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888                            证券简称：新华

网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及人员

中金公司：张雪晴、杨宁

中信建投：杨艾莉

海通证券：毛云聪、陈星光

通过电话会议系统参加会议的投资者

时  间 2022 年 12 月 14 日 15:15-16:15

地  点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 号金隅大

厦

接待人员 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健

董事、总裁 申江婴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杨庆兵



财务总监 任劼

首席信息官 姚予疆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宋波

证券事务专员 张静宇

投资者关系活动

内容介绍

一、 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健先生介绍公司

基本情况。

二、 介绍公司业务

首席信息官姚予疆先生介绍公司数字

内容业务。

三、 提问交流环节

1. 问: 公司大数据业务目前的开展情

况如何？

答: 新华大数据业务立足于国家级媒体

视野，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基础，充分应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深度学

习、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自主研发的

“新华睿思”品牌大数据产品矩阵，打造

数据驱动下的全链条技术服务体系，为用

户提供大数据技术研发服务与智库服务。

目前，已服务多家行业客户。中央部委典



投资者关系活动

内容介绍

型客户如中宣部、中纪委、中央网信办、

民政部、证监会等。地方政府典型客户如

北京网信办、安徽省委宣传部、河北政府

办公厅、云南疾控中心、安徽信访局、江

苏文旅厅、重庆市总工会、重庆妇联、云

南省体育局等。机构和企业类典型客户如

中国科技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建设

银行，海航集团、中国对外贸易集团、中

铁二十一局、潍柴动力、东风汽车等。

未来，新华网大数据业务将以“睿

思”品牌为依托，持续向制造业、白酒、

电器、金融、物流、餐饮、娱乐、教育、

医疗、医药、文旅、汽车、能源、公共管

理、信息服务等行业应用方面加速覆盖，

带动行业数据采集、汇聚与挖掘能力的提

升，通过多元挖掘数据和广泛互联共享，

推动政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加速向

创新、开放、高效、便捷、精准等方向发

展。随着技术不断开发、完善，新华睿思

还将助力行业经济跨界联合，通过智库研

究、精准营销、决策支持、数据采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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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据共享、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舆情管

理等服务，助力产业形成多元化、多层次

的产业新生态，在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城

市、智慧医疗、智慧农业、智慧体育等领

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问: 政务云目前也是数字经济中很

受关注的一块业务，新华网的“新华云”

业务有什么新的发展？

答: 新华云是新华网建成的国内首个

中央媒体单位大型云计算平台，重点面向

政企、媒体客户，提供安全、稳定、可靠

的云资源和云应用服务。作为可信云，新

华云支持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等服务

模式，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以及

弹性资源调度能力，可支撑各类业务场

景。无论是硬件资源、AI能力、媒体处理

能力、数据检索挖掘能力，还是融媒体应

用、网站建设、大型信息系统建设，新华

云都能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新华云主要

提供以下几方面服务：1.云资源服务，2.

技术安全运维服务，3.生态产品赋能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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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经营事业服务：包括智能融媒体服务、网

站及内容安全审核服务、新华云视频服

务、综合互动服务。

3. 问: 请介绍一下公司溯源中国业务

和“种子计划”的新进展和发展规划。

答: 新华网发挥“科技+传媒+产业”

产业赋能资源优势,在与中科院共建溯源中

国·国家物联网标识根节点基础上，联合农

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文化与旅游部等相关部门以及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文交所等相关权威

机构和京东集团、海尔集团、中国邮政集

团、中国供销集团、北京新发地等行业头

部企业以及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轻工协

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退役军人创

业就业促进会、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

会等行业协会，共同打造“可信认证、可

信传播、可信电商”一体化产业生态服务

矩阵，形成强大品牌 IP影响力，为可信品

牌建设提供一体化生态赋能解决方案，实

现“溯源中国”从产品商业模式向生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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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全面升级。

新华网连续打造了两季的“新华网种

子计划”，全国逾百家政府部门和产业链

合作伙伴、三十多家区域公用品牌、超百

家企业品牌和近千种产品品牌正式入驻新

华网溯源中国可信品牌矩阵，构建了“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溯源

中国品牌赋能合作生态。通过搭建跨省市

农产品流通通道、展销活动、溯源中国优

品直播季等多种手段，助力农产品销售和

乡村振兴。接下来新华网将深入推进“种

子计划”，加强和各地政府、权威机构以

及溯源中国各类生态伙伴的合作，培育精

品农业品牌和乡村振兴品。

4. 问：公司在元宇宙业务的布局如

何？

答: 新华网非常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和运

用。业内普遍认为，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

网，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图形图像渲染等技术的集大成者。

新华网和旗下参股公司新华智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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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红旗联合打造了红旗元宇宙，这是全国

