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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成

互联网产业已经演化为一种颠

覆力量，且无处不在。

如果把 1993年 3 月 2 日，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租用 AT＆T

公司的国际卫星信道接入美国斯坦

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的 64K专线

正式开通———这是中国部分连入因

特网的第一根专线，算作中国互联网

起点，到今天不过 20年时间。二十弱

冠，不过中国互联网已经“而立”。

完全依靠“自生”力量，互联网产

业重构了中国的经济格局，而这一切

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互联网已经具备

大规模盈利能力，将不再依赖外部输

血而屹立产业群落之上。按照围棋术

语，中国互联网产业已经“做活”。

一连串的数字足以表明互联网产

业的“枝繁叶茂”：网民数量达到 5.64

亿，微博、微信用户都超过 3 亿、电子

商务市场规模超过 7万亿元人民币、

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到 700 亿人民

币、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 2.42 亿

人、网络购物使用率提升至 42.9%等

等，而这样的数字还可以罗列更多。

如果想要更直观地看到互联网产

业狂飙，可以记住这样几个案例：京东

商城、苏宁易购、国美网上商城上演的

8·15“电商三国杀”，总销售额达到

191亿元的由天猫和淘宝掀起的“双

11”购物狂欢节，1.1亿用户、205万个

“扫货小分队”瞄准“双 12”零点扫货。

从网游、搜索、门户已经变现的巨

大营业额，到电商、视频、移动互联等

正在盈利路上，再到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可预期的淘金之所，互联网自

我造血功能呈现出惊人的吸金能力。

曾经，互联网产业还是困难户，

几大门户网站还徘徊在退市边缘，看

似热闹的互联空间充斥着迷惘的情

绪。互联网成了“烧钱”存活的坏孩

子。值得庆幸的是，互联网产业在中

国发展的第一天开始就在不断地进

行自我变革、自我进化。

不可否认，中国互联网是创新至

上的坚守者，是产品至上的坚守者。

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互联网强大的

生命力。无论是面对投资人，还是面

对市场的种种质疑，互联网从业者都

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这也使得产品

和技术可以凌驾于资本之上，让创业

者可以保持从容的姿态。

时至今日，互联网是目前唯一全

线对外开放，而又能在国门之内全面

压制外国互联网巨头的产业。更重要

的是，这一切完全依赖自我努力，一

种纯净的商业环境正在释放向上的

正能量。一个个鲜活而临近的互联网

财富故事终于让人们相信：有可以不

依靠潜规则而实现财务自由的空间。

互联网产业所传递的向上的正力量

正在逐步净化社会中潜伏的污垢。

互联网产业也成为全球金融危

机阴影下缓和危机影响的重要因素。

这不仅仅表现在中国，调查显示，从

2011年开始，前 250 家 ICT 公司的收

入增长为 5.5%，而全球 GDP 的增长不

到 2%，而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利润

率和收入增速分别为 33.7%和 32.8%。

这可以认为是互联网产业缓和金融

危机影响的一个印证。

如今的互联网已经不是一个独

立产业，而是以基因形态渗透到全领

域。这也使得互联网生命力更加强

大，强大到已经在政治领域形成话语

权。这对固有的传统经济，包括电信、

金融都是一次重大冲击，也必然引发

反击。如何平衡与传统经济的利益关

系是互联网下一个重要命题。

“自生”的力量 向互联网产业致敬

本报记者蒋皓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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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轫 20 年来，以苹果、谷歌、Facebook、Ama原
zon 为代表的全球颠覆性技术引领者在人类社会各个领
域引导着深刻的变革，而中国在互联网、手机、移动宽

带、社交网络里已跃居为世界第一大数字化市场。

“ IT 产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变革
引擎”，鑫根投资董事长曾强判断。拿中国的互联网公

司和占垄断地位的几大电信运营商来比较，可以发现一

个突出的产业优势———不靠国家垄断资源，不拿国家一

分钱，靠的是 VIE 结构和海外资本运作，充分体现了中
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前十年，互联网的纯情时代

