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企业争相“傍”腾讯

互联网加速渗透 “企鹅”概念走俏

本报记者 张莉

近日腾讯4亿美元换取大众点评20%股份的传闻引发各界关注。尽管双方均对上述传闻不予置评，但业界猜测此举体现出腾讯扩大其O2O市场版图的用意。实际上，从国金证券、王

府井到滴滴打车，“企鹅帝国”的一举一动都会震动互联网行业，A股市场只要沾上“腾讯”便涨，互联网鲶鱼效应让投资人士兴奋不已。

无论是微信支付、理财通还是红包概念，腾讯能利用恰到好处的时机通过创新式资源、平台以及入口的整合，挑动众人的神经。 分析人士指出，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

业通过开放式平台正逐步渗透餐饮、教育、旅游等领域，并迅速将其影响力从一线城市扩散至二三线城市。 以腾讯为代表的IT大佬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将这场互联网革命进行到底。

“腾讯概念”激活市场热情

马年伊始，一场争相与腾讯联姻的“集体婚礼”火爆开场。上周末互联网业界扔出一枚重磅炸弹，传腾讯拟入股大众点评，交易金额达数亿美金。消息人士透露，双方或将在本周公布

具体合作形式和入股金额。 无独有偶，2月11日王府井盘后公告称已经与腾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出微信购物并在情人节当日试运行。 2月12日，国金证券确认与腾讯签订排

他性战略合作，合作内容涉及网络券商、在线理财、线下高端投资活动。 与此同时，腾讯也将为国金证券开通微信官方账户，协助公司进行相关架构设计、平台开发、功能定位、产品规划

等工作。

一时之间，市场迅速刮起了“傍上”腾讯这只“帝企鹅”的旋风，一批涉及互联网概念、O2O平台等相关题材的板块陆续启动。受腾讯联姻大众点评的消息影响，昨日A股市场相关概念股表

现活跃，国金证券、波导股份、天虹商场、王府井等涉及O2O平台的相关个股涨幅居前。 王府井在公布消息后，2月12日早盘迅速拉至涨停。 “腾讯概念”让市场炒作热情高涨，不少传闻涉

及的公司也因与腾讯沾边被市场资金蜂拥追捧成“绯闻概念股”。 据市场传闻，万科将与腾讯联手在深圳前海创办民营银行，但万科方面已经否认上述传闻。 掌趣科技称，腾讯游戏平台

对于移动游戏产品的推广非常有力，或考虑积极参与，引来市场人士诸多猜想。

从腾讯自主革新QQ推出微信产品开始，到2014年掀起移动支付领域打车、发红包等场景应用狂潮，“结盟腾讯”已然成为企业打通入口、搭建开放平台的“杀手锏”。 毋庸置疑，腾讯

目前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号召优势。一方面，腾讯的版图虽然不断扩大，但这只企鹅却总能通过杀手级的创新产品和话题营销带动可观的眼球经济。2013年9月16日香港股市收盘，腾讯收

于421.2港元/股，成为中国首家市值破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巨头。 腾讯多达305款产品，涵盖通信、社交、游戏、支付、金融、搜索等几乎所有互联网领域。

另一方面，腾讯吞并同行的凶猛节奏也令各界极为关注。 在市值破千亿美元当天，马化腾便联手搜狐张朝阳，以4.48亿美元外加搜搜等资产够得搜狗36.5%的股权，击退同为竞购方

的360和百度两位老牌对手。 此外，细数与腾讯合作的小伙伴们，既有海尔、天虹商城等迫切需要搭乘“020快车”的传统电器商、零售商，国金证券、大众点评等涉及金融支付平台的机构

也意图利用“微信通道”充分享受腾讯的入口红利。

人人都在谈论这只“帝企鹅”。 在腾讯视频任职技术工程师的小赵表示，公司对产品用户体验的内部反馈系统要求极为严格，一旦发现BUG（漏洞），就需要技术员随时随地立即修

补。 有市场人士预测，2014是移动支付大年，在多元化场景支付产品平台下，腾讯效应或愈加明显。

互联网向各行业“渗透”

“腾讯效应”的火热时刻彰显着移动互联网这股浪潮不可逆转的改变与颠覆力量，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经济与生活。梳理腾讯版图下的相关产业链公司，科大讯飞、漫游谷、王府井、

滴滴打车、搜狗等，其涉及包括语音软件、动漫传媒、传统零售、租车、搜索引擎等多种业务，这种“无疆界”向全行业渗透的开放平台思维令“企鹅帝国”不断膨胀。 无怪乎马化腾宣称，一