首个汽车元宇宙社区。该社区由新华网与

一汽红旗运营，二期建设已接近尾声，已

实现会议发布、企业文化展示、线上 4S

店、线上试驾体验、社交游戏等多种功

能，并持续开展了多项发布会活动。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2023 年新华网将持续升级

红旗元宇宙，逐步建成包括线上体验销

售、生态伙伴玩法等完整的红旗元宇宙空

间，并开展基于品牌传播与销售为目的的

元宇宙运营工作。以红旗元宇宙为牵引，

新华网将积极与更多优秀品牌共创，或入

驻新华元宇宙、或为其建设底层连通的聚

落，逐步完善覆盖全业态的开放式新华元

宇宙布局。

在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 2022 中国文

化经济发展论坛上，新华网打造的“新灵

境•时光岛”文化元宇宙数字化空间首次亮

相，构造了元宇宙发布厅、元访谈连线、

数字展播厅、虚拟数字人互动、国宝有灵

数字典藏馆、虚拟文艺汇演、产业资讯播



报、文化演播、互动社区等 9 大元空间模

块。

新华智云是由新华网参股的服务数字

经济的文化科技公司，2017 年刚刚诞生不

久，就自主研发了中国第一个媒体人工智

能平台“媒体大脑”。目前，以新华智云

为技术平台和支撑，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

走在元宇宙行业技术和应用的前列。

（1）数字人，打造元宇宙中的身份代

表。新华智云早在 2019 年就在短视频智

能生产中广泛使用数字人，在业界首批推

出基于深度学习（生成式对抗网络）的超

写实数字人，和基于照片即可 3D捏脸建模

的写实数字人，已为千余家机构提供数字

人播报服务，播报时间总时长逾百万分

钟。新华智云的数字人能力除了形象逼

真，制作迅速，还可以接受文本、语音、

动作等多种驱动模式，并且能支持实时渲

染，满足直播、大屏互动、智能客服等多

种使用场景。

（2）轻量级浏览器 3D渲染，让元宇



投资者关系活动

内容介绍

投资者关系活动

内容介绍

宙更容易分享。新华智云有着丰富的浏览

器端多媒体开发与渲染经验，也是国内最

早的一批通过 Web 3D 技术来构建元宇宙

的技术公司。上面说到的为一汽红旗打造

的一汽红旗元宇宙社区，可以低成本高质

量的承载千万级用户，适应事件营销、新

品发布、节假庆典等多种虚拟空间活动，

俨然已成为国内元宇宙典型案例。

（3）机器生产内容 MGC，让 3D 内

容海量生产成为可能新华智云一直探索软

件与硬件结合的边界，曾推出 360 自动环

拍、智能合影微影棚、动作感应式粒子人

舞蹈大屏等等产品，而元宇宙作为 3D 立体

世界，最稀缺的就是数字内容。新华智云

自成立起就致力于机器生产内容（MGC）

的研究与应用，并在上月促成了MGC 自动

化分级标准的颁布。包含了：机器对现实

世界的内容采集，再加上人工智能对采集

素材的加工处理，配合智能化的内容审

核，形成最终的作品。这使 3D 内容的海量

生产、秒级生成，成为了可能。



5. 问: 新华网打造的虚拟数字人“筱

竹”盈利前景是怎样的？

答: 新华网今年成立新华数字人实验

室，正式开启“全方位、全流程、全链

条”的数字人研究、生产、运营全模式—

—致力于全方位打造被网民广泛关注的优

质数字人、全流程开发和应用数字人信息

技术、全链条开展数字人 IP运营和媒体融

合。首先制作了第一个文化垂直领域的超

写实数字人—筱竹，在各主要社交媒体平

台亮相，推出创意视频《端“舞” 安

康》，先后推出 10 张国风海报，5 条短视

频，先后登上《昕薇》杂志封面、井冈山

论坛、DELL科技发布会、第十三届中国艺

术节全国演艺及文创博览会。为海尔集团

的洗衣机产品代言；并正在参与拍摄小罐

茶和蒙牛新年广告短片；与腾讯 TME平台

合作推出虚拟人晚安故事特别策划——

《筱竹国风故事集》之游听非遗。同时还

正在与多家政府、企业品牌洽谈合作。初

步实现了盈利局面。虚拟数字人筱竹的可



应用场景和范围逐渐拓宽，在未来筱竹的

商业变现也将进一步进入快车道。

后续，“筱竹”将以与中华文化相关

主题合作为主要方向，围绕重磅产品植

入、定制化爆款产品打造、常态化产品运

营三个主线进行运营和商务工作。面向政

府部门、非遗机构、文旅行业、国潮品

牌、科技品牌等客户群体，广泛开展代言

签约、品牌联动/互动、城市推广、参与活

动等定制化合作，也可联合策划打造新品

营销、时间节点营销、事件营销等不同类

型的互动合作。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4 日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