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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 Facebook 分庭抗礼

“
苹果版”News 问世 引爆“
人工”与“
算法”之争
特约撰稿 李明言

“
从流量到转化率”的角逐

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苹果如何将在技术应用上追求完美的企业文化， 移植到 News 对新闻的选择和编辑上将是
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人人 顶 礼 膜 拜 的 大 数 据 时
代， 优化数据模型和算法几乎被企
业奉为圭臬， 但崇尚技术完美主义
的苹果偏偏在这个时候舍弃了“算
法”，而将“人工”筛选内容的方式作

应该说，全球巨头们在新闻

甚至据此判断，Apple News 不过

选。 ”并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什

筛选上的
“人工”与“
算法”之争突
显了内容在互联网平台时代的重

是个绣花枕头，但事实上，来自苹
果手机的利润空间正受到挑战，

么新鲜事， 此前比较流行的聚合
类 新 闻 应 用 TECHMEME 一 度

为其在用户时代决胜的关键。
6 月 16 日，苹果对外发布招聘
广告， 为 6 月 8 日推出的聚合新闻

要性，而在赵曙光看来，“最关键
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从流量到转化

比如苹果的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下
降，在苹果粉丝接近饱和的未来，

依赖算法来筛选新闻， 但是在
2008 年之后，因为它的算法疲软

率的战略，随之而来的就是从注
意力竞争到转化率的竞争。 ”

苹果硬件的利润将来自于其技术
更新的速度， 但从 GARTNER

不得不开始雇佣编辑。
不过， 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

产品 Apple News 招聘编辑，按照苹
果发布的招聘要求： 应聘者至少有

众所周知，互联网广告本质
上是流量倒卖，交易关系越广，流

的技术发展图谱来看， 充分的市
场竞争将逐渐压缩其未来利润空

Apple News 未来的憧憬，仅以中
国的最新数据为例，2014 年 4 个

五年以上的“采编经验”，有能力“选
出计算机算法无法识别或捕捉出来

量的价值才会越大。 从 Facebook
来看，它流量极大——
—月度活跃
用户为 8.45 亿，月度平均使用时

间。与此同时，构造开放性生态环
境所带来的增值和协同价值却在
不断增加，而这种协同价值，或者

季度新闻客户端在智能手机用户
中 的 渗 透 率 分 别 为 ：52.9% 、
56.8%、58.1%、59.6%， 截至 2014

的、传播性强的原创内容”。
显而易见地，苹果的做法与时
下流行的聚合类新闻应用的趋势
完全不同，同时也与资讯竞争对手
Facebook 的做法清晰区隔开来。 就
在之前的 5 月中旬，Facebook 推出
InstantArticles（即时文汇）项目。 在
此平台上，各媒体可以直接发布自

尽管“果粉”多达数亿，苹果同样面临“从流量到转化率”的挑战。

本报资料室 / 图

制新闻内容，不再依赖账号下添加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

长达 7 小时，但是，实现从流量到
转化率的转换是 Facebook 面临

简单说是内容和服务的黏性将成
为避免用户流失的关键。

年底，新闻 APP 用户在中国智能
手机用户规模达 4.95 亿。

外部链接的发布方式，同时通过算
法为用户推送主流媒体的新闻。

长赵曙光所指出的，“致命的转化率
是媒体转型和用户需求的关键，而从

的一大挑战。
数据显示，谷歌为美国电商网

从这个角度来看， 苹果同样
面临“从流量到转化率”的挑战，

以聚合新闻应用“
今日头条”
为例，2013 年活跃用户渗透率为

“
算法”的差
不过，在
“
人工”还是
异化竞争背后， 突显了一个共同的趋
势：那就是内容决胜用户的时代。正如

流量到转化率的过程，内容将起着决
定性的重要作用，由内容引发的注意

站带去了 80%的流量， 相比之下
Facebook 仅贡献了 0.5%的流量，但
2012 年 Facebook 给电商带去的流
量比例比 2011 年增长了 92%。 同
时，comScore 数据显示，2010~2011
年谷歌为亚马逊带去的流量基本一
直维持在 20%的水平 ， 而 来 自
Facebook 的流量从 2010 年的 2%
大举提升到 2011 年的 8%。

