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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地位与资本市场新使命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陈鸿桥

笔者最近五年与百余家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企业或是掌握原创性、突破性技术的企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深入跟踪，从小素材、小现象、小趋势出发，观察中国互联网企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演变及其快步迈向全球主导者地位的趋势，深刻感受到移动互联网引发的颠覆性创新正以超出人们的预期在影响和冲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需要以超常规思维，站在时代前沿、国家战略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力支持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弯道超车者乃至重构者，成为中国经济新力量新未来，把中国互联网的天然优势转换成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新优势。

一、中国第一次以发源国甚至主导国身份参与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各自都历经一百多年，中国都失之交臂 .而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会同时经历几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时间段越来越短。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具有明显的四个特征：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三十年前美国启用www向世界打招呼至今，互联网历经两波，第一波是PC互联网，第二波是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则把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与强项充分激发出来；二是中国第一次以发源国甚至主导国身份参与其中；三是呈现四大新业态，即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定制制造；四是彰显四大民主化，即信息民主化、工业民主化、金融民主化、管理民主化，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平台自我创造产品与服务，每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自组织的创建者，每个人的能量都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掘，人人”创客”,一切劳动、知识、技术、人才能任性地迸发出来，以往的工业革命没有见过这样的平台。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数字、通讯、生物、材料技术的要求，互联网对用户与人气的依赖性，恰恰在中国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学科优势、市场基础。

二、中国互联网在全球的份量与地位将不只是弯道超车者，极有可能是重构者

（一）中国互联网公司迅速进入全球TOP10

伴随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在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不经意间中国已经谋得三席之地，从市值看，阿里巴巴一家的市值甚至超过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亚马逊、EBay和雅虎三家的总和。 中国民族企业梦寐以求的是要成为世界500强，在十年前乃至五年前我们都不敢想象。

（二）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美国，中国互联网将在绝大多数领域超越美国

中国有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 截至2014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超6亿人，手机网民数超5亿人，中国网民数量达到美国的2.5倍，超过前五个发达国家总和，中文网民规模领跑全球。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城市乡村，无论高知阶层还是草根文盲，都无不将被裹挟到互联网浪潮中。 过去认为中国老年人不太会用互联网，但在微信上最活跃的人群之一是60-70岁的老人，通过微信购买每天的油盐酱醋，因为便宜一定会学会使用淘宝和微信。 互联网技术的演进，使得人们能更方便、更快捷、更简单地使用互联网，使得老人或者文盲都将像喝水吃饭一样游刃有余。

互联网应用的渗透率在不断提升。 从旅行到游戏，从音乐到沟通，从餐饮到打的，一切皆网络。 携程、去哪儿、途牛等互联网应用让旅行更轻松自在。 刀塔传奇、太极熊猫等种类繁多的游戏让娱乐随身相伴。 QQ音乐、多米音乐盒等音乐类应用让音乐无处不在。 微信、微博、微话让沟通无时不能。 一切尽在指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的报告显示，2013年度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为4.4%，已超过美国的4.3%、法国的4.2%和德国3.7%。 中国互联网协会2014年5月对我国互联网用户与市场的测算得出，中国互联网经济营收规模达6004亿元。

中国电子商务成交额占零售总额超过美国。 这凸显出互联网经济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而是紧紧地和实体经济粘在一起。 中国电子商务用户数、成交额、占社会零售总额比例都超过美国。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网购用户数超3亿人，美国网购用户数1.6亿人；中国电商成交额已逾4.5万亿元，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为8.7%，而美国电商成交额超1.6万亿元，占社会零售总额6.1%。 毕马威（KPMG）的报告则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将达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电商市场规模的总和。

中国传统零售行业相较于美国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集中度较低。 从前二十家零售商所占市场份额来看，中国前二十家零售商占比为12%，而美国达到40%。 同时我国的人均商业零售地产面积不足1平方米，实体店的覆盖率远远低于国外。 对于互联网来说，不足就是空间，缺陷就是机会。 电子商务的发展会加快行业集中，弥补传统零售业较差的基础，促进居民消费的提升。 电商的出现明显体现了中国互联网的弯道超车特征。

