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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改變。以蒸汽

機和電力為代表的前兩次工業革命，主要是對動力的革新；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信息技術的革命，讓人類邁入了信息時

代。在這一時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不斷推動着經

濟社會的變革，改變着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並將推動工業

革命的進程。

自走出實驗室後，互聯網的應用發展首先是從消費領域

開始的。如今，我們每天的衣食住行都已離不開互聯網。特

別是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後，互聯網隨時隨地觸手可及。

互聯網在國外已經發展了近 50 年，但進入我國只有 25

年的時間。儘管起步較晚，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卻非常迅速。

我國很多互聯網企業通過更深入地結合國情，從一開始的模

仿學習到並跑跟隨，如今在消費互聯網的一些領域已經走到

世界領先的位置。

2018 年底，我國手機的普及率已經達到 112.2 部 / 百

人。1 近幾年，我國網民數量的增速顯著降低，網民數量已趨

1 本書中涉及我國的數據未包括港澳台地區。

序 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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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飽和，僅依靠互聯網人口紅利很難帶動行業持續增長。我

國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創造了許多國際領先的案例，但當前消

費互聯網發展的動能在減弱，互聯網的發展面臨轉型需求。

全球發展目前正處於新舊動能的轉換期，人類將迎來第

四次工業革命。新時代互聯網發展的新動能將主要來自 3 個

方面：5G、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

新動能之一是 5G。2019 年 6 月 6 日，5G 牌照正式發

放，我國正式進入 5G 元年。4G 的發展帶動了移動互聯網的

發展，催生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從 4G 到 5G，移動

互聯網仍然會按照峰值速率 10 年 1000 倍發展。5G 瞄準了

3 個應用場景：增強型移動寬帶，低時延高可靠通信，廣覆

蓋、大連接，以支撐移動互聯網和工業互聯網的發展。我國

5G 的商用正好與互聯網進入「下半場」同步。

新動能之二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勞動生產

率，拉動消費，提升產品質量。根據有關報告，2017 —

2030 年，人工智能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將超過 GDP 的

55％。麥肯錫預測，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可以為全球額外

貢獻 13 萬億美元的 GDP 增長，推動 GDP 每年增長 1.2 個

百分點。人工智能可比肩 19 世紀的蒸汽機、20 世紀的工業

機器人和 21 世紀的信息技術。

新動能之三是工業互聯網。互聯網經歷了 PC 互聯網、

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幾個階段，現在發展到工業互聯網的新

階段。工業互聯網結合了 IT（互聯網技術）和 OT（操作技

術），與消費互聯網有很大的差異。雖然當前工業互聯網形

成的新動能還不足以彌補消費互聯網動能的減弱，但隨着新

動能發展的不斷加速，工業互聯網將不斷帶動工業和農業應

用的發展，還會反過來再促進消費互聯網的改進。

相對於發達國家，我國對工業互聯網的需求更為迫切。

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傳統產業相對成熟，而我國許多產業

的基礎較為薄弱，存在轉型升級的需求。在這種條件下，儘

管存在一定難度，但整體來看，我國工業互聯網的起步不算

太晚。消費互聯網在全球已經發展了 50 年，未來工業互聯

網在我國也會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時期，且存在巨大的市場和

需求，前景一片光明。如果我國能有效地抓住發展機遇，就

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現在一些領域已經開始

呈現出這種趨勢。

內地互聯網的發展風力未減，且新風向興起。互聯網已

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深度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

面，衣食住行的需求是持續的，用戶吃的東西、用的東西不

會因為經濟的「冷」和「熱」就有很大變化。另一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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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教育、醫療、養老、旅遊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社

會生活的快節奏激活了網民對「短平快」新業態的追求，短

視頻、小程序等風頭正旺。人們除了物質需求在增長，精神

文化層面的需求也在增長，涉及文化、娛樂、安全、和諧環

境、生態環境等方面。互聯網可以在這些方面發力。

創新是互聯網永恆的主題，未來將有更多新的技術不斷

融入互聯網，互聯網從名稱到內容都可能不斷發生變化。不

過，技術的發展總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

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特別是新的安全風險。互聯網發展

過程中，安全風險問題是永遠存在的，沒有終極解決方案，

只能不斷去應對。未來互聯網的安全將不僅僅是單個企業的

安全問題，而是涉及整個行業乃至國家和世界的重大安全問

題。只有設備供應商、互聯網安全企業、電信運營商、政府

等實現信息的共享和聯動，才能有效地應對網絡安全的問

題。除了網絡安全的挑戰，我國在芯片等一些基礎技術發展

上還存在不足，還有一些高端核心技術嚴重依賴發達國家，

這有可能帶來國家戰略層面的安全問題。我們需要加強對

這些基礎技術的研究，將技術發展的底牌牢牢控制在自己

手上。

此外，隨着發展的深入，互聯網將越來越多地涉及相

關的法律及道德倫理問題，這也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對此

我們既不能監管過嚴，制約行業的創新發展，也不能放任不

管，使得風險放大。我們在面對技術創新時，需要擁有更高

的管控智慧。

總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互聯網從起步、發展到轉

型，已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對於如何看待過去互聯網的

發展經驗，分析互聯網給中國帶來的改變以及未來在中國的

發展趨勢，《絢麗變革：互聯網改變中國》這本書進行了一定

的歸納和總結，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參考。未來，挑戰

與機會共存，我們看得見風光，也要經得起風險的考驗。成

功不能靠複製別人的模式，創新才是永恆的主題。希望更多

有識之士加入，藉助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5G 和移

動互聯網帶來的機遇，共圓網絡強國之夢。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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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在過去的 20 多年間給我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我們這一代人，從「286 電腦」的 DOS 操作系統開始