旦开放平台上的合作伙伴数量登上新峰值，将可能“再造一个腾讯”。

除了腾讯之外，以百度、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BAT阵营成员也在不遗余力地吞并一批适宜自身战略发展的行业龙头企业。 2月10日阿里巴巴宣布以11亿美元现金收购高德公司余下

72%股份，一举挤进地图领域的激烈争夺。 另据可靠人士透露，近期阿里巴巴还将大力收购深圳本地一家专注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龙头公司，以类似高德方式将其转变为全资子公

司。 通过打通供应链金融及物流环节，阿里巴巴有望在线下电商物流环节占据领先地位。 除此之外，百度去年花巨资收购91无线、PPS视频业务、糯米网，收购动作也可谓频繁不止。

百度CEO李彦宏在2013年12月公开演讲中表示：“自己深刻感受到互联网正加速淘汰传统产业。 当前中国互联网发展轨迹与美国不同，美国互联网作为一个全新行业，延着一条相

对纯技术方向不断往前。而中国互联网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是在向全部行业渗透。”2月11日-14日，在黑龙江举行的2014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上，来自房地产、零售、

教育、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纷纷谈起互联网及互联网金融对自身所在市场的渗透。 有着二十年地产开发经验的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会上坦言，互联网企业正在打乱他原来

的行业观，互联网会改变一切传统行业。 比如酒店、物业，未来甚至将改变房地产行业。

实际上，互联网对中国传统行业的冲击越来越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命题。从电信、金融、传媒、房产、医疗等传统高壁垒行业到旅游、租车、餐饮、零售等典型消费经济，几乎所

有行业的企业都需要直面“大数据思维”与“O2O模式”的挑战，考虑如何通过产业价值链的重构与跨行业的信息融合，搭建成熟运营体系的有效平台，实现企业自身的逆袭。

除了互联网对全行业的日益渗透外，通过智能手机以及移动网络的技术铺垫，区域之间的“技术孤岛效应”也有望被打破，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的互联网渗透也在成为一种趋势。

据一位在中移动浙江某城市营业部从事销售工作的人员表示，因为现在国产智能手机的功能多元且性价比高，本地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越聚越多。 “过年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在玩微信

红包，我们还发动周围的亲朋好友一起互动。 ”

业内人士分析，通过打造全新的二三线城市移动网络策略，唤醒上述区域的用户价值，类似打车、微信支付等本地生活服务软件的使用人群可能会出现爆发增长。

谨防踏入互联网“雷区”

不过，在众人聚焦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时代的寡头代表，并在各个场合时间“言必及互联网”的同时，互联网的风险却被人们忽略。以虚拟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业态时刻充

斥各种风险，比如混淆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结合概念、创业的盲目、风险控制的疏忽以及隐私等信息安全问题的暴露，尤其在虚拟整合现实的O2O形态下，遍布的“雷区”值得陷入数字崇

拜的人们深思。

以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为例，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理财通以及各类形形色色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随着购物、打车、收款、在线预订等各类场景应用不断拓展，在便捷之余却难

掩钓鱼欺诈、非法套现的安全隐患。 而近期网贷平台破产、负责人跑路等事件则曝光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 在一桩已经被媒体曝光的网贷平台资金链断裂案件中，深圳某网贷平台

合计吸收投资者4200万元资金，多达1300位投资者受到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但包括P2P、众筹、小贷等业务形态，大部分仍处于政策真空地

带，监管标准未统一、信用系统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仍待解决。

在珠海从事港口相关业务的小王近期频频向周围朋友请教，如何通过O2O模式赚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但手头有资金就想试试，说不定就成功了。 ”类似小王这样对互联网商业

模式并不懂行的创业者不在少数，由于盲目投资、冲动立项，这些人往往成为互联网企业转型的炮灰。据某高端品牌电商CEO纪生分析，前几年很多垂直类电商都一股脑儿找融资，让电

商平台搭建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烧钱黑洞”。 在他看来，企业只有找准定位，挖掘优势，才能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业务的转型，否则就会是死路一条。

除此之外，互联网全行业渗透对信息安全的风险控制隐忧也在逐渐放大。 1月下旬，国内曾出现大规模网站瘫痪的情况。软媒下属的IT之家、Win7之家、Win8之家等站点都出现解析

