出碳
纤维地铁车辆、新能源有轨电车等新
产品。2019年5月23日，时速600公
里的新一代高速磁浮列车试验车发
布。凭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
通装备产品，中国中车产品已出口到
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自主创新程度高、国
际创新竞争力强、产业带动效应明显
的代表之一。

党管人才，培育创新
型人才队伍

当记者在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看到
张合礼时，着实感到有些讶异——这位
公司的“资深技能专家”，居然是位“85
后”。

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
源。多年来，中国中车始终坚持党管人

才原则，扎实推进核心人才、国际化人
才选拔培养等重点工程，建设具有中车
特色的人才体系。

他们深入实施科学化、数字化、实
用化、全球一体化的人力资本管理体
系，涵盖战略牵引、能力管理、职位管
理、平台支撑、实施管控5大系统，包括
51个子项目；全力推进实施国际化人
才培养工程，拓宽员工职业发展通道，
促进人力资源有效转化为人才资本和
智力资本；建立“两年一选拔、四年一聘
期”的核心人才管理机制，培养出一大
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政府特贴的高
层次人才队伍，200余人荣获詹天佑铁
道科技奖和茅以升铁道工程奖。此外，
中国中车还健全优秀年轻人才培养机
制，推动实施青年员工成长成才“十项
30条”，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和青年人才；积极为青年职业发展

“敞开门”、业绩评价“定标尺”、建功立
业“把住关”，激励青年人才在企业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事业成败，根本在人。为此，中国
中车认真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
的干部选用导向，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
当的干部队伍。按照“对党忠诚、勇于
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
要求，突出政治标准，深入推进竞争性
选拔、阶梯式培养、市场化配置和任期
制管理；严格规范领导干部选任程序，
建立领导力培养机制，强化忠诚意识，

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
新精神，锻造优秀品行，努力培养具有
社会影响力的优秀国有企业家；推动形
成集团党委管理干部全覆盖的聘任制、
任期制、契约化“两制一契”管理模式。

勇担使命，为高铁名
片增光添彩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复兴号高速
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

在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郭锐看
来，“复兴号”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
创造”的代表之一。要让更多中国品牌
成为世界品牌，除了要有好的研发设
计，还需要“工匠精神”。“‘复兴号’动车
组上有50多万个零部件，这意味着我
们要把每一个零部件都干成精品、干成
艺术品。”郭锐说。

中国中车站在铸造国家“名片”的
战略高度，勇担新时代党的建设责任使
命，以新时代高铁先锋工程为主要载
体，坚持“一企业一特色、一支部一品
牌、一党员一面旗”，全面推进党建“九
个一”子工程，全面提升党建的影响力
和创新发展的软实力。

高质量党建正在引领企业创新发
展。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中车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14.5%，利润同比增长
11.7%。目前，中国中车已发展成为全
球规模领先、品种齐全、技术先进的轨
道交通装备供应商，所属企业遍布国内
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全球29
个国家和地区。在两年公布一次的世
界轨道交通装备企业排行榜上，中国中
车销售收入在2016年、2018年位居全
球第一。在2018年、2019年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中车分别位居
385位和359位。

题图 中国中车CA400AF型动车组
驶出调试车间。 （资料图片）

中国中车中国中车：：

党建优势是这样发挥的党建优势是这样发挥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是国有

企业的根和魂。要推动“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必须发挥好这个

独特优势，强根固魂。同时必须认识到，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

资源。因此，企业需要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扎实推进核心人才、国

际化人才选拔培养等重点工程，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1月6日，在江西莱博尔实验室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有条不
紊地加紧生产。该公司位于江西省横峰县，其生产的高新技术装备不仅畅销全国，
而且还出口到世界各地，既有效提振了地方经济，也提供了大批就业岗位。

晏 华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梁 睿 韩 叙

近日，国产特斯拉Model 3首批社
会车主交付仪式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举行。这距离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破土动工，刚好过去1年时间。不仅如
此，1 月 3 日，特斯拉宣布中国制造的
Model 3标准续航升级版降价3.2万元
至32.38万元，再减去中国新能源补贴
2.475 万元后，售价 29.9 万元，下探“击
穿”30万元关口。