進入信息時代，從撥號上網開始連接世界。我們見證了電子

郵件替代信封郵筒，成為每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溝通工具，

也見證了基於移動通信設備的各種強大 App，通過連接賦

能 …… 互聯網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給社會帶來了

巨大的變革，在發展的過程中，它不斷衝向新的高峰，卻還

遠未登頂。

在互聯網領域從業多年，我很幸運能夠沉浸於行業之

中，親歷我國互聯網行業發展給時代帶來的深刻變化，見證

網絡信息技術給社會帶來的創新成果。此次，我受人民郵電

出版社的委託，撰寫「科技改變中國」主題出版項目中的《絢

麗變革：互聯網改變中國》一書，立足當下，回顧和展望，

系統地剖析互聯網是如何撬動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的資源，

又是如何通過數字連接實現降本增效、精耕深耕、擴大市場

容量的，心中倍感榮幸。十分感謝人民郵電出版社顧翀社長

和張立科總編輯的精心策劃，以及學術出版中心王威總經理

前 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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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書責任編輯劉玉一、韋毅的精心組織。

本書的整體脈絡結構如下。第一章概述我國互聯網發展

的整體歷程和成功要素。第二章展示我國「互聯網 +」行動

計劃的政策實施及落地細則。第三章從互聯網改變物質生活

和精神生活着手，呈現零售、出行、娛樂、教育等領域由互

聯網帶來的新業態。第四章聚焦受互聯網影響的人群，展現

互聯網通過技術普惠，給不同人群的生活帶來的真切變化。

第五章呈現互聯網帶來的公共服務效率的提升，變「群眾跑

腿」為「信息跑路」，為公眾提供了更簡便、更高效、體驗

更好的公共服務。第六章特別關注公益領域，互聯網降低了

公眾參與公益活動的門檻，讓公益活動的參與方式和實現方

式更具創意，並通過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構建信任關係，幫

助公益事業更加健康有序地發展。第七章展現互聯網給金融

業帶來的改變，我國的金融科技發展全球領先，商業模式的

創新讓世界矚目。第八章着重分析互聯網與可持續發展的關

係，我國在互聯網助力農村發展、振興「三農」方面的經驗

可以為不發達國家提供借鑒，從而助力其他經濟體攜手並

進，邁向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第九章預測工業互聯網是我

國互聯網下一個十年發展的關鍵，數字經濟將深入製造業的

各個流程與環節之中，通過數字化流程改造、數字與實體世

界的完美融合，釋放出巨大的動能。

能夠完成本書的寫作，要感謝幾位合作者：我的前同事

楊才勇和許晨，以及我的朋友韓元佳。能和這些有敏銳洞察

力的人士共同完成本書的撰寫，是非常快樂的經歷。他們都

在各個細分行業中深耕已久，對行業的發展有獨到的見解，

既能充分理解業務開拓的出發點與痛點，又能洞察並提煉行

業發展的通用模式與規律。感謝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

院電子信息產業研究所副所長陸峰博士，他對「互聯網 +」

行動計劃以及互聯網時代下的新挑戰與新應對的透徹剖析讓

本書的內容更具戰略高度。感謝網絡空間安全戰略預警與決

策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張傳新對互聯網潛

藏的風險隱患的專業分析，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互聯

網，居安思危方能行穩致遠。此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前同事

翟紅新、孫懿、曹鵬、李剛等給予我的大力幫助。在他們的

幫助下，我完善了書中很多案例的細節與數據，也正是他們

將在互聯網行業從業多年的經驗與心得無私分享，讓本書的

案例貼近商業的生動實踐。

最後，感謝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讓我們能夠親歷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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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互

聯網作為一種強有力的技術、工具，助推我國經濟實現高速增

長和高質量發展，當前，互聯網產業已經成為各大產業中增長

的亮點。互聯網及相關技術的發展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

轉換的關鍵。

1.1  互聯網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的轉換

隨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傳

統動能正在衰減，而國情決定了我國不可能走發達國家傳統工

業化發展的老路，必須尋找一條能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徑。互聯網帶來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着經濟增長新舊動能

