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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国内短视频软件很多，
竞争也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快手有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宿华：我想说快手不一样的三
点：“不是”短视频，没有分别心，坚持
GDP+基尼系数的分配方式实验。

“不是”短视频。快手是一个普
通人记录分享生活的社交平台，短
视频是目前老百姓记录分享最高效
的载体。如果有一天技术发展出现
了更为先进的记录载体，快手也会
更新迭代。

没有分别心。快手对于所有用户
一视同仁，打造一个真实向善的社区，
不会因为个人身份地位、长相性别的
差别区别对待。开拖拉机和开豪车的
在快手上能获得同等表达权并获得关
注，大学教授和农民工也是一样。

坚持GDP+基尼系数的分配方式
实验。快手将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引
入社区生态的调控中，作为一个严格
落地的量化指标。通过公允调节注意
力分配资源，避免内容头部效应出现，
将注意力资源更多分配到普通人。

成都商报：互联网平台都喜欢推
热点，快手在流量分发方面为什么要
坚持基尼系数？

宿华：快手进行内容分发的每个
策略，包括短视频播放量和评论点赞，
都有基尼系数的约束性考核，避免生
产者之间贫富差距过大，照顾长尾用
户。快手对上百万粉丝的头部用户采
取流量抑制措施，他们的自有流量已

经很可观；同时，快手会把很大一部分
流量分发给普通人，让即便零粉丝的
人在快手发的视频能够有一定量播
放，能够被外界看到。

成都商报：人工智能如今被运用
的越来越多，快手在人工智能方面是
如何应用的？

宿华：快手的使命是用有温度的
科技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人工
智能技术是核心驱动力。快手用户平
均每天能够产生超过1500万条视频，
累计视频素材超过70亿条。实现如此
巨大量级视频的公平展示，仅靠人工
无法实现，需要依靠强大的人工智能
能力支撑。人工智能贯穿到快手视频
生产、视频理解、用户理解、精准分发
的每个环节。通过对内容的理解、人
的理解，人与内容的精准分发匹配，
人工智能让每一个个体微小的生活
片段都能获得被他人认可的连接，每
一个人都能迅速找到同好，在得到外
界的关注后消减一点点的孤独感，提
升一点点的幸福感，从而增加社会整
体幸福感的总和。你打开快手浏览，
会发现一条维修工人发布的视频，会
有许多同行在评论里留言鼓励；一个
制作传统糖画的老师傅发布的作品，
也会有许多90后在评论里请教过程。
这种精准的推荐带来的交流，及由此
产生的温暖、被理解，就是快手技术
的温度。

成都商报：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
段时间里，您认为互联网最大的机遇
会出现在哪些领域？

宿华：人工智能。目前人工智能发
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深层次情绪情
感理解方面需要不断加强。

成都商报：当 5G 来临的时候，短
视频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包括快手。

宿华：首先手机5G的特点是叫高
带宽低延迟，高带宽是意味着视频的
清晰程度，视频的上传，观看视频的资
费会非常低，清晰程度会非常高，连接
的延迟是实时的话大家互动可以变得
更加的实时。

如果5G来临，能够让更多场景突
破临界点。举个比较细微的例子，比如
我的表弟在修手机，他想要学习修手
机的时候，他要跑到我们市里面去专
门报一个班跟他的师傅去学，如果在
5G 的情况下，不是网上学英语了，你
可以学习修手机，因为他要更细地去
看那个镊子怎么去操作一个小小的电
容，一个小小的芯片，5G 的情况下会
让这个场景成为现实。

那些需要许多细节的高清视频，
很实时的互动的那些交互的场景，今
天还看不见，但是5G来临就有可能都
行了。那时候大家提起互联网教育，大
家脑子没有想到，未见的是英语，未见
的是数学，可能所有可学的东西都在
互联网上。

这块快手今天也有在尝试，我们
叫快手课堂，课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人
教你怎么种庄稼，看到庄稼上细细的
叶片上的纹理出现了什么问题，代表
了病虫害，怎么剪苞米上的穗子，剪了
之后苞米会长得更好，这个需要更高
清的视频，需要在户外无处不在、高速
的、高清的、低成本的、实时互动的连
接，我觉得5G时代是有大量的这种可
能性的，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持续尝
试，当连接到来的时候，我相信快手应
该是走在前面的。

眼里的互联网十年

人工智能领域
是未来互联网
发展的机遇

快手科技创始人兼CEO 宿华

进口商品带动
电商市场“整体升级”

网易考拉副总裁 冯小枫

网易考拉海购成立前，海
淘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行业与
大众对于海淘消费的理解还停
留在代购模式上，而行业中对
新电商平台的期待也基本以平
台模式为主。2015年，网易考拉
海购进入了市场。2018年，网易
考拉海购正式更名网易考拉，
它也让自营跨境模式逐渐取代
了“海淘”的代购模式，成为海
淘市场的主流。

对于网易考拉而言，三年说
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这三年
中，网易考拉经历了萌芽期、蓬
勃发展期和井喷期三个阶段。

