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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质疑”未影响百度百家号发展

推出两大计划赋能优秀创造者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上周三，百度召开一年一度的百家

号内容创造者盛典，会上公布一系列扶

持优秀内容创造者计划。 然而在百家号

盛典召开之前的一天，有自媒体发文公

开指出百度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占

比过高的情况。 面对质疑，百度第一时

间发出说明回应，百家号方面也表示事

件并没有影响百家号2019年的发展计

划。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则表

示，质疑声音的出现和百家号发展并不

存在着对立，内容真实和流量扶持不能

算是“鱼与熊掌”。

百家号盛典“晒”成绩单

在1月23日举行的2019百家号创作

者盛典上，百度百家号总经理阮瑜“晒”

出平台成绩：目前百家号信息流日均推

荐量已达150亿，日均用户数1.6亿，超过

190万内容创作者入驻平台。 在过去一

年时间，百家号还先后与新华社、人民

日报、北京日报等权威媒体达成战略合

作。 在政务方面，与国资委、交通运输

部、生态环境部、教育部等中央政府机

构达成深度合作，合作媒体账号超2600

家。 平台政务号入驻覆盖了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等地方政府。 这些成为拢聚

190万创作者的重要力量。

百家号也一直在打磨独有的“软实

力”，推出AI媒计划、内容区块链、垂类扶

持计划等举措助力内容创作机构、 媒体

和个人创作者。当天盛典活动上，百家号

还宣布推出金芒计划、鲲鹏计划。金芒计

划投入上亿资金、流量的扶持，挖掘1000

位内容创作新势力。鲲鹏计划聚焦产经，

以“汇聚公信力， 寻找中国最佳产经报

道”为目标，支持财经类创作者。

新榜创始人兼CEO徐达内接受记

者采访时认为，百度内容生态战略开拓

了新的内容赛道，在头部流量产品中杀

出了重围。

被指拖累百度搜索内容质量

然而在此次活动举办前却出现了

一段“插曲”：1月22日晚，一篇名为《搜

索引擎百度已死》 的文章在朋友圈刷

屏。 文章指出百度搜索结果一半以上都

指向百度百家号为首的百度产品，并称

这种情况导致百度搜索结果的内容质

量大幅下滑。 对此，百度方面在1月23日

早上作出回应，表示百家号是提升百度

App内容生态体验的一个重要举措，可

以优化用户使用百度App搜索时遇到的

页面访问速度慢、排版差异大等浏览体

验问题。

记者从一个科技行业讨论群上看

到，一位科技行业公关人士发出的截图

显示，他在百度主页上搜索“春晚”关键

词，内容显示多个百家号信息。 随后，一

名百度相关人士在该群同样发出搜索

“春晚”关键词的截图，则显示出多个关

于“央广网”“国际在线”等知名媒体平

台的内容。 该相关人士称，在百度主页

的“资讯”栏目上搜索，会呈现丰富的用

户所需内容。

风波无碍平台发展规划

“百家号内容风波” 乍起之时， 已

引发一众“吃瓜群众” 关注。 随即举

行的百家号盛典， 透露了平台最新动

作。 对于这场隔空“对台戏”， 各方看

法各异。

记者在微信朋友圈以及有关《搜索

引擎百度已死》 一文的评论内容看到，

有百度用户认为，百度在“最直接”的搜

索页面上推送百家号内容，这样做有失

公允且影响搜索平台提供的内容质量。

也有用户表示，百度搜索对百家号内容

倾斜与其平台搜索内容的品质如何并

无冲突。

广州科技自媒体兼雷科技负责人

罗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搜索引擎

百度已死”这一说法并不尊重事实，“只

因百度新闻搜索结果出现一些百家号

内容，就断定百度成为百家号站内搜索

引擎，显示是站不住脚的。 ”广州财经自

媒体“犀利财经”运营负责人林杰克

（化

名 ）

向记者透露，最近百家号在资源倾

斜的过程中对自媒体从业者帮助很大，

“早前参与了百家号为自媒体做的推广

活动，半个月内涨粉 2 万多人，在微信

公众号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百家号对

‘自媒体新人’ 来说， 是不错的突围机

会。 ”

而在若比邻策划总监雷明看来，术

业有专攻，“看短视频我会关注抖音，社

交应用会选择微信，当需要搜索时我还

是选择百度， 只要搜索内容真实可靠，

并不影响我继续使用百度搜索。 ”