的轉換，發展互聯網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優選

路徑之一。

1.1.1  動能轉換的需求及資源困境

2018 年，我國 GDP 總量已達到 90 萬億元，較 1978 年增

長超過 240 倍，剔除通貨膨脹等因素後的實際增長也達到 36

本章導覽

「互聯網 +」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當前，傳統經濟的

發展遇到諸多問題，互聯網及相關技術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新

舊動能轉換的關鍵，也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模式。

互聯網通過數字連接，以數字信息的投入取代實際物質

資源的投入，從成本、效率、模式及產業鏈等方面重塑傳統產

業，從而成為實體經濟增長瓶頸的突破點。

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我國的互聯網經濟從追趕到並跑跟

隨，再到如今在某些領域引領全球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商業模

式層出不窮，在社交、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等諸多細分領域的

創新已經成為全球典範。

互聯網正深刻改變中國。我國互聯網的發展之所以能夠取

得巨大成功，源於經濟體量、人口優勢、後發優勢、競爭環境

及政府推動等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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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我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然

而，回顧來路，並非一切都一帆風順；放眼未來，如果一成不

變，也難以繼續一路高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全球經濟的增長速度

放緩甚至開始負增長，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外需動力迅速

萎縮。2009 年，我國出口總額大幅下滑。此後，隨着全球經

濟形勢的逐步回暖，出口情況有所好轉。但從外部形勢看，金

融危機爆發後，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

趨緩。這些國家和地區試圖通過推進「再工業化」重振製造

業，削減貿易赤字，平衡「虛」「實」經濟。在此背景下，國

際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各種國際貿易規則也面臨重構。我國出

口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長已經很難維持，加之內地房地產等市場

的調整，我國經濟進入了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經濟增長速度整體上持續放緩。到了

2019 年第二季度，GDP 同比增長速度降至 6.2％，見圖 1-1。

外需動力萎縮的同時，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傳統生產

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作用也在減弱。經濟面臨的下行壓

力加大，環境對資源消耗的承載能力幾乎也達到極限。我國能

源資源總量很大，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目前我國人均資源佔

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 58％，居世界第 53 位。國情決定了

我國不可能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傳統工業化發展

道路，否則無論是資源還是環境的承載能力，都無法支撐經濟

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必須尋找一條資源更省、效率更優的現代

化發展道路。這對經濟增長新舊動能的轉換進一步提出了迫切

要求。

1.1.2　動能轉換的突破點

互聯網通過數字連接，以數字信息的投入取代實際物質

資源的投入，從成本、效率、模式及產業鏈方面重塑傳統產

業，從而成為實體經濟增長瓶頸的突破點，成為推動中國乃至

世界經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因素。

圖 1-1　我國GDP同比增長速度的變化

（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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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低產業運行成本

互聯網降低了產業運行成本，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產業運行不再基於物理介質，而是基於數字化的信

息，這樣能夠突破時空限制，大幅提高信息連接的效率，降低

信息的不對稱程度以及時空交互成本。

二是通過對產業生產要素和運營流程的數字化改造，

能夠對生產和經營環節進行精準預測、優化佈局、精細化運

營、實時反饋並反覆修正，提高產業自動化、智能化處理水

平，從而提高產業的運行效率，降低運行成本。

三是在互聯網模式的驅動下，產業運行不再依賴物理網

點和人力等傳統要素，產業服務的邊際成本可趨近於零。儘管

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研發成本，但隨着規模的增長，單筆

服務的成本能夠大幅降低。

2. 提高產業產出效率

互聯網及相關技術通過與各個產業的深度融合，對產業

進行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能夠不斷沉澱和積累產

業的先進經驗和技術，從而更好地進行迭代優化。同時，互聯

網對時空限制的突破使得產業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大幅提高複

製和應用這些經驗、技術的效率，形成強大的規模化複用能

力。這種效率的提升，使得產業發展能夠突破人力等傳統資源

要素投入的束縛，大大提高要素投入的彈性和靈活性，在不增

加物質資源要素投入的情況下，顯著提高產業的產出效率。互

聯網及相關技術已成為突破傳統產業經濟資源利用瓶頸、大幅

提高投入產出效率的有效工具。

3. 創新產業服務模式

互聯網經濟側重以用戶為中心，通過創新產業服務模

式，提升用戶體驗，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及

相關技術能夠提高產業的生產能力，降低用戶服務成本，促進

產品服務創新，從而提高用戶服務的便捷性和精準性。二是互

聯網及相關技術能夠提高產業的服務水平，大大增加服務供給

容量，讓更多用戶能夠獲得更好的服務。用戶有了更多選擇

權，就促進了用戶權力的崛起，服務機構必須更多地以用戶為

中心來構建產品服務，促使服務從「用戶找服務」向「服務找

用戶」轉變。

以金融產業中的信貸為例，在互聯網及相關技術的助力

下，用戶能夠獲得 7×24 小時在線服務，審批周期也從過去的

以月、周計算縮短至以分、秒計算。同時，隨着管理效率的提

升，用戶可以獲得差異化的信貸利率，期限也更加靈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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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隨借隨還。用戶能夠更加精確地規劃資金借貸的時間周