此前在媒体采访中，网易考
拉曾透露，在筹备网易考拉海购
这个跨境电商平台项目时，丁磊
曾向后来的网易考拉CEO张蕾
征询对做海购的意见。当时张蕾
进入网易已经11年，曾负责过在
线广告系统、网易保险、网易理财
等业务。她在一周内跑遍了国内
几乎所有保税仓。在经过二人严
谨细致的考察后，决定只做自营。
因此为了保障品质，网易选择了
纯自营直采海购平台。于是，2015
年1月，自营跨境电商平台——
网易考拉海购上线了。

2016年，网易考拉与众多海
外品牌和一级供应商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供应链的完善和
升级促进了网易考拉的蓬勃发
展。让网易考拉更上一层楼的，
还有“考拉模式”的精品战略。

网易考拉在海外影响力逐
步提升的同时，为了加强品质服
务，提升用户粘度和信任感，
2017年7月，网易考拉上线了黑
卡会员，成为唯一一个全部自营
商品可以享受会员折扣的电商

平台。而就在2017年，艾瑞的数
据表示，网易考拉作为行业第一
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可以和老
牌综合电商一决高下，跻身七大
电商的行列。

对于网易考拉走来的这一
路。网易考拉副总裁冯小枫表
示，网易考拉在跨境电商市场取
得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始
终将品质放在首位的态度，网易
考拉的模式、制度和口碑，都帮
助网易考拉赢得了“消费升级”
用户的青睐和信任；另一方面，
也离不开网易的互联网基因以
及网易集团资源的大力支持。

同时，她也表示电商的发展
是与社会主流消费群体的迁移
同步，他们的消费需求变化决定
了电商市场的未来趋势。站在网
易考拉的角度，伴随着大量进口
商品的涌入，消费者对品质的鉴
赏力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这将
带动电商市场的整体“消费升
级”；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口红
利的逐渐见顶，流量成本的不断
攀升，也会促使更多的电商涉足
社交、涉足内容，而在这些领域，
网易考拉都在抢先布局，并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

网易考拉将坚持品质电商
的核心，继续坚持精选、高性价
比和优质体验的发展道路。除了
不断升级全球高等级供应链外，
网易考拉也在积极拓展国内外
的优质制造工厂资源，从商品的
源头为消费者带来品质和性价
比，网易考拉在内容和社交领域
的发力也将保持网易考拉在流
量成本上的优势，持续为消费者
带来实惠。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郭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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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被幸运抽中为7500万分
之一的“天猫双11之子”、获得“全
宇宙最强表白C位”的微博网友

“派大星星星l”做出了一个暖心的
决定：希望把大部分的资源位捐出
用于公益，帮助寻找走失儿童。

“派大星星星l”是个90后杭州
单身妹子，她解释了做出这个决定
的原因：“我经常在微博收到小朋
友走失的消息，想到我自己有疼我
的爸爸妈妈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失
去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一定很伤心。
我希望通过那些资源位能让大街
小巷老老小小大家都能看到，很多
爷爷奶奶都不上网，这样他们也能
看得见。”

其实，天猫双11之子是今年天
猫双11十周年的一次献礼，获奖者
将获得被网友评为“价值上亿”的
来自阿里经济体各个BU和天猫品
牌商家以及品牌蓝V们提供的表
白资源位。据天猫工作人员介绍，
在这些表白资源位中，“派大星星
星l”只选择了其中5种，包括阿里
巴巴、淘宝、速卖通、农村淘宝、原
始原素提供的表白机会，其他全部
捐出来做公益。

11月1日11点11分，天猫官方
微博宣布正式启动新一轮“天猫双
11之子”活动，送上“史诗级表白C
位”。微博发出后，引发了7500万次
转发。“派大星星星1”在两个小时

后转发微博说，“表白自己吧”。
11月6日中午，微博官方抽奖

平台将“派大星星星l”从7500万名
网友中被幸运抽中，成为2018年的

“天猫双11之子”，获得全宇宙最强
表白C位，不仅可以把自己的表白
通过卫星送上太空，还可以强势登
上阿里影业、银泰、居然之家、盒
马、菜鸟等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展示
资源位。

在宣布捐出资源位用于公益
之后，她的这条微博已经获得上万
次点赞，很多网友评论留言道，“善
良的人才会这么幸运，这是真理”。
天猫方面表示，将根据其意愿，把
所有捐出的资源位都落实用于帮
助寻找走失儿童，让公众获知寻找
走失儿童的方法，在全社会范围内
帮助建立儿童保护意识。

“派大星星星l”的爱心得到了公
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团圆”系统）的响应。饿了么在看
到“派大星星星l”的微博后，即刻宣
布继续加码全国数千个外卖小哥餐
车广告位。全国5000个影院淘票票
取票机广告位、全国62家银泰商场
的广播及32家门店的商场大屏等阿
里经济体的资源位将同步发布寻找
走失儿童信息，将成为天猫双11十
周年历史上最为暖心的景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在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之际，已
经跻身胡润独角兽企业榜单的苏
宁金融公布今年前10月交易量已经
突破万亿，激活会员已超7000万。

