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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巴布亞

被譽為“媒體奧林匹克”的世界媒體峰會週五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登場。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機構及媒體負
責人以及記者都已陸續抵達北京，準備參加世界媒體峰
會。圖為一名中國記者週四在世界媒體峰會新聞中心報
到。（新華社照片）

新華通訊社社長李從軍（左）週四在北京會見前來
出席世界媒體峰會的美聯社社長壟裏。李從軍表示，全
球傳媒格局正面臨空前挑戰，同時也迎來難得的機遇。
（新華社照片）

史蒂芬‧洛克菲勒（前
排右）在會見了位於巴布亞
新幾內亞摩斯比港的常青集
團總部的高級行政人員后，
與張曉卿（前排中）及全體
高級行政人員合影；前排左為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研究中心主
席艾倫歐克斯里，后排左起為
常青集團（巴布亞新幾內亞）
策略經理艾塞爾威廉、常青集
團（巴布亞新幾內亞）執行董
事劉思遠、巴布亞新幾內亞森
林業公會執行董事羅伯特、 
S.F.Yong、巴布亞新幾內亞獨
立公共事業公司公共及企業事
務高級經理布萊恩、常青集團
（巴布亞新幾內亞）執行董事
何清賢（譯名）及中國社會、
經濟與文化通信協會副主席蕭
武南（譯名）。

這樣的發展

將能增加巴布亞

新幾內亞人民的

財富及提高健康

水平。   

史蒂芬：建屋提供就業機會

■史蒂芬‧
  洛克菲勒

世界媒體峰會今北京揭幕

張曉卿蕭依釗受邀出席

李從軍:中國崛起帶來機遇 

全球媒體面對巨變

（巴布亞新幾內亞8日訊）洛克
菲勒基金會董事史蒂芬‧洛克菲勒
指出，摩斯比港正面臨房屋短缺的危
機，而常青集團在該地所投資的13億
7千萬美元，將提供超過5千個就業機
會和建造420個新住宅給當地居民。

史蒂芬也是美國前副總統尼爾森洛克菲

勒孫子，上週到巴布亞新幾內亞探討發展問

題已影響到該國的事實調查之旅時表示，很明

顯，該國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性時刻。

林業活動利惠農村
“這樣的發展將能增加該國人民的財富及

提高健康水平。”

他 在

常 青 集 團

執行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

爵士的邀請

下，也會見

了當地的常

青集團高級

行政人員及

參觀巴布亞

新幾內亞英

文報《The 

National》的辦事處。

此外，他也與該國的國營企業部長，阿

瑟索馬雷議員舉行了會談。

史蒂芬隨后也參觀了常青集團在巴布

亞新幾內亞西部的林業特許權和綜合處理設

施，並清楚的看到林業活動帶給農村地區可

持續的經濟機會。

一項研究調查顯示，林業為巴布亞新幾內

亞提供超過1萬個就業機會，并占國內生產總值

的8%。該研究也表示，許多非政府組織如綠色

和平組織對林業的批評是錯誤及含有不明的政

治動機。

“很明顯，這樣的發展對該國在基礎設施

的投資及學校和醫療保健系統的擴展是一個開

始。”

史蒂芬助全球窮人而揚名
他告訴巴布亞新幾內亞英文報《T h e  

National》說，他很高興來到這裡，并表示非

常興奮能見證一個偉大的承諾。

這樣的評論也反映了他對發展中世界存有

樂觀的觀點。

史蒂芬是倡議發展德意志銀行小額信貸的

關鍵人物，以協助全球的貧困人士都能在世界

各地獲得小額貸款和銀行服務；聯合國因此還

頒發富布賴特獎（Fulbright Award）以表揚他

對窮人的服務。

他也是率先起草《地球憲章》的主要人

物，《地球憲章》是由全球各地的政府單位、

環保團體、專家學者等共同草議和定下的承

諾，是為了全人類的未來，推動全球性可持續

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運動。

指世界容易被規模化
史蒂芬曾在2001年接受訪問時表示，當今

世界所面臨的改變，是很容易被規模化和複雜

化的。

“不過，我呼吁所有年輕人不要放棄希

望，因為這世界還需要像他們這樣富有創造

性、致力於恢復人們的工作環境，能癒合社區

及建立公正、持久與和平社會的人士。”

他認為，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今天的巴布

亞新幾內亞。

“我們每個人都能共同發揮作用，并提供

給下一代我們的經驗與支持。”

