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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办公”成功“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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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网站套路何时休

■ 何 珂

近日，有视频网站在“会员抢先看”基础上，推出邀
请好友可以再抢先看最新两集的活动。 这种“会员抢先
看剧另设门槛＋邀请好友助力”的新玩法，引发热议。 不
少网友表示不满，“有会员还要助力， 千年头一回见。 ”
“看个电视剧还做任务，买的 VIP 干嘛用的。 ”同时，也
有网友参加活动以获取最新剧集。

一直以来， 各大视频网站的 VIP 权益都是网友讨
论的焦点。 一些网友抱怨：“我走过最长的路，竟然是套
路。 ”中消协曾列举视频网站的四大套路———看剧要充
值，看最新的剧又得继续充值的超前点播；充了会员依
然免不了中插广告、弹窗广告、暂停广告、前情提要广
告、会员专属广告等；自动续费，消费者很难找到取消入
口；更改协议，悄悄变更了合同条款，却又不通知消费
者。 视频网站的这些操作，让网友开始质疑“会员”的成
色：明明充了值享受“尊贵”服务，没想到还有其他套路
在前方等着。其实，邀请好友助力看剧的这一做法，与超
前点播的性质是相似的， 都是在 VIP 基础上加入新规
则、玩出新花样。

不难发现, 视频网站如今面临不小的盈利压力，高
投入、高风险使得视频内容成本居高不下，很多平台甚
至还在“赔本赚吆喝”。 从财报上看，2021 年第四季度，
腾讯视频的付费会员数为 1.24 亿， 对比第三季度减少
500 万；爱奇艺去年末会员数跌破 1 亿降至 9700 万，同
比下降 5.6%，环比下降 7.4%。 这些数据的背后，或许正
是视频网站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创收的原因所在。为了满
足用户差异化、个性化需求，这些新的销售手段和商业
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此“创新”模式应遵循商业规
则，多尊重用户感受，少一些“套路”。 从长远考量，视频
网站想在现有会员制度上探索营收新路径，内容生产机
制的优化更为重要，例如 Netflix（网飞）作为全球视频平
台的标的，烧钱多年后成功扭亏为盈，其成功背后凭借
的不仅仅是爆火的剧集《鱿鱼游戏》，而是多题材多语种
剧集的积累。

内容为王、以用户为中心，不是光喊喊口号，需要实
际行动去证明。发展遇到困难，理应攻克而不是转嫁；增
长碰到瓶颈，理应向自身挖潜而不是向用户挖钱。毕竟，
质价对等，用户才会为新的商业模式买单。

5G规模化应用“提挡加速”
加快推进 5G 规模化应用，是助力千行百

业数字化转型、 激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的关键举措。 去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九部门印发 《5G 应用 “扬帆” 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重点推进 5G 在工业互联
网、金融、教育、医疗等 15 个行业的应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 “推进 5G 规模
化应用”。 为了更好推进《行动计划 》的落地 ，
加快 5G 规模化应用，全国多地相继出台针对
性政策。

今年 3 月 ，上海市制定印发了 《5G 应用
“海上扬帆 ”行动计划 （2022—2023 年 ）》，明
确提出 2022 年和 2023 年各新增 5G 基站 1
万个 ，到 2023 年年底 ，5G 基站密度将提升至

每平方公里 10 个 ， 每万人拥有基站数将提
升至 28 个 ，80%楼宇实现 5G 室内覆盖 ，5G
个人用户普及率将超过 50%，5G 用户数超过
2100 万 。 上海还将围绕重点领域 ，深度推进
5G 融合应用发展 ，将上海打造成全国重要的
5G 应用创新发展高地 、5G 发展引领区和示
范区 ，逐步形成 5G 应用 “海上扬帆远航 ”的
良好局面 。 湖北省将进一步优化网络基础设
施 。 预计到 2023 年 ， 全省 5G 宏基站数量达
到 10 万个 ， 实现县以上中心城区 、 重点区
域 、重点行业的连续覆盖 。 同时 ，产业支撑能
力进一步提升 ，面向工业场景高实时 、高可
靠 、高精度的需求 ，着力突破一批 5G 关键技
术 ， 加快 5G+工业互联网融合产品研发和产

