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
排名前二十名

1 上海市
2 北京市
3 深圳市
4 广州市
5 杭州市
6 天津市
7 重庆市
8 南京市
9 大连市
10 武汉市
11 西安市
12 成都市
13 青岛市
14 厦门市
15 哈尔滨市
16 福州市
17 济南市
18 昆明市
19 宁波市
20 长沙市

海外网络传播力
排名前十名的省份

1 浙江省
2 江苏省
3 广东省
4 海南省
5 福建省
6 山东省
7 河北省

8 西藏自治区
10 云南省和江西省

本报讯 （记者 陈冬艳 特约记者 易
珏）重庆的海外网络传播力位居全国第七，西
部城市第一。昨天，重庆晨报记者在北京举行
的《2018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发布会上
获悉，重庆在全国338个城市中，海外传播力
综合能力跻身全国前十，西部第一。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张洪忠教授发布本次报告。

《2018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由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光明日报智库
研究与发布中心以及中国日报网联合发布。
研究团队选取了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作
为研究对象，挖掘Google、Twitter、You-
Tube三个海外媒体平台的数据开展分析。

海外传播力前二十名城市
报告显示，338个中国城市中海外传播力

排名前二十名的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
市、广州市、杭州市、天津市、重庆市、南京市、
大连市、武汉市、西安市、成都市、青岛市、厦门
市、哈尔滨市、福州市、济南市、昆明市、宁波
市、长沙市。前二十名城市均为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按省份所辖的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平
均值来看，海外传播力排名前十名的省份
是：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海南省、福建
省、山东省、河北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和
江西省。

重庆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崛起迅速
2018年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总指

数排行前 30 名中，副省级以上城市占比
97%；Google News增长指数排行前30名
中，副省级以上城市占93%；YouTube增长
指数排行前 30 名中，副省级以上城市占
90%；Twitter增长指数排行前30名中，副省
级以上城市占比73%。总体上，以北上广深
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和以杭州、重庆、成都等为
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传播力指数明显高于二三
线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增速整体较快，
Google及Twitter平台增速排名前十的城市
有9座位于东部沿海地区，YouTube平台增
速排名前十的城市有8座位于东部沿海地
区。总体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重庆一座城
市位于我国西南内陆地区。

搜索高频词汇与对外开放有关
2018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排名前五

位的是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杭州
市。这五个城市Google News搜索结果的
高频词汇中大都会呈现“Open”（开放）、“In-
ternational”（国 际 化）、“New”（新 的）、

“Trade”（贸易）、“World”（世界）这五个词
汇，这些词汇都与对外开放有关。这五个城市
恰恰是我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经济实力最强、
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五个城市。

旅游是提升海外传播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排名前三位的

地级市分别是阿里地区、三亚市、苏州市，三个
城市均以旅游主题获得较高海外网络传播力。

阿里地区YouTube传播力位居所有地
级市第一位，2018年视频数量达2530条。阿
里地区位于我国的西藏自治区，近年来当地政
府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旅游业发展，其已经成为
国际知名的自驾游旅区。自驾游客通过拍摄
视频将其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上展现
了阿里的风土人情，阿里地区的海外网络传播
力得到大幅提高。

向海外用户讲好重庆故事
今年下半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在市委宣

传部的领导下，成立国际新闻传播中心，建设
和运营iChongqing互联网海外平台（www.
ichongqing.info），以视频、文图、动画等多媒体
形式，用英文向海外用户介绍重庆的美丽山
水、人文故事、投资机会，并与谷歌、雅虎、必应
及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海外互联
网巨头积极合作，向海外用户讲好重庆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2018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发布

重庆海外网络传播力
全国第七 西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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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旅游、百度数说发布《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指数报告》

重庆荣登十大“热门城市”榜首

重庆独特的8D魔幻景色。 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雪影）如何成为
一名合格的社区助老服务志愿者，及志愿
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心态和素质？日前，大
渡口区八桥镇凤阳社工室邀请了授课讲师
曾庆为社区志愿者提供助老服务技巧能力
提升，并在社区多功能室开展了此次志愿
者培训知识活动。

曾庆向志愿者骨干讲解了志愿者、志
愿服务及志愿服务精神的相关定义、特点、
原则、素质要求及享有的权益和履行义务，
引导志愿者骨干对社区志愿者及志愿服务
有一定的认识，培养树立志愿服务精神。

随后，曾庆以老年人的特征、助老服务
概况、助老服务内容、服务注意事项为重点
进行授课。接着，还进行了工作交流与经
验分享。

“社区社工室开展这样的培训活动很
好，让我进一步了解志愿者是什么，应该怎
么做，也为我今后开展志愿服务指明了方
向。”参加培训的助老志愿者张远富表示。

凤阳社区开展
助老志愿者培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郭发祥）在一份由携程
旅游和百度数说制作的《2018年城市旅游度
假指数报告》中，重庆表现不错，多个指数位列
前茅。其中，在“热门城市”中排名第一。

12月28日，百度百科数说发布会，携程
旅游和百度数说的专家团队基于携程 3亿
会员、线下7000多家门店，以及业内规模最
大的跟团游、自由行订单数据，并结合城市
百度搜索数据，对中国旅游城市进行了全面
总结。