到美国IP（65.49.2.178）的问题。 同时，国内最大的域名解析服务商DNSPOD.cn官网也无法打开。 有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网站瘫痪源于根服务器被污染，而根服务器几乎都在海外。

据360安全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网络安全报告》显示，过去一年，65.5％的网站存在安全漏洞，8.7％的网站遭到篡改，平均每天有3500多家网站遭到35万次各类漏洞攻击。 中国互

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曾表示，移动互联网的安全问题甚至比桌面互联网更严重。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操作系统仍较为多元化，中国目前仍难实现自主可控。 市场人士指出，近年来信息

被盗、网站受攻击时间频发引爆了网络安全概念股，未来网络安全保险产品或成为市场热点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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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洞宇

自去年掀起的互联网金融大战

依然硝烟弥漫， 但 “

BAT

”（百度、阿

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擘的渗透战

线已经蔓延到更多的版图， 旅游、地

图、手游、安全服务等领域都出现了

三方交手的“刀光剑影”。互联网对新

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渗透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携“余额宝”在互联网金融领域

占得先机的阿里巴巴近期又有重大

部署，其全资收购高德地图是与百度

地图、 腾讯地图形成了正面碰撞，此

后又联手淡马锡等投资在线教育机

构

TutorGroup

，开辟新的互联网渗透

战线；而腾讯趁春节时点，用“普大喜

奔” 抢红包迅速抢占移动支付地盘，

近期又盛传腾讯将入股大众点评，与

入股糯米网的百度，入股美团的阿里

再度形成三强交锋。

三大互联网旗舰企业的碰撞，激

起了互联网渗透的浪潮，并给

A

股主

题投资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BAT

在地

图领域的攻占过程中，涉及地图概念

的中海达、超图软件、四维图新等股

票股价一路高歌猛进；在券商股整体

表现依然低迷的情况下，牵手腾讯走

出券商转型重要一步的国金证券昨

日涨停， 股价已创三年来反弹新高；

作为

BAT

互联网渗透重要战场的移

动支付领域，更是掀起了多只个股涨

停的炒作热潮， 其中新开普股价在

2

月以来已经涨逾

50%

。

在

BAT

版“三国演义”的时代，

除了在互联网渗透过程中层出不穷

的主题机会， 也让不少沉寂已久的

传统企业看到了转型的出路。 比如，

股价长期低迷的电视制造企业，也

在互联网渗透的大背景下， 迎来了

股价上涨的春天。 互联网企业去年

发布的智能电视， 已经迫使传统的

电视制造商向互联网展开怀抱，让

互联网快速且全面地渗透彩电行

业。 传统的电视企业除了加大对电

商业务的投入， 也在产品创新上倾

向于智能电视的开发， 从硬件提供

商向客户需求平台转变。

一些受互联网浪潮冲击的行

业，也适时在互联网渗透的过程中，

寻求转危为安的路径。 比如，传统零

售企业在电商行业兴起地冲击下，

市场份额遭遇大幅挤占。 但倘若借

助互联网渗透机遇， 占得行业转型

先机， 也许就能够成为行业被颠覆

过程中的“幸存者”。 王府井与腾讯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达成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在微信公众