业化 ， 创建 5 个左右省级 、 国家级 5G+工业
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 。 2022 年 2 月 ，陕西
省将在个人消费 、垂直行业 、社会民生等重
点领域实施 5G 应用 ，预计到 2023 年 ，实现
5G 网络支撑能力在中西部领先 ，5G 应用发
展水平显著提升 ，5G 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
广泛融合 。

近年来，安徽加快推进 “三地一区 ”和 “数
字江淮”建设，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过 5 万座，
5G 网络覆盖所有乡镇，5G 与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建成智能制造、智慧工厂、智联家居等 5G
应用场景 200 多个。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出台的《安徽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

动方案》提出，将引导电信运营商加快 5G 建设
进度，促进 5G 融合应用，2022 年新建 5G 基站
2.5 万座以上； 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建设，
支持发展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2022 年是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关键之年，
工信部将持续加强 5G 网络覆盖，推进 5G 与垂
直行业深度融合，今年预计新建 5G 基站 60 万
座以上，加强面向企业厂区、工业园区等重点
区域的网络覆盖，提升高铁、交通枢纽、购物中
心等人员密集区域的覆盖深度，持续推进县城
和乡镇的广度覆盖。 在夯实网络基础的同时，
还将促进 5G 技术迭代升级，加大关键芯片、核
心器件等研发力度，同时加快 5G 在各行各业，
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融合应用。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智慧办公应用 协同效率高

视频开会、共享文档、即时通信……随着
在线办公软件影响力的日渐加深，人与人之间
的协同沟通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9 次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
4.69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1.23 亿，占网民
整体的 45.4%。

《报告 》指出 ，云计算 、互联网数据中心 、
内容分发网络等基础技术服务的发展支撑
了在线办公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与在线办
公深入融合 ，如百度发布 “智能知识库 ”，利
用 AI 技术解析文档内容 ，将文档和员工 、项
目进行关联 ，基于对工作场景的理解将文档
精准分发给有需求的员工 ，帮助企业进行知
识管理。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
企业规模和业务模式的发展，“云办公”应运而
生。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加速了“云办公”模
式的推广和盛行。赛迪顾问云计算与大数据产
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郑昊告诉记者，随着数字技
术的不断发展，“云办公” 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将更能贴合众多办公场景，受到越来越多企业
的青睐。“云办公”将成为传统办公模式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补充。

“云办公 ”软件产品不断升级 ，与大数
据 、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不断加深 ，如讯飞听
见作为科大讯飞推出的以语音转文字为核

心功能的系列产品 ，解决日常会议 、大型发
布会等各种场景下的沟通 、协作问题 。 “‘讯
飞听见会议 ’， 作为一款能做会议记录的远
程办公软件 ，依托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及多
语种翻译技术 ， 在会议中开启 AI 语音转写
翻译服务 ，可将参会人员沟通语音实时转写
成文字，并支持中英互译。 会议结束后，自动
生成会议记录 ，可区分发言人 、音字互动 ，助
力高效整理会议重点内容 。 ”讯飞听见产品
经理胡代告诉记者。

据介绍，讯飞听见智慧屏内置“讯飞听见
会议”，多人多终端参与会议，实现多场景下的
办公协同协作。 在智慧屏创建在线会议中，可
实时调出白板书写功能，多终端同时共享画面
内容，语音+文字+书写图画组合展现。

谈及“云办公”前景如何，郑昊认为其未来
市场需求旺盛，前景广阔。“未来产品要加速与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要打造贴合
业务场景的产品和服务， 并将先进的流程、运
营管理理念融入产品和服务。 ”他说。

■ 本报记者 朱茜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智慧办公成为新潮流。特别是疫情防控形势下，“云办公”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
“一网通办”、学校线上教学、企业智慧办公……科技赋能提升了学习、工作效率，也方便了办事群众。