如果把购买苹果手机比作流量的
话， 有多少人会使用苹果的第三
方应用就是它的转化率， 在这方
面， 唯有信息是用户每日每时的
需求， 这或许也就是苹果重磅推
出 News 的重要背景。
尽管 News 推出后， 有舆论
认为，“News 的编辑可能没有什
么实事可干， 而仅仅从第三方机

11.5%，到 2014 年底，这一指标已
经达到了 31.4%，未来，聚合新闻
产品可能成为主流， 而苹果使用
人工编辑后， 又带给了市场新的
期待。
当然，对于苹果来说，如何保
证编辑团队真正地把握一手新闻，
突发新闻，甚至是小众新闻，真正
找到那些与用户 / 读者匹配的绝

苹果也不例外，尽管有人认
为“拉动 iPhone 销售的是一大批
高质量的第三方应用，而不是苹
果自己的应用，而拉动苹果利润
的不是内容，而是 iPhone 销量”。

构提供的新闻中挑挑拣拣。 ”
包括《财富》杂志也指出，苹
果请人来挑选内容，“当然完全有
可能是因为 Facebook 的算法更
胜一筹， 苹果只有转战人工筛

佳内容将是一大挑战。“
在我看来，
苹果如何将在技术应用上追求完
美的企业文化，移植到 News 对新
闻的选择和编辑上将是这个问题
的关键。 ”业内人士表示。

力竞争最终将转变成转化率竞争。 ”

硬件商进入“
内容时代”
“当小米已经获得了将近一亿的手机用户之后，手机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小米将进入以‘经营用
户’作为首要目标的阶段。 ”
事实上，早在乔布斯时代，苹果
就已经确立了
“硬件 + 内容”的商业

果最新一个季度的财报，业内推测出
了目前 iPhone 用户基数大约为 4.75

元进军内容产业的重磅消息。
反观苹果在内容领域的布局，

模式，在库克时代，苹果更是明确了
打造开放性生态系统的目标。

亿用户。 同时，也有分析师预测 2018
年底 iPhone 用户数将增至 6.5 亿。

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2011
年 10 月，苹果推出 Newsstand（书报

目前， 苹果公司赢利路径主要
有两个： 一是靠卖硬件产品来获得

从全球市 场 份 额 来 看 ， 苹 果
2015 年一季度从 2014 年四季度的

摊）， 用户可以在其中阅读新闻，同
时也可以购买订阅， 首批进驻的出

一次性的高额利润， 这在目前为苹
果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利润来源；二

20.1%下降到了 17.9%， 但好消息是
它不仅夺得了中国市场销量冠军，

版商包括迪斯尼出版集团、 新闻集
团、《纽约时报》 等知名媒体。 面市

是靠卖音乐和应用程序来获得重复
性购买的持续利润， 以及获得运营

而且销量还同比增长了 2.6%，这也
就意味着， 充足的市场占有率为苹

后，Newsstand 曾创下一家出版商的
出版量在 4 天时间内大涨 750%的

平台的报酬， 这是苹果面向未来的
收入模式。 尤其是当苹果在全球拥

果在内容方面， 包括为 Apple News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历史，不过，也因为订阅价格过高、
进驻媒体有限等遭到诟病。

有了数亿粉丝之后， 苹果的收入战
略有理由、 同时也有必要加大来自
内容的收入比重。
最近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 2015

国内的小米几乎走了一条相同
的路径。 记得雷军说过，“当小米已
经获得了将近一亿的手机用户之
后，手机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小米

事 实 上 ， 与 Newsstand 类 似 ，
Facebook 的 Instant Articles 仍 然 是
由媒体自行发布内容， 这也让苹果
看到其中的机会， 因为由媒体自行