曾擔任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副部長的李從軍

表示，全球傳媒格局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大變

革，受眾需求日益多元化，使媒體面臨空前挑戰，同時也

迎來了難得機遇。

圈內人士認為，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也為全球華文傳

媒帶來發展機遇。而面對公眾對新聞信息需求個性化、媒

體商業模式多元化的趨勢，各大媒體在參與多媒體業態、

國際競爭拓展等方面均不甘人後，此次有關話題的探討亦

將具標誌性意義。

前美國廣播公司記者、目前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羅禮賢

說：“北京高層現在似乎已明白，他們需要相稱的媒體機

器來配合中國日益提升的國力與地位，中國希望藉此改善

海外形象，以‘軟實力´而非軍事力量贏得國際友誼。”

美國《華爾街日報》總編輯羅湯姆森則認為，無論對

美國、歐洲還是中國的媒體，當前都面臨數字化浪潮衝擊

和經濟危機影響等多重挑戰，“此刻我們能會聚在一起坦

誠交換意見，共同思考對策，無疑將很有幫助”。 

（北京8日綜合電）被

譽為“媒體奧林匹克”的世

界媒體峰會將於週五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登場。

世華媒體
與馬新社受邀
目前共有7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135家主流媒體與機

構確認與會，世華媒體集團

執行主席張曉卿及星洲媒體

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均受邀出

席，而世華媒體集團與馬新

社是大馬受邀與會的兩家新

聞機構。

峰會為期3天，以“合

作、應對、共贏、發展”為

主題。此次峰會由于涵蓋了

世界上主要的媒體集團和各

種媒體形態，CNN將其稱為

“媒體的奧林匹克”峰會。

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領

導人將分析世界傳媒業的現

狀和發展趨勢，着重探討國

際金融危機、迅速變化的受

眾需求和不斷涌現的高新科

技背景下，傳媒機構面臨的

一系列重大問題。 

世界媒體峰會執行主

席、新華社社長李從軍表

示，此次，全球傳媒已步入

數碼化時代，而新媒體在中

國的發展速度高於世界平均

水平。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

的融合與發展，料將成為峰

會重點探討的議題。 

探討傳統
與新興媒體發展
據了解，此次峰會由

新華社發起，邀集美國的新

聞集團、美聯社、時代華納

透納廣播集團、谷歌、路透

社、英國廣播公司、俄國俄

塔社和日本共同社等8家世

界著名媒體機構共同舉行。

據悉，共有43家歐美

地區媒體、21家亞洲地區媒

體、17家中東地區媒體、17

家非洲地區媒體、20家東歐

及前蘇聯地區媒體、8家拉

美地區媒體及9家港澳台媒

體參與此次媒體峰會。

主辦單位強調，將“致

力於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

融合，為世界各國媒體機構

搭建起互動交流和合作的有

效平台。”

常青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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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媒體巨頭聚集北京世界媒體峰會。中新社社長劉北
憲（左起）、世華媒體集團主席張曉卿、文匯報原任主席張
國良。

（北京9日訊）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週五承諾，中國
將繼續推動政務公開，加強
資訊發佈；他同時敦促世界
媒體承擔社會責任。

世界媒體峰會在北京召開，

胡錦濤在開幕式上作重要演講時

表示，各地媒體機構要切實承擔

社會責任，促進新聞資訊真實、

準確、全面、客觀傳播。

胡錦濤表示，當今世界，隨

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科技進步

日新月異，信息傳遞和獲取日益

快捷，全球傳媒業經歷着前所未

有的深刻變革，媒體在社會生活

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他說：“各類媒體要被公眾

廣泛接受、受社會廣泛尊重，不

斷提高公信力和影響力，就應該

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客觀報

道，充分反映世界各國發展的主

流和趨勢。”

胡錦濤說，這次世界媒體

峰會以“合作、應對、共贏、發

展”為主題，反映了人們對全球

傳媒業發展面臨挑戰的關切，顯

示了各媒體加強交流合作、尋求

共同發展的願望，體現了媒體從

業者致力於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的決心。

保障外國媒體權益
他同時呼籲世界各地媒體順

應時代發展潮流，攜手並進，努

力為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

和諧世界作出貢獻。  

世界媒體峰會由新華社和8家

全球著名媒體共同發起，新華社

承辦，於10月8日至10日在北京舉

行。本次峰會的主題是“合作、

應對、共贏、發展”。 世華媒體

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及星洲媒體

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均受邀出席。

胡錦濤指出：“我們將按照

有關法律法規，繼續推動政務公

開，加強資訊發布，保障外國新

聞機構和記者合法權益，為外國

媒體在華從事採訪報道業務提供

便利。”