期，減少因資金沉澱帶來的不必要浪費，節約了利息成本。對

於服務機構來說，雖然單個客戶的利息收入減少了，但能夠通

過提高整體資金使用效率等方法來增加收入。

4. 重構產業價值鏈

互聯網對於產業價值鏈的重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從縱

向來看，依託互聯網可降低信息的不對稱程度，縮減無效的價

值鏈環節，提高產業效率，零售電商正是代表案例；互聯網使

得連接共享效率大幅提升，進一步推動了產業價值鏈的專業化

分工，將有更多企業依靠創新和專業能力更加聚焦於價值鏈中

的某個環節，並通過企業間的連接共享提升整個價值鏈的效

率。從橫向來看，互聯網帶來了不同價值傳遞渠道的融合創

新，例如線上線下的無界融合；還帶來了不同產業的跨界融

合創新，如金融服務的場景化融合。隨着用戶權力的不斷崛

起，融合創新的趨勢會進一步凸顯。

1.1.3　我國互聯網的發展歷程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我國互聯網經歷了多個發展階段，

走出了一條從最初的起步追趕到現在在某些領域超越引領的發

展之路。

Web	1.0 門戶網站時代是從 1994 年到 2000 年。1994 年

4 月 20 日，我國接入國際互聯網，正式成為「有互聯網的國

家」；之後，1997 — 2000 年，四大門戶網站網易、搜狐、新

浪、騰訊以及搜索引擎百度相繼建立。以門戶網站和搜索引擎

為代表的 Web 1.0 時代，主要特徵是利用互聯網解決信息的單

向連接和傳遞問題，降低各個領域的信息不對稱程度。

Web	2.0 社交網絡時代是從 2001 年到 2008 年。該時代

以博客、SNS、論壇等社交網絡的崛起為代表，其主要特徵是

從 Web 1.0 時代的單向信息傳遞向雙向信息連接發展。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戶生成內容）模式、平台模式等開

始興起。同時，電子商務、遊戲等互聯網的細分領域也快速發

展起來。

移動互聯網時代是從 2009 年到 2014 年。隨着智能手機

等硬件設備以及 3G 網絡等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互聯網開始

進入移動時代。2013 年，移動互聯網市場呈爆發式增長。這

個時代，微博、微信等移動社交應用不斷興起；美團、糯米、

拉手網開始團購大戰；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移動支付方式不斷

滲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互聯網 +」全面發展時代是從 2015 年開始的。2015 年

3 月，「互聯網 +」被正式寫入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隨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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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 +」行動的指導意見》出台，提出

了十一大重點行動，全面推動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大數

據、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與各個行業的全面融合發展。

此後我國互聯網行業持續高速發展，2015 年到 2019 年第

二季度的這段時間裏，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增

速，除 2015 年略低於金融業外，其餘時間均位居各大行業之

首（見表 1-1），遠遠高於整體的經濟增長水平。由此可見，

互聯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表 1-1　我國 GDP及各大行業增速變化情況

我國GDP及
各大行業增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第二季度

GDP/％ 6.9 6.7 6.9 6.6 6.2

農林牧漁業 /％ 4 3.5 4.1 3.6 3.4

工業 /％ 6 6 6.4 6.1 5.6

建築業 /％ 6.8 7.2 4.3 4.5 5.1

交通運輸、
倉儲和郵政業 /％

4.1 6.6 9 8.1 7.3

批發和零售業 /％ 6.1 7.1 7.1 6.2 6.0

住宿和餐飲業 /％ 6.2 7.4 7.1 6.5 6.4

金融業 /％ 16 4.5 4.5 4.4 7.6

房地產業 /％ 3.2 8.6 5.6 3.8 2.4

我國GDP及
各大行業增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第二季度

信息傳輸、
軟件和信息
技術服務業 /％

14.8 18.1 26 30.7 20.1

租賃和商務
服務業 /％

9.2 11 10.9 8.9 7.3

其他服務業 /％ 8.2 7.5 7.1 6.3 5.5

來源：國家統計局。

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 5 月 29 日，全球前 20 個市值或

估值最大（TOP 20）的互聯網公司被中美包攬，其中我國有 8

個，美國有 12 個。而在 2013 年，在 TOP 20 互聯網公司中，

還是美國一家獨大，佔據 13 個席位，我國僅有 3 個席位。剩

下的 4 個席位，日本佔了 2 個，俄羅斯 1 個，韓國 1 個。2013

年和 2018 年全球 TOP 20 互聯網公司的變化情況見圖 1-2。

（續上表）

圖 1-2　2013 年和 2018 年全球 TOP20 互聯網公司的變化情況

（來源：Visual�Capitalist）

互聯網公司 互聯網公司

美國 美國韓國中國 中國

年 年

日本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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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我國已成為全球互聯網中心之一，

我國的互聯網經濟從追趕轉變到並跑跟隨，如今已在某些領域

引領全球互聯網經濟的發展。

1.2　互聯網在我國成功的要素

我國互聯網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具有多方面

的要素。

1.2.1　基礎要素：經濟體量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已經形成了

龐大的經濟體量。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 年，我國國

內生產總值達到 90 萬億元，比 2017 年增長 6.6％，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64 644 元，比 2017 年增長 6.1％。