年 3 月份， 美国地区的 iPhone 用户
已经达到 9400 万人， 其中有 800 万
名 iPhone4S 用户。 而在全球，根据苹

将进入以‘经营用户’作为首要目标
的阶段。 ”这也就有了雷军挖走陈彤
（原新浪网总编辑） 并斥资 10 亿美

发布内容与向用户提供更多人工生
产的定制化内容， 两者优劣似乎显
而易见。

一以贯之的商业模式
如果信息不完备，算法有时还会存在错误。
尽管同样重视内容， 但苹果的

的基础上得到的， 这有赖于用户数

应该说，相对于算法来说，人工

制作路径与 Facebook 截然不同。
Facebook 长 期 以 来 以 算 法 闻

据的获得，包括用户的基本信息，如
姓名、性别、联系方式、居住地址、收

筛选新闻更有助于强调用户体验，
尤其是去中心化时代用户偏向于个

名， 但计算机算法却有着不可逾越
的瓶颈或缺陷， 正如苹果在招聘公
告中所言，比如“算法总有捕捉不到
的原创的、生动的新闻事件”，算法
不可能像人工一样对突发新闻有绝
对的本能，同时，在绝佳的新闻内容
以及满足小众新闻方面， 算法还显
得粗糙和幼稚。
据了解，Apple News 放弃算法
排名而招聘编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

货地址等， 包括用户线上线下的行
为数据信息，包括社交图谱、家庭成
员、朋友圈的社交信息等。 只有这些
信息足够， 才可能获得更为准确的
用户画像的标签。 ”
如果信息不完备， 算法有时还
会存在错误， 比如算法很容易会把
一个经常在网上购买纸尿裤、 口红
和高跟鞋的人定义为女性， 而这个
人很可能是一位顾家的年轻父亲。

性化阅读的需求， 这与乔布斯开创
的苹果精神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从硬件上来看，苹果
的产品并没有特别前沿的技术，也
往往不是业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是苹果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将合适
的技术以最适合消费者体验的方式
设计出来。 而在内容方面，苹果也不
是标准的内容制造商， 但它的目标
是希望通过“对内容的分析，为不同

了避免有人通过算法漏洞影响排
名， 同时通过人工筛选更好地强化
用户体验。
百分点创始人兼董事长、 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苏萌就
表示，“用大数据模型和算法打造出
来的真实用户的数字化 （标签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日头条”在利用
算法推送的聚合类新闻领域获得极
大成功之后， 仍会有不少用户抱怨
收到大量不喜欢的内容推送的幕后
原因， 而这很可能是用户不经意点
开某一类型的新闻所致， 虽然这不
是他真正需要的， 但被机器记录下

的受众选择最符合其兴趣的内容，
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推送”。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或许也是
苹果一以贯之的商业模式。 在前不
久的苹果大会上，“人，而非算法”的
理念再次得到重申，并将把“向用户
提供更多由人工生产的定制化内

是在深刻理解业务需求和用户特点

来并进行标签化。

容”作为新产品的核心战略。

“中国人有一种习性，那就是
相信价廉物美， 但这样的产品很难
延续下去。 ”

“未来 6 个月，是中国股市警
惕泡沫破灭的关键时间窗口。 ”

——
—财经评论家吴晓波

解读：洪灏的团队研究了 800 多
年全球金融数据，得出观点：一个典型
泡沫的发展往往需要 5 年左右时间，
并在接近峰值时展现出密集的极端回
报率。 一般情况下，当对数回报率持续
偏离它的长期的趋势超过两个标准差
的时候，这是泡沫正在形成的端倪。 从
发现泡沫到泡沫破灭通常需要大约 6
个月的时间。 未来 6 个月，是中国股市
警惕泡沫破灭的关键时间窗口。

人言可“
味”
“腾讯最厉害的武器还是微信
和 QQ‘连接一切的能力’。 ”
——
—腾讯公司董事长兼 CEO 马化腾

解读：近日，深圳市委举行了一次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马化腾出面
授课，他讲道，腾讯最厉害的武器还是
微信和 QQ
“
连接一切的能力”，尤其是
微信。 互联网 + 要先做减法，才能加进
新东西。 以前腾讯做了很多尝试，也碰
过壁， 要想长远发展， 有些东西要放
弃。 未来瞄准核心业务
“
连接”和
“
内
容”。 所谓连接就是通过微信和 QQ 连
接人与人，人与设备，人与服务，互联
网 + 金融正是连接人与服务的模式。

解读：对于 made in china，吴晓
波这样表述，全世界所有不将就的民
族，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他们做
的产品很精专。 由于我长期在制造业
行走，发现中国人有一种习性，那就
是相信价廉物美，但这样的产品很难
延续下去。 我认为做产品应该更多瞄
准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对品质和
性能的注重已经超越了对功能的需
求，并愿意为此买单。

——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

老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