广大农村触网，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呈井喷式发展势头。 一方面，电商加速向乡镇下沉，各大电商及物流公司都建立了遍及全国乡镇级的商品物流配送体系， “老乡见老乡，购物去当当”的广告遍及乡村；另一方面农产品供应渠道下沉，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2013年淘宝农产品成交额超过500亿元，有100万家商家在淘宝销售农产品，2014年则翻倍达到1000亿元。

从2012年开始，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超越美国。 2013年中国增长率是24%，美国是10%，而2014年中国达到了136%，而美国仅为7%，中国全面超越美国。 2014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规模增速为46%，美国只有0.04%。

社交工具微信仅仅用三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社交软件，目前已经开到了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几个大国。 中国的搜房网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房产经纪商，与美国最大的网络房产经纪商Zillow收入对比来看，搜房收入规模是Zillow的3倍。

还需要关注的是，中国“85后”、“90后”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正在崛起，如“脸萌”CEO郭列创造了头像图片市场的风潮，“饿了么”CEO张旭豪改变了大学生外卖餐饮市场格局，“一起唱”创始人带来了移动K歌的新风尚，这些年轻的互联网CEO很多在大学时就开始创业。 近10年成立的、估值超过10亿人民币的独立企业中，不乏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的身影。

互联网企业有多快？ 从2010年到现在，短短5年时间，已经有成批达到10亿市值以上的新一代互联网企业群。 如赶集网、1号店、饿了么、雪球网、融360等。

下一波“10亿俱乐部”会出现在垂直行业、互联网金融、云与数据等多个领域，呈现高成长特征。 垂直行业出现了一批新兴企业，如拉勾专注于互联网人才招聘；酒仙网经过5年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酒类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公司以及酒水在线销售第一品牌。 在社群领域出现了果壳、蘑菇街等垂直社区，果壳网作为一个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科技有意思”成为其主题；蘑菇街则成为中国一流的女性购物电商平台，云集上千家款式时尚、风格独特、价格合理的买手店铺。

（三）中国互联网领域将率先诞生世界级企业

以腾讯为例，截至2014年第三季末，微信及WeChat的用户为4.68亿人，每个用户平均每天使用3小时；更让人惊叹的是，未来可能十几亿人甚至数十亿人会应用腾讯系（腾讯控股、参股、合作）平台提供的购物、娱乐、金融等各类服务。 古今中外，从未见过可以为十几亿用户持续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企业。 腾讯、阿里巴巴等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企业。

在中国，电商、社交、支付等多个互联网领域动辄都拥有3亿以上的用户数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体。 这么多用户又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这又为下一步云计算、大数据这一类新兴产业发展赢得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基础。 单单互联网支付市场就达到5万多亿元市场规模。 过去认为苹果天下无敌，但它更多的是硬件，硬件还是有限度、有边界的，而像互联网支付服务是无边界的。

2014年，国内规模以上的116宗VC投资当中，互联网占60%。 创投已经抢占互联网投资的潮头。 如口袋购物、人人贷、赶集网、我买网、华夏牧场等均列在2014年VC投资TOP10榜单中。

互联网企业并购频发度快速提升。 2013-2014年两年间互联网行业并购数目、金额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 2014年并购次数达715次，同比增加162%；并购交易额度1542亿元，同比增加236%（交易已完成的）。 相比于10年前，互联网并购项目数与交易额占比均从10%左右提升到20%左右。

BAT等巨头正在布局全产业链，无所不包，如同水与电，快速渗透到各个行业与角落，悄然呈超级垄断之势。 三家巨头2014年并购总额达到700多亿元。

通过控股、参股、合作等形式，阿里巴巴很早就开始了大举收购的征程。 2013年以来阿里巴巴主要并购项目达到了40多个，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量。 从线上到线下，从同业到异业，尽收囊中，围绕电商产业链上游到下游的整个生态体系，都可见阿里巴巴的身影。

腾讯也是步步为营，首先从其核心业务游戏项目切入，从国内到海外，从端游、页游到社交游戏，腾讯正阔步在互联网的无边疆域，通过并购力求把用户粘性做到极致，把用户价值与协同效应发挥到最大。

（四）互联网将成为中国经济新支柱，中国互联网将成为全球主导者、重构者

中国正处于互联网时代的风口浪尖，正成为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发源地与潮头。 中国互联网在众多领域已经超越或者接近美国。 过去讲中国的互联网模式是复制美国，即U2C（USA to China），五年前这种局面就已开始改变，当中国出现某项互联网新技术后，美国人选择不做或者复制中国模式，从U2C变为C2U。