平台商户功能、 微信支付服务上开

展具体合作， 其股价

2

月以来涨逾

35%

。 而腾讯也通过这次合作，将互

联网疆土开辟至零售行业。

互联网渗透的魔力， 实质上体

现在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形成

新的需求。 如今，无处不在的互联网

已经改变了多数都市人的生活方

式。 比如出差办事，过去也许要做繁

复的准备工作，现在只需拿出手机，

在地图软件上搜索目的地的位置，

用 “嘀嘀打车” 软件预约一部出租

车，用移动支付预订机票住宿，一切

尽在掌握之中。 但这种生活方式的

转变也会促使人们的需求发生变

化， 不能适应新变化的传统行业会

被逐步淘汰， 要及早在互联网渗透

过程中转型方能存活。

在

BAT

“三国”大战的背景下，互

联网渗透进各行各业已经成为一个

相对明确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

充满了机遇。但正如腾讯董事会主席

兼

CEO

马化腾在去年年底所言，互联

网连接一切，其中也包含着风险。 也

正因此，在互联网渗透进一切的过程

中，互联网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

互联网概念股面临业绩考验

□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从阿里小贷到P2P， 再到余额

宝、微信理财通，近年来互联网金融

可谓风生水起。 进入2014年以来，在

大盘指数震荡调整、A股市场缺乏系

统性机会的背景下， 以移动支付、第

三方借贷及O2O为代表的互联网概

念股携手走出了一波上升行情。分析

人士指出，近期的市场流动性为互联

网概念股的高估值提供了契机，但随

着年报业绩陆续披露，那些没有业绩

支撑的伪成长股将原形毕露。

互联网概念闪耀

根据中信行业分类统计，今年以

来计算机行业指数涨幅已经累计达

到25.91%, 位居全部29个一级行业

涨幅首位，其涨幅领先排行第二的传

媒行业指数近5个百分点，显示出投

资者对该行业未来预期的高度一致

和看好。

目前，A股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互

联网概念股主要有三类： 一是互联

网企业发展金融业务， 其中比较典

型的是支付宝、 余额宝和近期大热

的微信理财通； 二是传统金融业务

的互联网化，如工行、平安、广发、交

行等均推出互联网理财产品， 打响

活期存款客户争夺战； 三是金融结

合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业务， 主要包

括P2P和众筹融资。

从当前走势看，这三大类股票均

呈现量价齐升的势头。 根据Wind资

讯统计， 今年以来截至昨日收盘，移

动支付板块指数上涨了26.21%，电

子商务板块指数上涨25.09%， 就连

传统零售行业在沾上O2O概念后也

变得身价不凡， 板块指数涨幅为

6.47%。 除此之外，网络彩票、在线教

育概念板块指数也“涨” 声一片，涨

幅分别达到45.41%和54.20%， 全面

跑赢19.49%的创业板同期涨幅。

在个股方面， 赚钱效应也十分

突出， 与互联网业务存有交集的公

司股价普遍涨多跌少。 如涉及第三

方支付业务的上海钢联、 高鸿股份

以及万达信息年初以来股价分别上

涨63.78%、59.81%、42.96%，大力发

展移动支付业务的新开普、 大唐电

信 股 价 涨 幅 达 到 了 80.22% 和

49.70%。 中国证券报记者粗略梳理

发现， 仅17日封死涨停板的互联网

概念相关个股就达10只之多， 占A

股当日涨停股数量的近十分之一。

分析人士表示， 全面开花的火爆行

情预示出短期内涉“网” 股估值走

高仍是大概率事件。

业绩支撑是关键

随着余额宝、微信红包、打车软

件的火热，2014年互联网加快渗透

进入传统行业。互联网已不仅是科技

行业的事情，它几乎对所有行业都蕴

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从国金证券

与阿里巴巴的案例就能窥见一二。

近日，国金证券发布公告，再一

次重申与腾讯合作的战略内容，具体

合作项目包括网络券商、 在线理财、

线下高端投资活动等多个方面。合作

期间，国金证券将通过腾讯网及其移

动平台为用户提供开户、交易、客服

等业务。这意味着券商业务的营销模

式将被改变，传统券商正在切入互联

网领域。

从表面看，互联网的美好前景毋

庸置疑，但分析人士却指出，当前互

联网技术与其他行业的融合还处于

起步阶段，无论在商业模式、营销渠

道、 市场开发还是产业链条方面，都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支撑股价的最

终因素仍在于公司业绩。

在传统企业转型的队伍中，苏宁

云商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该公司

2013年三季度财报显示， 销售额同

比下降2.5%，亏损1.08亿元。 这也从

一个侧面显示出，企业的触“网” 之

路充满荆棘。

此外，高估值也是困扰相关股票

持续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面对动辄

60倍以上的市盈率， 短期内股价的

过快上涨无疑拉高了估值的安全边

际，市场很可能用脚回应那些没有业

绩支撑的互联网概念股，看似红火的

上涨行情也有可能成为股价高台跳

水的垫脚石。

传统企业争相“傍” 腾讯

互联网加速渗透 “企鹅” 概念走俏

□

本报记者 张莉

联姻腾讯激发市场热情

马年伊始，一场争相与腾讯联姻的

“集体婚礼” 火爆开场。 上周末互联网

业界扔出一枚重磅炸弹，传腾讯拟入股

大众点评，交易金额达数亿美金。 消息

人士透露，双方或将在本周公布具体合

作形式和入股金额。 无独有偶，2月11日

王府井盘后公告称已经与腾讯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出微信购物并在

情人节当日试运行。 2月12日，国金证券

确认与腾讯签订排他性战略合作，合作

内容涉及网络券商、在线理财、线下高端

投资活动。 与此同时，腾讯也将为国金

证券开通微信官方账户，协助公司进行

相关架构设计、平台开发、功能定位、产

品规划等工作。

一时之间，市场迅速刮起了“傍上”