城市“出游力二十强”
重庆由第13升至第4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28.26亿人次，同比增
长11.4%；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7131万人
次，同比增长15.0%。

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2018年
“出游力”前二十强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
都、重庆、武汉、广州、西安、南京、杭州、郑州、
长沙、深圳、昆明、天津、贵阳、济南、合肥、南
昌、太原和南宁。

相比2017年同期，上海、北京和成都稳守
前三名，重庆上升速度最快，由2017年的第
13上升至第4。

根据携程百万级的出境自由行、跟团游的
服务人数，报告发布“2018年20大出境旅游
出发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重庆、南
京、武汉、昆明、西安、杭州、深圳、天津、郑州、
长沙、贵阳、济南、南昌、南宁、合肥、青岛。重
庆位列第5。

城市“消费力二十强”排行榜
北京、上海、深圳位列前三

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2018年
“消费力”前二十强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
圳、天津、广州、杭州、南京、青岛、济南、太原、
合肥、西安、厦门、昆明、成都、武汉、南昌、重
庆、贵阳和长沙。

旅游新零售城市排行榜
重庆第一

2018年，携程、去哪儿、旅游百事通三大
品牌的线下门店数量已超过7000家，城市覆
盖率达到了80%，每年服务500万人。

根据携程门店数据，重庆、成都、上海、武
汉、西安、郑州、北京、长沙、昆明、南京、天津、
济南、贵阳、杭州、广州、合肥、南昌、深圳、太原
和南宁在“旅游新零售城市排行榜”中排名前
二十。

报告指出，旅游新零售在2018年增长迅
速，城市居民选择在门店购买在线旅游公司的
产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游客增长最快热门城市排行榜
重庆榜首

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的预订情况，报
告发布了游客增长最快的十大“热门城市”，依
次为重庆、苏州、南京、成都、青岛、兰州、西宁、
杭州、西安和长沙。

其中，重庆荣登热门城市榜首，游客增长
达到262%。哪个年龄段游客喜欢前往重庆？
他们又怎么游玩呢？

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数据，80-90后
游客是前往重庆的中坚力量，共占比近40%；
其次是70后，占比为18%。

在选择出行时长上，有 67%的游客选
择了 3 天以下的短途旅游，也有 30%的游
客选择了4-6天的旅程。选择和同事朋友
一同前往重庆的占比最高，占比32%，而选
择亲子和情侣的游客占比也很高，均超过
25%。

两江新区

重庆科技竞争力排名
渝北九龙坡江北“领跑”

本报讯 （记者 陈军）前天，重庆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在重科院发布了“2017
年度重庆市区域与行业科技竞争力”排行
榜。报告显示，2017年科技竞争力排名前
3位的区县依次是渝北区、九龙坡区和江
北区。与上一年度相比，排名上升最快的
是城口县，由第38位上升至第15位，酉阳
县、梁平区的排名分别上升了6位，綦江区
和璧山区的排名分别上升了4位。

据了解，城口排名上升主要体现在环
保产业一块的权重。科技竞争力反映的是
区域和行业科技资源、政策环境、人才技
术、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和竞争力的能力与水平，重科院和战略
研究院从2014年开始连续开展科技竞争
力评价研究。在我市的行业科技竞争力方
面，支柱产业中的装备制造、石油天然气化
工、材料排名较上一年度有所上升，分别位
居全国第17、第19和第23位。在我市10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页岩气排名继续居
全国之首。

九龙坡

投用高温高压冲洗车
擦亮城市路面

本报讯 （记者 陈军 通讯员 李
长英 曾宇）近日，九龙坡区环卫处首次投
用高温高压冲洗车，可以实现热水冲洗，让
城市路面更洁净。

据了解，过去环卫部门处理地面油污，
一般是撒上去污粉、清洁剂甚至腐蚀性较强
的烧碱，再采用人工刷洗，对环境和作业人
员健康都有一定影响，且由于工序多，作业
耗时费力。九龙坡区投用的环卫车加装了
一台高压冷热水清洗机，可快速将水加温到
80度，不再使用去污材料，通过高温高压水
流就能有效清除地面油污，简单的工序也将
作业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二。同时，高
温水流经反射变为雾状，温度大大降低，不
会对作业人员和过往群众造成伤害。

高新区

行业大咖论道
“5G时代的内容创业”

本报讯 （记者 陈军）昨日，重庆高
新区管委会办公室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邀请腾讯企鹅智库总编辑王冠、梨视频总
编李鑫、喜马拉雅副总裁李海波来到重庆
新媒体产业园，为我市新媒体从业者、高
校学子及媒体记者带来精彩的行业前沿
信息分享。

智能科技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媒体也越来越智能化。喜马拉雅副
总裁李海波表示，通过整合优质的音频资
源，让用户精准分享，才能使媒体“头部”
优势越来越大。人们的时间碎片化后，需
要有更好的“断点接续”技术才能提高受
众体验。此外，王冠与李鑫还从“短视频”
在5G时代的机会与听众进行了精彩的分
享与互动。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张洪忠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