远程电子签约 审批零距离

“现在企业办事不见面就能办下来，快
捷方便，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近日，
来安县晨风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今年 4 月， 来安县晨风托育服务有限公
司因租赁场所的需要，急需办理登记手续，但
受疫情影响，无法到现场办理相关手续。 了解
这一情况后， 来安县政务服务中心积极与该
企业联系，并安排专人为企业全程帮办代办。
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在线、语音连线指导、
授权电脑操作等方式， 帮助企业通过安徽政
务服务网企业开办专用系统进行了登记注册
申报，并通过银行四要素认证、手机验证码验
证的方式， 帮助企业进行远程的实名认证和
电子签名。 在后台审核后，当场给该企业颁发
了电子营业执照。 随后，帮办人员还通过安徽
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系统，将企业开办信息
共享给税务、 人社等部门，1 个工作日内就为
企业办理了营业执照、公章刻制、税务登记、社
保登记、公积金登记、银行预约开户等一整套
流程。

据了解，来安县政务服务中心在税务局窗
口和市管局窗口设立了全省首个“网上办税远
程协助中心”和“企业开办远程协助中心”，与
办事人进行视频连线和桌面共享，让“数据多
跑路”。 “我们安排业务骨干专为全县企业提供
企业开办、涉税软件远程辅导，政府业务线上
咨询以及长三角区域内跨省企业事项线上辅
导等服务。 以‘全程网办、远程协办、专人代办’
模式打造‘不见面’审批服务组合拳。 ”来安县
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张业勇说。

国务院今年初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提出，“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
“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等服务管理新模式广
泛普及，数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近年来，我
省深化“一门一网一次”改革，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转变政务服务供给方式，推行“网

上办、掌上办、自助办 、
邮递办、 预约办”
和“不见面”审批，
解决群众和企业
办事难、 办事慢、
办事烦等问题，驱
动互联网政务服
务由点到面、由浅
及深加快发展。

线上教学运行 课堂“不掉线”

“请进来的同学回复 1”“请同学们打开摄
像头”……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多地校园
陆续开启线上教学模式。

“我们在 3 月 14 日就开启了线上教学。这
期间，老师和同学们会熟练地打开 QQ 腾讯课
堂或钉钉课堂。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高三年级
一名老师对记者说， 这些软件使得布置作业、
联系家长都更加方便。 除了“云”教学，该校还
创新开展多彩 “云 ”系列活动 ，如举行“云 ”升
旗，在每周一的晨会，高三年级的全体学生居
家身穿校服参加线上升旗仪式。 此外，还开设
“云”讲座、进行备考模拟“云”演练、开展“云”
家访。

“云上教学”的平稳运行离不开网络技术
的全面支撑，4 月 4 日，六安市金安区、裕安区
和六安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中小学（含中职学
校）、 幼儿园、 培训机构等暂停线下教学和服
务，实行线上教学。 为了护航疫情防控期间学
生“停课不停学”，六安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积极

配合该市教体局，克服市政务云数据中心云资
源饱和与保障核酸检测等涉疫信息系统稳定
运行的实际困难。

六安市大数据中心主任徐明介绍，将市教
育云平台“空中课堂 ”网络带宽由 1G 扩容到
10G， 云资源由 94 台虚拟服务器扩容至 167
台，协助开展系统扩容部署、调试、上线。 6 名
专业工程师全程值班， 实时监控平台业务性
能，紧盯峰值业务状态，护航“空中课堂”，切实
保障“停课不停学”。该平台自 4 月 5 日上线以
来 ，累计请求数 4387.59 万次 ，实际使用人次
395.29 万次，请求峰值 9.27 万次/秒，最大流量
峰值 23.55Gbps，平台总流量已达 267.70TB，均
保持平稳运行。

“我们充分发挥数据资源部门优势，成立
专班、备足资源，加强值班值守，全力保障线上
教学相关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徐明说，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学生学业造成的影响，护航“停
课不停学”。

董一帆/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