隨着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經濟地位也在持續提升。世

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91 年，我國經濟總量全球排名第 11

位，1994 年升至第 8 位，1996 年升至第 7 位，此後繼續一路

上升，2000 年超過意大利，2005 年超過法國，2006 年超過英

國，2007 年超過德國，2010 年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排名

一直保持至今。當前全球經濟總量 TOP 6 國家近 20 餘年的

圖 1-3　當前全球經濟總量 TOP6 國家近 20餘年的GDP變化

（來源：世界銀行）

GDP 變化見圖 1-3。同時，我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縮

小，美國與中國的 GDP 比值由 2010 年的 2.5 縮小至 2017 年的

1.6，見表 1-2。

表 1-2　中美經濟總量及全球排名對比

年份
美國 /
億美元

美國排名
中國 /
億美元

中國排名
美國 / 中國
（GDP比值）

1991 61 740 1 3834 11 16.1

1992 65 393 1 4269 10 15.3

1994 73 088 1 5643 8 13.0

1996 81 002 1 8637 7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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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美國 /
億美元

美國排名
中國 /
億美元

中國排名
美國 / 中國
（GDP比值）

2000 102 848 1 12 113 6 8.5

2005 130 937 1 22 860 5 5.7

2006 138 559 1 27 521 4 5.0

2007 144 776 1 35 522 3 4.1

2010 149 921 1 61 006 2 2.5

2011 155 426 1 75 726 2 2.1

2012 161 970 1 85 605 2 1.9

2013 167 849 1 96 072 2 1.7

2014 175 217 1 104 824 2 1.7

2015 182 193 1 110 647 2 1.6

2016 187 072 1 111 910 2 1.7

2017 194 854 1 122 377 2 1.6

來源：世界銀行。

我國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量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打

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足夠大的經濟體量才能夠支撐互聯網與不同行業

結合產生規模經濟效應，特別是在需要與物理世界相融合的互

聯網經濟領域。以電子商務為例，它不僅要解決數字空間的信

息流、資金流問題，還需要解決物理世界的物流問題。這就需

要龐大的倉儲物流基礎設施來支撐，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

大規模的投入，只有足夠龐大的交易量才能有效攤銷這些資本

投入，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應。

第二，龐大的經濟體量為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產業化、商

業化提供了基礎。這背後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由於我國經濟

體量足夠大，具備龐大的市場空間，各領域不斷創新的互聯網

經濟能夠在某個地區快速測試完善後，迅速向其他地區規模化

複製。這種規律也符合風險投資的需求，這意味着會有更多

的資本進入該領域，從而使得各類創新能更好地進行商業轉

化。二是雄厚的經濟基礎意味着背後有龐大且完善的產業體

系，能夠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以智能手機為例，由

於我國具備了完整的製造業體系及產業鏈，本土企業能夠在此

基礎上快速創新，推動智能手機價格迅速平民化，從而助推了

移動互聯網在我國的快速發展。

第三，龐大的經濟體量能夠更加充分地發揮互聯網的長

尾效應。互聯網具有初期固定成本投入高、邊際成本趨近於

零的特徵，因此，互聯網經濟必須形成足夠大的規模才能產

生經濟效益，規模越大，效益就越顯著。經濟體量足夠大的

優勢在於，即使是一些細分的領域也能聚集起足夠的規模，

從而產生經濟效益。這就為互聯網經濟的創新提供了巨大空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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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能夠更好地發揮互聯網的長尾效應，形成非常完善的互

聯網經濟體系。

第四，我國不僅具有龐大的經濟體量，同時還處於快速

發展的過程中，經濟增速持續位居全球各大經濟體前列。這種

快速發展的經濟環境，既意味着需求側對各種產品服務的需求

在快速增長，也意味着供給側的發展在快速進行，市場機會多

而且發展空間巨大，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1.2.2　核心要素：人口優勢

1. 人口總量優勢

1993 年，喬治．吉爾德提出了關於網絡的價值和網絡技

術的發展的梅特卡夫定律，即一個網絡的價值等於該網絡內的

節點數的平方。在進入物聯網時代之前，互聯網的節點以人為

主，網絡連接的人數越多，整個網絡的價值也就越大。而我國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龐大的人口基數為互聯網的發展打

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 8.29 億，全年新增網民

5653 萬，互聯網普及率為 59.6％；手機網民規模達 8.17 億，

全年新增手機網民 6433 萬。

依照麥肯錫 2016 年發佈的數據，對比其他國家，我國的

網民數量超過了歐盟國家和美國網民數量的總和，網民數量對

比見圖 1-4。2016 年，我國擁有 6.95 億手機網民（佔當年我國

網民總數的 95％），而歐盟國家僅有 3.43 億（佔其當年網民總

數的 79％），美國僅有 2.62 億（佔其當年網民總數的 91％）。

儘管歐美等發達國家互聯網普及率已達到 80％左右，但由於

人口總量較少，其網民規模依然較為有限。

圖 1-4　2016 年中國與歐美國家網民數量的對比

（來源：麥肯錫於 2017 年 8月發佈的研究報告《中國數字經濟如何引領全球新趨勢》）

中國 美國歐盟國家

網民數量 手機網民數量 （單位：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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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及網民數量上的優勢為互聯網產品及應用的發