百家号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则表示， 近期的舆论风波不会影响

百家号在 2019 年的发展规划。 阮瑜称

百家号在业内“审核最严”， 百度副总

裁沈抖则表示“问心无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卢云龙 ）

“数字化降低了整个行业的成本，同时也成

为实现普惠和公平的核心手段。 这也是京

东数科的定位。”京东数字科技CEO陈生强

日前第二次受邀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

年会

（以下简称“达沃斯论坛 ”）

，在参加以

“日常生活中如何治理数据”为主题的主论

坛讨论时，他发表了上述观点，并通过京东

数字科技“数字资产化、资产数字化、产业

数字化”三大业务模式及案例，向到场嘉宾

阐释了数字化在金融和实体经济领域的应

用价值。

在诠释数字化在降低行业成本、 助力

实现普惠和公平等方面的价值时， 陈生强

详细介绍了京东数字科技的三大业务模式

和案例。 陈生强说，“我们的业务可以用三

个词来总结，数字资产化，资产数字化，产

业数字化”。

所谓数字资产化， 是利用电商产业链

的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去建立风险管

理的模型， 让更多有需要的中小企业和个

人能够获得贷款。“传统金融机构以前做的

服务更集中在高收益、大规模的头部客群，

但通过数字化手段， 我们可以让更多拥有

合理需求的个人或中小企业， 以更公平合

理的价格获取他们所需要的金融服务。“陈

生强说。

比如，京东数字科技推出的白条，通过

风险模型评估体系对数据进行有效提炼，

为很多的90后提供了人生第一笔授信，切

入了传统金融不便触及或者触达成本较高

的较低收入群体， 帮助他们发掘和变现信

用价值， 让他们能平等地享受消费金融服

务。

京东数字科技所做的资产数字化，是

利用数据和技术对资产进行穿透洞察，建

立起对资产风险进行识别并分级的能力。

这种能力能够帮助金融机构降低资本市场

的交易成本， 提高风险识别效率。 比如，

FIQS

（固定收益基本面量化分析系统）

能帮

助机构投资者更好地评估并跟踪企业主体

信用水平， 同时可以全流程管理投资组合

收益、波动率情况及潜在风险。

通过数字资产化和资产数字化，将自身

的核心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京东数字

科技为使金融服务能更高效地服务于实体产

业，拓展了业务边界，开始做产业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对实体产业的整个经

营流程进行数字化升级。 一方面可以助力

实体产业自身实现降本增效和模式升级，

另一方面可以让金融和产业更好的结合。

“陈生强认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上周，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了一系

列关于 2018 年 IT 行业数据分析

内容。数据显示，2018 年 IT 互联网

行业的销售岗位需求增长是 2017

年的近两倍，体现商业变现压力的

增大。 除了销售岗位数量的变化，

营销工作也体现出相应趋势。脉脉

数据 研 究 院 与 蓝 色 光 标 集 团

BlueMC 联合发布的《2019 中国营

销人洞察报告》显示，在营销发展

趋势的判断上，有近七成营销人认

为，流量营销向价值营销的转变是

大势所趋。 2019 年，在经济大环境

的影响下，务实、结果导向、注重实

际转化成为营销工作的主要基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雅量科技集团日前发布首款电子

标价签产品———云价签。 据介绍，

目前该系列雅量云价签已经获得

了 1 项发明和 8 项外观专利， 为

顺利量产奠定了良好的知识产权

和坚实的技术基础。 雅量云价签

将于 2019 年 3 月实行量产， 预计

4 月每天出货达 8000 个， 月均产

量达 24 万。 发布会现场， 雅量与

来自全国的 20 多家行业企业达成

战略合作并当场签约， 成交金额

逾 1000 多万元， 2019 年销售额预

期 1 个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日

前，由深圳市公安局和腾讯公司微

光行动联合团队主办的微光行动

暨警企合作构建绿色生命通道发

布会召开。 据介绍，微光行动是由

腾讯公司发起，并与深圳网警携手

合作搭建的一个救助自杀人群的

绿色生命通道。 据悉，QQ 平台已

上线了疏导帮助页面。 用户在 QQ

上搜索“自杀”“自残”等词语时，会

出现完整的帮助信息，包括专业心

理咨询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

干预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自我调

节改善心情的方式等。

百家号新推举措

京东数字科技CEO陈生强出席达沃斯论坛

首次详释三大业务模式

IT行业销售岗位激增

雅量科技公司发布首款智能云价签

腾讯上线救助自杀人群绿色生命通道

金芒计划

投入上亿资金、 流量的

扶持， 挖掘 1000 位内容创作

新势力。

鲲鹏计划

聚焦产经，以“汇聚公信

力， 寻找中国最佳产经报道”

为目标，支持财经类创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