中国互联网企业与美国互联网企业相比具有其独特的核心优势：

第一，复杂生态中练就更强生命力。 中国互联网市场生态系统及用户行为远比美国复杂，企业创新思维更加多元，更加立体。 中国的成功企业走上世界舞台时会更加顽强。

第二，免费模式开拓无边界市场。 淘宝当初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在美国就不一定成功，但在中国确实成功了。 免费带来三种结果：一是以点破面，移动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免费上网尽享各类服务之便利；二是流量为王，成规模地积聚人流、人气；三是入口服务免费，但是增值收费。

第三，市场空间巨大。 美国各行各业细分、成熟、完善，留给互联网的空间相对不大，国内留给互联网的是开发者少且品位高、需求旺盛的富矿。 互联网在美国更多是替换，但是在中国更多的有可能是填补空白，弥补薄弱环节，甚至是颠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互联网用户超6亿人，不仅如此，6亿多用户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日本人、美国人的3-5倍，人多又勤快，过去中国制造业一定程度上靠的是“5+2”、“白+黑”地拼命，而如今则是6亿多网民7×24小时、365天兑现人口红利，如此巨大的网民红利，全世界哪里有这样的互联网发展环境？

毫无疑问，中国互联网会成为中国产业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全球同行中增速最快的，最有条件与优势弯道超车，至少与美国相提并论。 新模式、新技术层出不穷、各显神通。 过去我们进行产业决策、技术布局，最梦寐以求的是弯道超车，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率先在最前沿、最能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重要的是，不只是弯道超车，还可能是主导者、颠覆者与重构者！ 过去要想弯道超车，得先在别人后面跑，通过改善发动机性能，实现技术升级，然后找准时机，超越前面的车。 互联网领先者则可重构全球商业大厦、服务体系乃至商业规则，美国、日本的企业可以成为这栋新商业大厦的一块砖头或组成部分。

三、以超常规思维支持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领先者，利用资本市场造就中国经济新力量新未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实施创新驱动与经济转型战略，作为最市场化经济要素的资本市场面临服务方向与重点的转变。 以移动互联网为发端的颠覆性创新将主宰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转型的方向，上天赐予中国人转型中最好的“礼物”———互联网，使得中国在300多年工业革命史中第一次成为主角，一旦错失，就是失责，就是罪过。 此时此刻，最需要、也最适合资本市场大展身手，最能展示资本市场的“政绩”。 问题是，资本市场是不是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及时、最有效方式发挥出特殊功能？

（一）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差距与问题

目前A股上市互联网企业仅20余家。 盈利条件、股东数量、股权结构及发审制度、再融资制度成为互联网企业不愿登录A股市场的主要原因。 但互联网由于其特殊的行业属性，往往对资本工具的需求更为旺盛。 也因为互联网估值的难点，需要通过最市场化的资本机制，让创业者、投资者、创业投资与资本市场共同博弈，练就识别优秀互联网企业的“火眼金睛”，练就一套判断互联网企业价值的方法和标准。

假设阿里巴巴在A股上市的话，将会遇到诸多问题。 首先就是传统公司治理标准和要求，难以容纳像阿里巴巴这种“股份制+合伙人”的独特组织模式；实际控制人收购了大量公司，但未注入上市主体，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需要实际控制人出具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核心牌照掌握在实际控制人手中，上市主体是否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发行人与关联公司支付宝的关联交易逐年增加，交易是否公允合理；另外还涉及补充披露发行人如增加与独立第三方财富通的交易，对业绩的影响程度等问题。 企业上市后，并购频发，需要配套制度快速响应与支持。 这些问题都会成为阿里巴巴之类企业上市的障碍和不确定性因素。

（二）充分发挥创业板的特殊功能，加快互联网企业上市进程

创业板成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创业板的第一大板块应是互联网板块，能够造就出优秀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群，在全球独占鳌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领头羊与新支柱，引领中国经济的新未来。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 是习惯于制定一系列规划，恪守现有的制度与固有的思维、经验、习惯，让企业来适应，还是通过不断地创新制度来适应新兴企业的新变化、新需求？ 我们的很多经验和理论还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感觉和认识上，还没有赶上时代的变化。 规划赶不上变化，制度跟不上需求。 因而要更多地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特别要通过创业板的深化改革和创新，形成支持移动互联网经济的创业链、服务链、产业链。