定位于“O2O融合发展的金
融科技公司”，苏宁金融上线了国内
首个金融区块链黑名单共享系统，
实现金融机构间的反欺诈黑名单
的安全共享和存储；“极目”账户异
常预警系统用于支付反欺诈场景
以及信用反欺诈场景的全维度评
估和监测，已累计评估风险用户及
行为超过10亿次，帮助商家抵御风
险、减少损失超过1亿元；基于知识

图谱技术的企业贷款预警系统当
前已汇集80万家企业数据，每家企
业数据维度达到500个维度，支持对
企业贷款风险进行实时监控；苏宁
金融金融智能客服机器人当前问
答准确率达92%，居于行业前列。

以苏宁金融的支付技术为例，苏
宁支付目前已开发并上线了指纹支
付、指纹解锁、刷脸高级实名认证、无
人店刷脸支付，开户最快只需100秒。
去年11月，苏宁支付又打造出了一键
付，这让订单支付成功率提升至90%
以上，用户操作步骤从4步减少到了1
步，支付时间从12秒减少到1秒。

2018年苏宁金融大事频出。今
年8月10日，苏宁金融与浦发银行在
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除了浦发
银行，苏宁金融年内还先后与郑州
银行、民生银行、天津银行甜蜜“牵
手”。而早在去年，苏宁金融与多家银
行机构纷纷“联姻”，实现强强联合。

目前，苏宁金融的银行朋友圈
已经实现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的全覆盖。与
银行业“共舞”，让苏宁金融玩法越
来越多变，越来越新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快手以
及涉及短视频电商的多位大咖、专家
带来了独到行业见解。

如何破解信息茧房？
服务大众还是捧起“网红”

短视频的人工智能推荐系统给消
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常常带来严
重的偏好导向，形成信息茧房效应。针
对这一难题，短视频行业给出了自己
的思考和解决方式。

昨日在互联网大会上，短视频头部
平台快手科技创始人宿华认为，“信息
茧房是第一代的推荐系统特别容易出
现的问题。”如果你只用他的偏好，过去
被证明过他会喜欢的东西，算法会一直
推荐，永远会困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

他介绍了快手的解决之道：这个
世界上总有很多人跟你的偏好是比较
相似的，但又不完全相同，相似但不完
全相同，这些人探索过的、发现过的、
喜欢过的内容也好，方向也好，都可以

拿去给一个用户尝试。
宿华进一步解释，“比如我作为一

个用户，我喜欢踢球，我喜欢写程序，
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也喜欢踢
球，也喜欢写程序，但他们可能还喜欢
探险，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很像，但是
不像的那部分我会拿过去来尝试。相
当于会有很多、有全世界无数的网友
帮你去探索这个世界。”

针对AI算法，宿华认为今天掌握
这种工具的人通常都是软件工程师或
者算法工程师，他们里面掌握好的人
是懂得每个工具特点的，针对这个特
点怎么去用，最后看有没有产生偏见。
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算法，本质上是
说用算法的人怎样更好地利用算法的
特性去解决社会问题。

如何使用AI算法，宿华有自己的
理解，他认为应该让AI算法的力量被
每一个不懂这种力量的人所享受到，
让每个普通人在这个时代，因为人工
智能的进展，他们能够更好地跟世界
连接。

短视频进入下半场？
题材拓展至更多垂直领域

《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景气指数及

短视频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
网络直播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2018
上半年中国网络短视频带宽总量接近
翻三番增长，截止到今年6月，带宽指
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90.2%。与此同
时，短视频观众独立IP指数在2018上
半年也持续创出新高，截至6月相比去
年同期增幅达175.1%。

业内人士指出，短视频在经历了
2018年第二季度的监管整顿和平台
质控之后，内容质量和审美志趣更为
高阶，其题材也逐步从娱乐内容扩充
到垂直领域，体育、财经、教育等竖
屏短视频内容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同时对于短视频近年来出现的审
核难题，在互联网大会上也有相关企
业给出建议，如引入社会化的知识，包
括各领域专家、大学教授、媒体记者
等，把有见识的、有见地的外部人士定
期请到平台探讨短视频内容伦理。对
此快手平台表示，会将网上的工具交
给专家学者投票决定，有一些东西我
们很难判断清楚、产生争议的，会让这
些专家、学者代表社会的认知去帮助
我们做一些判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实习记者 杨程

快手的第二个审核员
宿华对信息茧房说不

1111月月77日日，，第五届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
镇举行镇举行。。对于互联网而对于互联网而
言言，，20182018年的短视频年的短视频
行业成为竞争最激烈行业成为竞争最激烈
的方向之一的方向之一，，各家平台各家平台
从内容扶持到电商变从内容扶持到电商变
现都在寻求突破现都在寻求突破。。

双11最暖一幕：
天猫双11之子捐出上亿资源位
帮助寻找走失儿童早团圆

苏宁金融2018年交易量已超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