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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说 据说

面孔

乌镇传递“网络强国”信号
新经济的大幕在浙江千年

古镇乌镇拉开。 首次出席世界
互联网大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主旨演讲中强调， 中国始终
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而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正在
推行的网络强国等战略也将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筹码。
从互联网大国到互联网强国，
尽管只有一字之差， 但正在发
生“质变”的互联网经济已然蓄
势待发。

互联网为何如此备受重
视？业内表示，这与它自身表现
出的硬实力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20多年前中国接入第一根网
线， 到如今互联网已成为百姓
生活中的“标配”，中国互联网
发展的“加速度”可谓惊人。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的一
份报告显示， 互联网经济在
GDP中占比逐年攀升，2014年
达到7%，超越美国。截至今年7
月，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48.8%，网民数量高达6.68亿，规
模全球居首。 数量庞大的网民
还通过互联网带来了惊人的消
费能力。数据显示，2015年电子
商务交易规模预计将突破18万
亿元， 网络零售交易规模跃居
全球第一。

目前互联网行业直接吸纳
就业超过230万人，而互联网的
高速发展还倒逼了政府的“互
联网思维”，据统计，政府信息
公开的上网比例已经高达
78.1%，96%的政务网站为百姓
提供网上在线办事服务， 官方

的微博、微信更是不胜枚举。
而在国家层面，互联网更是

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有专家分
析，“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互联
网+”架构一条“走出去”的桥
梁；“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也离不开互联网；此外，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纲领性文件《中
国制造2025》要以互联网发展为
基础，今年大热的“双创”更是与
互联网如影随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
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告诉记
者， 互联网经济之所以能在短
时间内迸发出如此大的能量，
与国内实体经济一直以来的高
融资成本、 高税费等现状有着
一定的关系，政策相对宽松、成
本较低的互联网经济更容易起

步。此外，互联网经济是世界经
济发展的大方向， 也是新兴产
业的主要构成， 中国也是在顺
应世界发展的趋势。

凭借着国家对于互联网经
济的推崇和支持，中国互联网企
业的壮大之路也相对平坦。数据
显示，中国互联网相关上市企业
已达328家， 市值规模达到7.85
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
的25.6%。如今，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 京东4家上市公司已进入
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 华为、蚂
蚁金服、小米等非上市公司也进
入全球前20强的榜单。

随着网络强国战略不断深
入人心，有分析认为，互联网业
态发展将迎来一段优势期。

■摘自北京商报

话说

社交网络靠金融服务赚钱
“做社交网络时我一直在

琢磨企业怎么赚钱，金融服务
是非常主要的因素。”

———人人公司董事长兼
CEO陈一舟

跨境电商核心有两类
“跨境电商主要核心在母

婴和生鲜食品， 工业品的跨境
贸易已经很发达了， 生鲜食品
则是高频次的消费， 市场很
大。”

———京东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刘强东

明年钢材市场或触底回升
“随着钢材市场进入真正

‘寒冬’， 部分产能亏损严重退
出市场，加之决策层刺激需求，

明年下半年中国钢材市场或许
利空出尽后开始谷底回升。”

———兰格钢铁经济研究
中心首席分析师陈克新

用移动化思维找回用户
“用移动化思维找回用

户，通过垂直化变革来获得新
的商业机会和收入增长。”

———新浪董事长兼CEO
曹国伟

中国就要适应这种“慢”
“中国的内需远没被挖掘

出来，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投资
和出口拉动经济是快， 但快的
吃完了， 中国就要适应这种
慢。”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局主席马云

12月18日， 在乌镇世界
互联网大会“互联网技术与
标准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替今年淘宝出现的
“网红经济”代言，张勇指出，
这些网红一族不是大明星，

但是她们完全是基于互联
网、草根产生的一群明星，形
成了一种新经济的新物种。
年轻人的族群在互联网连接
中被挖掘出来， 是全球范围
内独一无二的。张勇称，网红
依靠个体的力量火起来，制
造一群粉丝， 产生了商业机
会。 这样的变化是自然发生
的。张勇表示，整个互联网对
于整个产业的推动， 谈论更
多的是消费者， 产生了对产
业上游的影响， 对整个供给
侧的影响。 数据变成了新的
商业血液， 供给侧的改革和
升级是可以看到的机会。