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國網絡購物用戶

達 5.1 億，手機購物用戶達 4.8 億，直播用戶達 3.4 億，網絡外

賣用戶達 2.95 億，幾乎每一個垂直領域的用戶數量都超過了

美國的網民總數，這對於規模效應十分顯著的互聯網經濟來說

尤為重要。以互聯網為基礎，構建網絡購物、網絡視頻、網絡

直播、網絡社交等不同的虛擬場景，就如同構建了數字世界中

的超級城市，可聚集起數億乃至數十億用戶，遠遠超過實體城

市的規模效應。

2. 人口年齡優勢

除了人口數量上的優勢外，從年齡方面看，我國網民更

年輕。

以 2016 年的數據為例，我國網民平均年齡為 28 歲，美

國網民平均年齡為 42 歲，相差 14 歲。我國除總體人口結構偏

年輕化以外，高年齡段網民滲透率顯著低於美國，這也是我

國網民整體更年輕的原因。我國 60 歲及以上年齡段的網民滲

透率僅為 12％，而美國 65 歲及以上年齡段的網民滲透率高達

66％。具體比較見圖 1-5。

用戶較為年輕帶來的好處在於，他們更願意嘗試、接受

並能更快地學習新事物，這對於快速變化的互聯網經濟來說十

分重要，互聯網產品和應用能夠有更多的機會不斷試錯、快速

發展。

3. 人口密度優勢

我國人口對於互聯網發展的優勢並不僅僅體現在人口數

量與年齡結構上，人口的分佈特徵也對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起着

重要作用。

2017 年我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 148 人，約是全球平

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 58 人）的 2.6 倍，與主要發達國家

圖 1-5  中美網民年齡結構比較

［來源：波士頓諮詢公司（BCG）於 2017 年 9月發佈的報告《解讀中國互聯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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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密度相比，低於日本（每平方千米 348 人）、德國（每

平方千米 237 人），顯著高於美國（每平方千米 36 人）。在全

球人口數量 TOP 20 的國家中，我國人口密度排名第十，處於

中游水平。

從整體上看，我國人口密度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與

其他人口大國相比，處於中游水平，並不十分突出。不過我國

較為特殊的地理結構，以及區域及城鄉經濟差異等因素，導致

人口分佈很不均勻。從地域來看，我國人口主要分佈在東南部

地區，西部內陸地區人口較少。

這種分佈差異在城鄉之間體現得更為明顯。《2016 年城市

建設統計年鑒》披露的數據顯示，2016 年，我國共有 657 個

設市城市，城區面積合計達到 19.8 萬平方千米，僅佔全部國

土面積的 2％，城區總人口（含暫住人口）合計達到 4.77 億，

佔當年年底總人口數的 34.5％，全國設市城市的人口密度達到

每平方千米 2408 人。其中城區人口超過 100 萬的大城市（含

特大和超大）達到 75 個，超過 500 萬的特大和超大城市達到

8 個。

儘管我國城鎮化率剛達到 60％（2018 年數據），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間，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我國已經形成了巨大的

城市群。600 多個設市城市以 2％的國土面積，承載了超過全

國人口數 1/3，接近 5 億的人口。無論是人口總量還是人口密

度，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見。

這種人口分佈特徵對於電子商務、網絡外賣、網絡打

車、共享單車等需要線上線下融合的行業的發展十分重要，因

為只有達到了一定的人口密度，才能夠在線下服務部分產生經

濟性，並且只有在足夠大體量的支撐下，才能有效產生規模經

濟效應。我國龐大的城市群及城市人口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提

供了良好的基礎。

4. 勞動力成本優勢

與製造等行業在土地、廠房、生產設備等方面投入較高

不同，互聯網是一個對人力資本投入較高的行業，其涉及的人

力既包括技術研發型勞動者，也包括藍領體力型勞動者。

目前我國整體勞動力成本遠低於歐美等發達國家。我國

不斷發展的高等教育培養了龐大的高等教育人群，滿足了對技

術研發型的人力需求。2018 年，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到 820

萬，代表時代前沿的 IT 行業成為眾多學子畢業後的首選行

業。同時，接近 3 億的農民工人群為滿足對藍領體力型的人力

需求打下了基礎，支撐起電子商務、網絡外賣等高人力需求行

業的快速發展，這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勞動

力成本的優勢成為推動我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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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國不僅是全球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人口年齡

結構也相對更為年輕化，龐大的人口數量為互聯網產品和應用

的規模化提供了基礎，年輕化的人口結構更有利於互聯網的迅

速普及。同時，儘管我國幅員遼闊，但特殊的地理、經濟等特

徵，使得大量人口向主要城市集中，形成了高人口密度的龐大

城市群，這也為互聯網經濟的規模化提供了支撐。此外，我國

具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也推動了互聯網的快速發展。

1.2.3　發展要素：後發優勢

後發優勢是我國互聯網成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由於經歷了長期的發展積累，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很多領