腾讯这只“帝企鹅”的旋风，一批涉及互

联网概念、O2O平台等相关题材的板块

陆续启动。 受腾讯联姻大众点评的消息

影响， 昨日A股市场相关概念股表现活

跃，国金证券、波导股份、天虹商场、王府

井等涉及O2O平台的相关个股涨幅居

前。 王府井在公布消息后，2月12日早盘

迅速拉至涨停。“腾讯概念” 让市场炒作

热情高涨， 不少传闻涉及的公司也因与

腾讯沾边被市场资金蜂拥追捧成“绯闻

概念股” 。 据市场传闻，万科将与腾讯联

手在深圳前海创办民营银行， 但万科方

面已经否认上述传闻。掌趣科技称，腾讯

游戏平台对于移动游戏产品的推广非常

有力，或考虑积极参与，引来市场人士诸

多猜想。

从腾讯自主革新QQ推出微信产品

开始， 到2014年掀起移动支付领域打

车、 发红包等场景应用狂潮，“结盟腾

讯” 已然成为企业打通入口、搭建开放

平台的“杀手锏” 。 毋庸置疑，腾讯目前

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号召优势。一方面，腾

讯的版图虽然不断扩大， 但这只企鹅却

总能通过杀手级的创新产品和话题营销

带动可观的眼球经济。 2013年9月16日

香港股市收盘，腾讯收于421.2港元/股，

成为中国首家市值破千亿美元的互联网

公司巨头。 腾讯多达305款产品，涵盖通

信、社交、游戏、支付、金融、搜索等几乎

所有互联网领域。

另一方面， 腾讯吞并同行的凶猛

节奏也令各界极为关注。 在市值破千

亿美元当天， 马化腾便联手搜狐张朝

阳， 以4.48亿美元外加搜搜等资产购

得搜狗36.5%的股权，击退同为竞购方

的360和百度两位老牌对手。 此外，细

数与腾讯合作的小伙伴们，既有海尔、

天虹商城等迫切需要搭乘“020快车”