张勇：“网红”催生商业良机

%
16日在京发布的《P2P

互联网投资者行为调研白
皮书》显示，目前传统理财
仍是大额投资首选， 投资
者对于P2P理财的投资增
幅明显滞后于银行和股
票。有42%的理财用户表示
对P2P理财“非常了解”或
“比较了解”，投资者对P2P
的认知程度有待提升。

亿元
根据商务部统计，今

年上半年，O2O市场规模
达3049.4亿元，同比增长高
达80%。包括旅游、餐饮、娱
乐等行业， 生活服务的方
方面面 ， 都在快速进入
O2O时代， 却隐藏着各种
各样的痛点。

万元

13日在天津召开的
“2015中国租赁年会”上，由
中国租赁联盟、天津市和平
区人民政府、天津东疆保税
港区等机构联合发起组建
的“中国租赁业创新服务基
地”举行了揭牌仪式。“租赁
基地” 将采用公司化运作，
首期注册资金计划实投
1000万元人民币，并通过无
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
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

三湘都市报 96258
婚恋服务郑重承诺： 所有
安排匹配的人员均经过严
格审核和筛选， 主要从单
身青年的婚恋价值观、形
象气质、年龄、职业、身高、
学历、经济收入、家庭情况
等方面综合考虑， 并结合
婚恋心理学原理和社会婚
恋现状，精心挑选，具有较
高的匹配成功率。

想 谈 爱
9 6 2 5 8 等你来

“老鼠太嚣张，咬坏了我的风衣，一定
要请专业师傅上门把它们都消灭。 ” 上周
末，芙蓉区的杨小姐打进 96258说，她在单
位附近租了一处出租屋， 这阵子不知道从
哪里冒出老鼠来了，老鼠夹、 灭鼠粘板
……先后试用了多种方法， 老鼠依旧频频
光临。

96258的魏师傅上门，堵上可封堵的
墙壁漏洞， 对无法以简易器具堵漏的位
置进行备注，又仔细检查了吊顶、厨房及
其他区域， 针对鼠迹的位置及可能出现
鼠类活动的场所布控鼠板和鼠药 。 次日
清晨，杨小姐发现好几只老鼠落网。

长沙冬日天气寒冷，老鼠会开始躲进
家中“取暖”，市民朋友灭老鼠一要搞好环
境卫生；96258旗下有专业的灭虫除害专
家，掌握一整套科学的防治方法，如果您
深受老鼠、蟑螂、白蚁等虫 害骚扰，可拨
打 96258预约专业人员上门除害。

◆冬日灭老鼠 请拨 96258◆

年底了，不少商家希
望利用年关前的时间对
店 面 进 行 重 新 装 修 翻
新， 来年以新形象开门
迎客， 张老板就是其中
一个。 张老板的服装店
已经开了三年多， 有些
地方已经破损， 风格和
档次也显得落伍， 所以
张老板下定决心重新装
修。

然而事情进行得并
不顺利， 张老板先后在
三家装修公司吃到闭门
羹。 装修公司拒绝接单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1）
年底了装修师傅大都要
回家，工期肯定要延误；

（2） 旧店面装修翻新对
装 修 公 司 的 实 力 要 求
高， 需要综合考虑多方
面因素，难度大，不像毛
坯店面装修那样等于是
在 一 张 空 白 的 纸 上 画
画；（3）旧店面装修翻新
工作繁琐，利润较低。

张老板无奈，只好另
找出路。 一次在饭桌上
听朋友提起三湘都市报
96258房屋服务 有 专业
的旧房翻新改造队伍，
而 且 前 段 时 间 乔 迁 新
所，服务也全面升级了。
于是张老板第二天就前
往三湘都市 报 96258一
站式家装体验馆了解。

三湘都市报96258房
屋服务的施工队伍经过
专业培训， 持有技术上
岗证，价格合理，工期有
保 障 。 张 老 板 通 过 与

96258的设计师沟通，最
终确定了方案， 在不改
变店主原有商业定位的
基础上， 对空间进行翻
新， 并加入最新的时尚
元素， 提升店面整体档
次和形象。

房 屋 / 店 面 翻 新 改
造 、 房屋维修就选三湘
都市报96258房屋服务，
另 有 588 元 / ㎡ 装 修 套
餐， 透明报价0增项 ，是
新房家装的理想选择。

老店翻新找96258，新年新气象

96258房屋服务内容
包括：旧房翻新、局部改
造、 水电维修、 土作维
修、 木作维修、 防水堵
漏、 管道疏通、 门窗维
修、衣柜橱柜维修、油漆
翻新、 铝合金防盗网安
装维修等。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