域已經具有很高的成熟度，互聯網對其傳統產業的改變是漸進

式的。而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尚未完全完成城市化與

工業化進程，部分行業的發展還相對滯後。由此帶來的好處

是，沒有傳統產業的桎梏與包袱，能夠直接利用互聯網改造傳

統產業模式，形成更加高效的生產方式，大幅改善和提高傳統

產業的效率，實現跨越式發展，從而推動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

展。這在零售、金融等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當前我國的電子

商務和互聯網金融，無論是規模還是發展速度，都已居於全球

領先地位。

1. 電子商務

發達國家的現代零售體系已經發展了上百年，而我國的

傳統零售體系發展相對滯後，難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現代零售體系才陸續出現。到 2005 年，我國每

千人零售營業面積僅為 18 平方米，而美國同期高達 1105 平方

米。當時我國的零售業態中 53％為傳統獨立型零售渠道（如

獨立經營的「夫妻店」），現代化程度很低。

隨着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加之前文提到的人力

成本優勢等因素，更加高效的電子商務獲得契機，在我國快速

發展起來。藉助於互聯網，電子商務提高了商品服務和零售的

效率，減少了信息的不對稱程度，使得不同區域的不同人群能

夠更加便捷、公平地獲得更多、更優質的消費品，進一步提升

了用戶的消費體驗。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電子商務飛速發展。2 0 1 8

年，我國實物商品網絡零售額達到 70198 億元，比上年增長

25.4％，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18.4％。網經社的數據顯

示，2009 年，我國網絡零售額僅為 2600 億元，但近 10 年間網

絡零售額增長近 27 倍，發展速度遠超歐美等發達國家。2014

年，我國網絡零售的滲透率達到 9.9％，首次超越美國，此後

該差距繼續拉大，具體見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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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動支付

互聯網金融是我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突出領域，

其中又以網絡支付特別是移動支付最為突出。

2018 年，我國移動支付業務共 605.31 億筆，金額 277.39

萬億元，與 2013 年相比，增長近 28 倍，複合增長率高達

194％。根據著名諮詢機構 Forrester 的報告，2016 年美國移動

支付交易額僅 1120 億美元，且增速相對緩慢。我國移動支付

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已遠遠超過了美國。

我國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也與後發優勢有很大關係。改

革開放以來，我國支付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但由於

我國現代金融業起步較晚，而金融機構也將精力更多地放在

利潤較高的對公業務上，故針對消費者服務的零售金融發展

較慢。

2016 年，我國人均借記卡達到 4.47 張，大幅超過美國及

其他主要發達國家，但我國人均信用卡僅為 0.31 張，而美國

則高達 3.16 張，見圖 1-7。這反映出我國銀行的發卡業務發展

較快，但以借記卡為主，而更多用於消費支付的信用卡業務則

發展較慢。原因除了中國人的信用消費意識較弱、銀行風險

管控較嚴等之外，還有 POS 機網絡覆蓋不足。2011 年，我國

POS 機保有量僅為 36 台 / 萬人，而美國則高達 287 台 / 萬人。

圖 1-6　中美兩國網絡零售滲透率的比較

（來源：BCG於 2017 年 9月發佈的報告《解讀中國互聯網特色》）

圖 1-7　2016 年各國借記卡及信用卡人均持卡量

（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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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借記卡業務的快速發展為移動支付的發展打下了基

礎。而傳統金融支付服務發展的相對滯後，為移動支付的創新

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後發優勢不是推動我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但

為我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助推其實現

跨越式發展。

原有互聯網應用的不斷發展也為新的行業及業態發展打

好了基礎，特別是那些涉及面廣泛的互聯網應用產品，例如電

子商務、支付、社交等。以移動支付為例，2016 年，我國移

動支付比例達到 77％，在全球遙遙領先，見圖 1-8。移動支付

的快速發展，解決了小額支付以及互聯網世界與物理世界信息

流、資金流的融合問題，從而促生了各種新的商業模式，包括

網絡出行、知識付費、網絡直播等。而移動支付的發展本身也

受益於電子商務以及社交應用的發展與普及。我國的互聯網

經濟已經逐步形成了生態效應，原有業態不斷發展完善的同

時，也在推動着更多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

1.2.4　創新動力：競爭環境

互聯網行業的激烈競爭成為我國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創

新的重要推動力。這種激烈的競爭態勢從個別行業的發展情況

可見一斑。

BCG 研究顯示，我國互聯網企業數量是美國互聯網巔峰

期互聯網企業數量的 10 倍甚至數十倍，並且數量波動劇烈。

我國 2010 年興起的團購網站，在 2011 年高峰期數量超過了

5000 家（美國從未超過 650 家），3 年後驟減至 200 家；P2P

（個人對個人）網貸公司在 2015 年高峰期達到 3400 家（美國

從未超過 100 家），之後短短一年便降至 2300 家；網絡直播

在 2015— 2016 年的高峰期時，平台數量也超過 300 家（美國

從未超過 50 家）。這些領域無一不呈現出競爭迅速白熱化、

高峰期企業數量多、企業存活率低的現象。相應地，在我國互
圖 1-8　2016 年各國的移動支付比例

（來源：騰訊信息可視化實驗室，恆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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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行業也更容易「一夜成名」。1997 — 2017 年，在我國的