的传统电器商、零售商，国金证券、大

众点评等涉及金融支付平台的机构也

意图利用“微信通道” 充分享受腾讯

的入口红利。

人人都在谈论这只“帝企鹅” 。在腾

讯视频任职技术工程师的小赵表示，公

司对产品用户体验的内部反馈系统要求

极为严格，一旦发现BUG（漏洞），就需

要技术员随时随地立即修补。 有市场人

士预测，2014是移动支付大年， 在多元

化场景支付产品平台下， 腾讯效应或愈

加明显。

互联网加速渗透

“腾讯效应” 的火热时刻彰显着移

动互联网这股浪潮不可逆转的改变与颠

覆力量，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经济与生

活。梳理腾讯版图下的相关产业链公司，

科大讯飞、漫游谷、王府井、滴滴打车、搜

狗等，其涉及包括语音软件、动漫传媒、

传统零售、租车、搜索引擎等多种业务，

这种“无疆界” 向全行业渗透的开放平

台思维令“企鹅帝国” 不断膨胀。 无怪

乎马化腾宣称，一旦开放平台上的合作

伙伴数量登上新峰值，将可能“再造一

个腾讯” 。

除了腾讯之外，以百度、阿里巴巴等

为代表的BAT阵营成员也在不遗余力

地吞并一批适宜自身战略发展的行业龙

头企业。 2月10日阿里巴巴宣布以11亿

美元现金收购高德公司余下72%股份，

一举挤进地图领域的激烈争夺。 另据可

靠人士透露，近期阿里巴巴还将大力收

购深圳本地一家专注于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的龙头公司，以类似高德方式将其转

变为全资子公司。 通过打通供应链金融

及物流环节，阿里巴巴有望在线下电商

物流环节占据领先地位。除此之外，百度

去年花巨资收购91无线、PPS视频业务、

糯米网，收购动作也可谓频繁不止。

百度CEO李彦宏在2013年12月公

开演讲中表示：“自己深刻感受到互联

网正加速淘汰传统产业。 当前中国互联

网发展轨迹与美国不同， 美国互联网作

为一个全新行业， 延着一条相对纯技术

方向不断往前。 而中国互联网是朝另一

个方向发展，是在向全部行业渗透。 ” 2

月11日-14日，在黑龙江举行的2014年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

上，来自房地产、零售、教育、制造业等传

统行业的企业代表纷纷谈起互联网及互

联网金融对自身所在市场的渗透。 有着

二十年地产开发经验的万通控股董事长

冯仑在会上坦言， 互联网企业正在打乱

他原来的行业观， 互联网会改变一切传

统行业。 比如酒店、物业，未来甚至将改

变房地产行业。

实际上， 互联网对中国传统行业的

冲击越来越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

命题。 从电信、金融、传媒、房产、医疗等

传统高壁垒行业到旅游、租车、餐饮、零

售等典型消费经济， 几乎所有行业的企

业都需要直面“大数据思维” 与“O2O

模式” 的挑战，考虑如何通过产业价值

链的重构与跨行业的信息融合， 搭建成

熟运营体系的有效平台， 实现企业自身

的逆袭。

除了互联网对全行业的日益渗透

外， 通过智能手机以及移动网络的技术

铺垫，区域之间的“技术孤岛效应” 也有

望被打破， 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的互

联网渗透也在成为一种趋势。 据一位在

中移动浙江某城市营业部从事销售工作

的人员表示， 因为现在国产智能手机的

功能多元且性价比高， 本地移动互联网

用户规模越聚越多。“过年的时候，很多

朋友也在玩微信红包， 我们还发动周围

的亲朋好友一起互动。 ”

业内人士分析， 通过打造全新的二

三线城市移动网络策略， 唤醒上述区域

的用户价值，类似打车、微信支付等本地

生活服务软件的使用人群可能会出现爆

发增长。

谨防踏入互联网“雷区”

不过， 在众人聚焦腾讯、 阿里巴

巴、百度等互联网时代的寡头代表，并

在各个场合时间 “言必及互联网” 的

同时，互联网的风险却被人们忽略。 以

虚拟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业态时刻充

斥各种风险， 比如混淆互联网与实体

经济结合概念、创业的盲目、风险控制

的疏忽以及隐私等信息安全问题的暴

露， 尤其在虚拟整合现实的O2O形态

下，遍布的“雷区” 值得陷入数字崇拜

的人们深思。

以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为例，

无论是支付宝还是微信理财通以及各

类形形色色的第三方支付公司，随着购

物、打车、收款、在线预订等各类场景应

用不断拓展，在便捷之余却难掩钓鱼欺

诈、非法套现的安全隐患。 而近期网贷

平台破产、负责人跑路等事件则曝光了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 在一桩已经被

媒体曝光的网贷平台资金链断裂案件

中， 深圳某网贷平台合计吸收投资者

4200万元资金，多达1300位投资者受到

影响。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互联网金融领

域的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但包括P2P、众

筹、小贷等业务形态，大部分仍处于政策

真空地带，监管标准未统一、信用系统尚

未建立等诸多问题仍待解决。

在珠海从事港口相关业务的小王

近期频频向周围朋友请教， 如何通过

O2O模式赚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但手头有资金就想试试，说不定就成功

了。 ” 类似小王这样对互联网商业模式

并不懂行的创业者不在少数，由于盲目

投资、冲动立项，这些人往往成为互联

网企业转型的炮灰。 据某高端品牌电商

CEO纪生分析，前几年很多垂直类电商

都一股脑儿找融资，让电商平台搭建变

成一个“活生生的烧钱黑洞” 。 在他看

来，企业只有找准定位，挖掘优势，才能

利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业务的转型，否则

就会是死路一条。

除此之外， 互联网全行业渗透对信

息安全的风险控制隐忧也在逐渐放大。

1月下旬， 国内曾出现大规模网站瘫痪

的情况。软媒下属的IT之家、Win7之家、

Win8之家等站点都出现解析到美国IP

的问题。同时，国内最大的域名解析服务

商DNSPOD.cn官网也无法打开。有分析

人士认为， 大规模网站瘫痪缘于根服务

器被污染，而根服务器几乎都在海外。

据360安全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

国网络安全报告》 显示， 过去一年，

65.5％的网站存在安全漏洞，8.7％的网

站遭到篡改，平均每天有3500多家网站

遭到35万次各类漏洞攻击。 中国互联网

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曾表示，移动互联网

的安全问题甚至比桌面互联网更严重。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操作系统仍较为多

元化，中国目前仍难实现自主可控。 市

场人士指出，近年来信息被盗、网站受

攻击事件频发引爆了网络安全概念股，

未来网络安全保险产品或成为市场热

点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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