1987 年，北京一封名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电
子邮件通过拨号方式实现了国际传输，据说，这是中国

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1994年 4月 20日，NCFC工程通过美国 Sprint公司
连入 Internet 的 64K 国际专线开通，并实现了全功能连
接，中国正式跨入了“互联网时代”。

1996 年，据说回国刚刚一年多的张朝阳把一台服
务器搬到了北京市电报局，这台 1 万元钱的 PC 便是中
国第一台托管服务器。

念着“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批批创业者叩开了互联

网的宝藏大门。这些创业者大多“求学若渴，做人若痴”。

张朝阳是曾强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在记者看来，他对

于中国早期互联网的意义，不亚于“西天取经”的唐僧。

他在微博上写下了搜狐的“早期正史”：“1995年
11 月我本人回国，帮一美国哥们的创业公司在中国建
立分部（ISI), 1996年 7月回美国融资，8月在波士顿注
册 ITC ，10 月第一笔资金到位。1997年 2 月尼葛洛庞
帝访华，天使投资的最后一笔到位（总额 22.5 万美元，
折合当时 200万人民币）。1997年一年研究互联网商业
模式，写出了一个有前瞻性的商业计划（后外传），决定

做导航与搜索及门户，1997 年 11 月定导航与搜索的名
称为搜狐，1998年 2 月 25 日，也就是 15 年前的今天，

我们隆重地推出了搜狐。 ”

这十年，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的纯情

时代。互联网的共享原则、海量资

讯、新型人际关系和草根色彩等特

质，导致互联网的生态格局如野草

疯长般充满生命力和不羁的想象

力。新浪、搜狐的门户模式、百度的

个性化查询、以互动为特点的博客、

以腾讯 QQ 为代表的聊天工具、以
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模式……

十年来，网站数量已呈几何级增长，巨大的商业利

益驱使着投资者如猎犬般纷纷涉足“.com”掘金。千禧
年，随着“.com”泡沫破裂，互联网迎来了“冰河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TOM以短信为代表的无线增

值业务与盛大网游的异军突起，使中国互联网重新焕发

了活力。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成为新宠，互联网已

迈入了 2.0时代。

后十年，从纯情到风骚的转型

“传统产业+数字互联=新兴产业的模式”，学数学出
身的曾强习惯用公式来说明问题，这位数字中国的发起

人之一，把互联网的最近十年称为“大颠覆”的十年。他

说，“这十年，IT像恐龙复生，所到立刻产业颠覆”。
曾强分析说，“这十年，是网络化、信息化、移动化三

化对世界各行业颠覆性冲击的活跃期。”

10 年来，IT 推动产业成功转型的例子不胜枚举。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就曾经表示，招商银行服务网上

替代率达 95%，运用移动互联网可增加 60%新客户。
一笔移动支付成本仅是柜台支付成本的 15%。近年的
移动支付访问量替代建 450 个 1000 平方米的招商网
点。

2012 年，中国的移动支付达 1500 亿元，2015 年将
达 10000亿元，第三方支付交易额 2011年已突破 20000
亿，将达 40000亿，年增长速度是 100%。
一个值得骄傲的数据是，2013 年，拥有 2万员工的

腾讯创造了 460 亿美元市值；而拥有 66 万、50 万员工
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市值仅为 415 亿美元和 330 亿
美元。另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

模，2003 年利税总额 1000 亿元，出口额 920 亿美元；占
全国外贸出口额 28.3%，产业占 GDP3.4%，2012年，利
税总额 1513 亿，出口额 6980 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
额 34.1%，产业占 GDP6.2%。

谈到 20年来，“数字化的中国”和“数字化的美国”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曾强若有所思，“中国成功的 IT企
业基本上都是模仿国外的颠覆性企业而成功的，而那些

原创者大多已成为先烈。”

“我要在宇宙留下痕迹”，曾强表示，20年来，互联
网变数很多，唯一不变的是中国 IT企业家们惊天地泣
鬼神的创业精神。

互联网进入
行业颠覆活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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