互聯網獨角獸企業（估值 10 億美元以上的未上市企業）中，

46％的企業於 2 年內達到該水平，76％的企業於 4 年內達到該

水平，而美國相應的比例僅分別為 9％和 30％。

我國互聯網行業競爭之所以如此激烈，源於多方面的

因素。

1. 進入退出門檻相對較低

與製造行業等需要大量土地、廠房、生產設備等要素投

入的行業不同，互聯網行業主要依靠人力資本的投入，其進入

和啟動的門檻很低，甚至只需要一個好的想法、幾個人，便可

以開啟創業之路。相應地，互聯網行業的這種特徵也有利於企

業快速退出。這個行業只要存在市場機會，就能夠吸引大量社

會資源進入，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可以不斷創新、快速試錯、迅

速調整，從而推動行業的高速發展。

此外，互聯網行業本身屬於創新的行業領域，發展過於

快速，監管機構對互聯網行業的限制較少，由此新興的互聯網

企業發展具備了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

2. 行業頭部效應及資本倒逼

互聯網經濟的特徵使其具有非常顯著的頭部效應，即每

個互聯網行業的細分領域中，只有極少數頭部公司能獲得成

功，這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尤為突出。新的機會一旦被發現，各

方參與者就會儘可能地快速搶佔市場，佔有足夠大的市場份

額，以產生馬太效應，阻止其他競爭者進入。對於互聯網這種

變化快速、風險極高的行業，初期獲得的大多是風險資本的支

持。創業投資、風險投資等行業的快速發展推動着我國互聯網

行業快速發展，而風險資本對產出有着天然追求，這也助推了

互聯網行業的快速變化。

3. 中國人的創新創業精神

中國人具有很強的創新創業精神。這一方面與中國人吃

苦耐勞、善於創新的民族特性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

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還不是很發達，許多人迫切地想

改變自身境遇，從而具有更強的奮鬥精神。互聯網的網絡效應

能夠迅速放大普通創業者帶來的改變，從而能夠廣泛地吸引更

多有志於改變這個世界的人的加入。

4. 我國互聯網創新更偏應用型

BCG 的研究認為，我國互聯網行業是更偏重內容、應用

及商業模式的應用驅動型創新，而非以原創技術為主的技術驅

動型創新。這一方面吸引了為數眾多的新創企業加入競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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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成對風口和熱點的集聚追逐，競爭更激烈；另一方面也

導致了企業行為的差異，例如，更善於挖掘圍繞市場需求變

化的微創新，追求創新頻率和短期見效，因此企業的節奏變

化更迅速。

1.2.5　重要保障：政府推動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的推動是

其中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重大的基礎設施領域，政府採取

自上而下的政策規劃和投入保障，形成了高效的發展機制，

助推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一點在互聯網經濟上也得到了充

分體現。

政府通過不斷出台相關的政策規劃，持續推動互聯網基

礎設施建設及行業發展，例如《2006 — 2020 年國家信息化發

展戰略》（2006 年 5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 年 3 月）、《國務院關於

大力推進信息化發展和切實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見》（2012

年 7 月）、《「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2

年 7 月）、《「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2013 年 8 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

要》（2016 年 3 月）等，其中對寬帶、移動通信、雲計算、大

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及行業發展規劃了多項目

標及支持政策，包括加快信息網絡新技術開發應用（如 5G、

IPv6、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推進物聯網重點領域

應用示範工程等。

2015 年 3 月，國務院首次將「互聯網 +」寫入政府工作

報告，要求「制定『互聯網 +』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

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

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

國際市場」。當年 7 月印發的《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

＋」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十一大重點行動，推動了互聯網

與各行各業的融合創新發展。

此後，「互聯網＋」以及數字經濟連續出現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得到持續推進。在我國特有的區域經濟競爭機制下，各

地政府也紛紛配合、推動乃至積極搶佔「互聯網＋」以及數字

經濟的行業高地。這些政策措施成為我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重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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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許多領域取得

的成果已成為其他許多國家的標杆。這背後有客觀條件的支

撐，亦是中國人艱苦奮鬥、開拓創新的結果。互聯網及相關技

術的發展，為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更優

的路徑選擇。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國互聯網行業還存在許多

問題和不足。最為突出的是互聯網創新更加側重於應用驅動型

創新，更具競爭力的技術驅動型創新不足，這很容易導致在某

些關鍵基礎技術上被「卡脖子」。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在

持續進行，我們會不斷面臨新的環境、新的挑戰，互聯網及相

關技術的發展應用正從消費端更多地向產業端滲透。這既是機

遇，也是挑戰，需要我們在總結成功經驗、認識問題及不足的

基礎上不斷進取。

第二章

「互聯網 +」行動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