创业板经过五年多的运行，在制度创新、监管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新兴产业的配套体系，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尤其是创业板的特长与创新的优势，加快推进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步伐。

第一个步骤：现有的制度框架情况下，不做什么太大改变的情况下，让达到当前发行审核条件的互联网企业能够加快上市的进程。

第二个步骤：在监管机构范畴之内，优化流程，创新理念，淡化实质性审核意识。 比如互联网企业上市财务条件不只限于收入、利润标准。 如对互联网企业波动性不放心，主要股东股份锁定时间是不是可以更长一点。 另外，本文列举的众多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大都VIE结构且尚未实现海外上市，其业务经营、员工都在中国本土，通过VIE结构尚可在海外上市，应该突破障碍，鼓励直接在国内上市或撤除VIE结构再上市。

第三个步骤：涉及到法律法规修改的部分，应加快修法进程。

同时，再融资、增发、并购等业务制度需进一步优化、完善，适应互联网企业的特殊性与快速需求，切实解决互联网企业并购有关的会计、法律、治理安排等实际问题，积极支持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自去年下半年展开的新牛市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 创天量的成交不断刷新全球股市记录，资金进出极其迅速，上下大幅震荡，网上开户交易极其便利，资金杠杆放大效应明显，投资者快速“移动”，正确或错误的信息通过微信等自媒体实时传播，股民同一时间聚焦同一类或几类股票，股市评论、价值分析、盈亏效应、传导机制等以新的形式出现，对风险管控、投资者教育、行情研究、行业分析、安全运行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把新牛市的效应及时转化为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抓住机遇，不要错过；用好机遇，不要用错。

三、以超常规思维支持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领先者，

利用资本市场造就中国经济新力量新未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要实施创新驱动

与经济转型战略， 作为最市场化经济要素的资

本市场面临服务方向与重点的转变。 以移动互

联网为发端的颠覆性创新将主宰中国乃至全球

经济转型的方向， 上天赐予中国人转型中最好

的“礼物”———互联网，使得中国在300多年工

业革命史中第一次成为主角，一旦错失，就是失

责，就是罪过。此时此刻，最需要、也最适合资本

市场大展身手，最能展示资本市场的“政绩” 。

问题是，资本市场是不是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

及时、最有效方式发挥出特殊功能？

（一） 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

差距与问题

目前A股上市互联网企业仅20余家。 盈利

条件、股东数量、股权结构及发审制度、再融资

制度成为互联网企业不愿登陆A股市场的主

要原因。 但互联网由于其特殊的行业属性，往

往对资本工具的需求更为旺盛。也因为互联网

估值的难点， 需要通过最市场化的资本机制，

让创业者、投资者、创业投资与资本市场共同

博弈， 练就识别优秀互联网企业的 “火眼金

睛” ，练就一套判断互联网企业价值的方法和

标准。

假设阿里巴巴在A股上市的话， 将会遇到

诸多问题。首先就是传统公司治理标准和要求，

难以容纳像阿里巴巴这种 “股份制+合伙人”