随后，特斯拉股价创出新高，1月3
日盘中最高点一度突破 454 美元。按
这一价格计算，特斯拉市值为818.29亿
美元。虽然后来尾盘涨幅有所收窄，但
也有798.5亿美元。这一数字在全球汽
车制造商中仅次于日本丰田和德国大
众，位列第三。

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只有
几十万产销量的特斯拉，市值比产销量
超过200万辆的宝马汽车还要高？

站在汽车产业巨大变局节点上，笔
者以为，资本看好特斯拉的逻辑其实并
不复杂，因为特斯拉在电动化、智能网
联和用户体验三大方面，都代表了汽车
产业的方向。

以用户体验为例，传统汽车公司遵

循的是制造、服务分离原则，将制造和
售后分为两个阶段。汽车公司负责制
造，产品一旦定型销售，性能便不会再
改进；售后服务则委托经销商或社会化
管理。而特斯拉基于对现代交通、通信
条件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通过软件和智能重新定义汽车，产品可
以 像 智 能 手 机 一 样 进 行 系 统 升 级
（OTA），实现性能改进；售后服务则由
特斯拉公司直接管理，从而为用户提供
更好的使用体验。以至于拥有 3 辆特
斯拉的“理想制造”创始人李想，在使用
Model X18 个月、3 万公里之后，在微
博中感慨，“毛病超多，但是每天只愿意
开它”。恐怕这就是独特用户体验带来
的独特魅力。

当然，如果仅有一个美好的概念，
却无畅销的产品和可持续盈利的商业
模式，资本市场也是很难给出如此高估
值的。现在投资者之所以如此看好特
斯拉，还缘于其正在穿越黎明前的最后

“黑暗”，迎来盈利的曙光。
在明星产品Model 3的带领下，特

斯拉全球销量正在快速攀升。特斯拉
公布的最新交车数据显示，2019 年第

四季度，特斯拉产量达到10.5万辆，新
车交付 11.2 万辆。整个 2019 年度，特
斯拉总计交付新车36.75万辆，比2018
年增长50%。特斯拉在2019年售出的
汽车比前两年的总和还要多。

要知道，还在2019年初的时候，特
斯拉就预定了交付 36 万辆至 40 万辆
的目标，而特斯拉在前三个季度仅生
产了 26 万辆电动汽车，向消费者交付
了25.52万辆。因此，很多业内人士都
不认为特斯拉能够完成年度目标，但现
在居然被马斯克完成了，股票岂有不
涨之理。

除了美国市场外，特斯拉在欧洲市
场的表现同样抢眼。2019 年 12 月份，
特斯拉在荷兰的月销量飙升至1.1万辆
以上，荷兰已取代挪威成为特斯拉在欧
洲的最大市场。虽然其销量激增的部
分原因是，该国于2019年年底取消部分
电动汽车补贴措施，消费者试图在补贴
取消之前购买Model 3。然而，Model 3
作为一款明星车型，在荷兰、挪威、英国
等欧洲国家越来越受到欢迎，也是不争
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特斯拉被资本市场做

多，还得益于其在中国市场的良好表现
及强大预期。2019 年 11 月份，特斯拉
在中国新车注册量达到 5597 辆，与上
年同期的393辆相比，激增10多倍，创
下 5 个月来新高。该数字超越了中国
大部分本土企业的电动车销量。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车产销市场，中
国的市场表现对于车企来说尤其重
要。随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光
速”建成、投产和交付，国产特斯拉
Model 3 登上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目
录和免征购置税名单，并在资本寒冬中
获得中国多家银行超过百亿元的低息
贷款，这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与对手的
竞争中加持了更多获胜筹码。显然，这
些信息都为特斯拉在资本市场走强提
供了重要支撑。

面对特斯拉的表现，不少业内人士
表示，随着1月7日正式交付，降价的特
斯拉必然会大幅抢占原来自主品牌能
源汽车的市场份额，中国高端新能源汽
车将面临巨大压力。也有观点认为，特
斯拉的强势入局有利于推动中国加快
打造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激
发自主品牌的活力。

特斯拉为何市值再创新高
杨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