他表示，越來越多的外國媒

體向中國派出常駐記者，臨時採

訪記者也人數不斷增加。

世 界 媒 體 峰 會

胡錦濤：中國續推動政務公開

世界兩大新聞

機構的巨頭

週五異口同聲表示，

過去免費使用新聞信

息的搜索引擎和其

他新聞網站，必須付

費。

在北京召開的世

界媒體峰會上，美聯

社社長兼首席執行員

柯里和新聞集團董事

長梅鐸發表了上述評

論。

在 這 個 互 聯 網

蓬勃發展的時代，媒

體業面對了嚴峻的挑

戰。諸如谷歌等搜索

引擎在文章、圖片和

錄影上撈滿缽，但卻

未合理地補償給供應這些信

息的媒體機構。

柯里在致辭時表示，世

界媒體正面臨媒體界的“新

遊戲規則”，需積極制定應

對之策。 

他指出，數字時代的到

來，使世界新聞機構不能僅

僅憑藉舊的傳媒方式，通過

以往的創作和營銷內

容而生存，傳統媒體

必須與時俱進。

柯里表示，諸如

維基百科、YouTube和

臉譜這些集眾人之力的

網站和網站服務，已經

取代傳統新聞機構的網

站，成為更受客戶歡迎

的突發新聞來源。

他 指 出 ， 這 些

搜索引擎和部落客透

過盜取和侵權新聞信

息產品，獲得了大筆

收入，這構成嚴重問

題。

梅 鐸 在 致 辭 中

則表示，在網絡等新

技術的衝擊下，新聞

媒體將走向內容付費化的道

路，在網絡上匯總信息和調

劑內容的人將付出代價。

在世界媒體峰會召開

前，路透社總編輯史進德在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

隨着民眾閱讀習慣的不斷改

變，傳統媒體的確需要在業

務模式方面作出巨大改變。

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在致辭中表示，在“合作、應對、

共贏、發展”主題之下，這次峰會將協助全球媒體

探討在當前經濟衰退、媒體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生存的方法。

李從軍在題為《媒體的社會責任和公益使命》的演講

說，世界媒體應加強溝通，在溝通中形成共識；世界媒體應

加強合作，在合作中發揮更大的效應；世界媒體應加快發

展，在發展中集聚更大的能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

履行社會責任、完成公益使命。

馬新社總編輯翁書雄

接受新華社專訪時

說，當今世界信息技術發展日

新月異，網際網路及手機等移

動通信器材都已成為新聞傳播

的管道和工具，信息傳播得非

常快，新聞機構必須開拓新途

徑，迎接挑戰。

他說，馬新社尋求透過新

的途徑提供新聞，如透過手機

向用戶提供新聞，與手機用戶

進行互動，讓手機用戶成為馬

新社“新聞編輯”，促進馬新

社新聞業務的改進。

胡錦濤在致辭中

提出3點建議：

第 一 ， 要 充 分 運

用自身特點和優勢，廣

泛傳播和平、發展、合

作、共贏、包容理念。

第二，要堅持平等

互信、互利共贏、共同

發展，更好開展交流合

作。

第三，要切實承擔

社會責任，促進新聞信

息真實、準確、全面、

客觀傳播。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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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體應承擔社會責任

世界媒體峰會開幕式週五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中）發表重要講話，左為新聞
集團主席梅鐸及美聯社總裁柯利（右）。（美聯社照片）

我們將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繼續推動政務

公開，加強資訊發布，保障外國新聞機構和記

者合法權益，為外國媒體在華從事採訪報道業

務提供便利。

■胡錦濤

李從軍：助全球媒體

探討困境中生存方法

馬新社總編輯：應對新挑戰

開拓新途徑提供新聞

世界媒體峰會在北京

揭幕，美聯社、路透

社、BBC等西方主流媒體巨頭傾

巢而出捧場。分析指出，中國

希望藉此機會對外展示中國傳

媒行業存在的巨大商機，尤其

是為打造自己的傳媒王國進行

鋪墊。

承辦這次峰會的官方新

華社社長李從軍，在主持新華

社之後，新華社響亮地提出：

“打造中國CNN”。

分析指出，此次會議與

中國正在推進的國家形象提升

戰略是一脈相承的。《紐約時

報》報道說，未來數年，中國

計划投資數十億美元發展媒體

和娛樂產業，同時將放鬆行業

監管，打造能與CNN等國際巨

擘競爭的媒體帝國。香港大學

教授羅禮賢認為：“中國希望

藉此改善海外形象，以‘軟實

力´而非軍事力量贏得國際友

誼。”

西方媒體巨頭聚首北京，圖為路透社總編輯史
進德（左）、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新聞總裁山姆布魯克
（中）、時代華納特納廣播集團亞太區總裁兼董事總
經理馬可寶在交談。（新華社照片）

世界媒體峰會周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圖為峰會會場。（新華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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