的独特组织模式；实际控制人收购了大量公司，

但未注入上市主体，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需要实

际控制人出具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核心牌照

掌握在实际控制人手中， 上市主体是否具有独

立的经营能力； 发行人与关联公司支付宝的关

联交易逐年增加，交易是否公允合理；另外还涉

及补充披露发行人如增加与独立第三方支付宝

的交易， 对业绩的影响程度等问题。 企业上市

后，并购频发，需要配套制度快速响应与支持。

这些问题都会成为阿里巴巴之类企业上市的障

碍和不确定性因素。

（二）充分发挥创业板的特殊功能，

加快互联网企业上市进程

创业板成功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创业板的

第一大板块应是互联网板块， 能够造就出优秀

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群，在全球独占鳌头，成为中

国经济转型中的领头羊与新支柱， 引领中国经

济的新未来。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 是习惯于制定一

系列规划， 恪守现有的制度与固有的思维、经

验、习惯，让企业来适应，还是通过不断地创新

制度来适应新兴企业的新变化、新需求？我们的

很多经验和理论还停留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感觉

和认识上，还没有赶上时代的变化。规划赶不上

变化，制度跟不上需求。因而要更多地通过生产

关系调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特别要通过

创业板的深化改革和创新， 形成支持移动互联

网经济的创业链、服务链、产业链。

创业板经过五年多的运行，在制度创新、监

管创新、 服务创新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整套适

应新兴产业的配套体系， 需要进一步发挥资本

市场尤其是创业板的特长与创新的优势， 加快

推进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步伐。

第一个步骤：现有的制度框架情况下，不做

什么太大改变的情况下， 让达到当前发行审核

条件的互联网企业能够加快上市的进程。

第二个步骤：在监管机构范畴之内，优化

流程，创新理念，淡化实质性审核意识。 比如互

联网企业上市财务条件不只限于收入、利润标

准。 如对互联网企业波动性不放心，主要股东

股份锁定时间是不是可以更长一点。 另外，本

文列举的众多新一代互联网企业，大都VIE结

构且尚未实现海外上市，其业务经营、员工都

在中国本土， 通过VIE结构尚可在海外上市，

应该突破障碍， 鼓励直接在国内上市或撤除

VIE结构再上市。

第三个步骤：涉及到法律法规修改的部分，

应加快修法进程。

同时，再融资、增发、并购等业务制度需进

一步优化、完善，适应互联网企业的特殊性与快

速需求，切实解决互联网企业并购有关的会计、

法律、治理安排等实际问题，积极支持互联网企

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自去年下半年展开的新牛市也同样鲜明

地体现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 创天量的

成交不断刷新全球股市记录，资金进出极其迅

速，上下大幅震荡，网上开户交易极其便利，资

金杠杆放大效应明显，投资者快速“移动” ，正

确或错误的信息通过微信等自媒体实时传播，

股民同一时间聚焦同一类或几类股票，股市评

论、价值分析、盈亏效应、传导机制等以新的形

式出现，对风险管控、投资者教育、行情研究、

行业分析、安全运行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要

把新牛市的效应及时转化为服务、支持实体经

济的新动能。

抓住机遇，不要错过；用好机遇，不要用错。

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地位与资本市场新使命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陈鸿桥

笔者最近五年与百余家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企业或是掌握原创性、突破性技术的企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深入跟踪，从小素材、小

现象、小趋势出发，观察中国互联网企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演变及其快步迈向全球主导者地位的趋势，深刻感受到移动互联网引发的

颠覆性创新正以超出人们的预期在影响和冲击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需要以超常规思维，站在时

代前沿、国家战略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力支持中国互联网成为全球弯道超车者乃至重构者，成为中国经济新力量新未来，把中国互

联网的天然优势转换成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新优势。

一、中国第一次以发源国甚至主导国身份参与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各自都历经一百多年，中

国都失之交臂. 而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会同时

经历几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时间段越来越

短。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具有明显的四个特征：

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三十年前美国启

用www向世界打招呼至今，互联网历经两波，

第一波是PC互联网，第二波是移动互联网。 移

动互联网则把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与强项充分

激发出来。

二是中国第一次以发源国甚至主导国身份

参与其中。

三是呈现四大新业态，即绿色制造、智能制

造、互联制造、定制制造。

四是彰显四大民主化，即信息民主化、工业

民主化、金融民主化、管理民主化，使得每一个

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平台自我创造产品与服

务，每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自组织的创建者，每个

人的能量都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掘，人人“创

客” ,一切劳动、知识、技术、人才能任性地迸发

出来，以往的工业革命没有见过这样的平台。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数字、通讯、生物、材料

技术的要求，互联网对用户与人气的依赖性，恰

恰在中国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学科优势、

市场基础。

二、中国互联网在全球的分量与地位将不只是弯道超车者，极有可能是重构者

（一）中国互联网公司迅速进入全

球TOP10�

伴随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在全球十大互

联网公司中， 不经意间中国已经谋得三席之

地，从市值看，阿里巴巴一家的市值甚至超过

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亚马逊、EBay和雅

虎三家的总和。中国民族企业梦寐以求的是要

成为世界500强，在十年前乃至五年前我们都

不敢想象。

（二）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

已超过美国， 中国互联网将在绝大多数

领域超越美国

中国有一半人口接入互联网。截至2014

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超6亿人，手机网民数超

5亿人，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美国的2.5倍，超

过前五个发达国家总和，中文网民规模领跑

全球。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城市乡村，无论高知

阶层还是草根文盲，都无不将被裹挟到互联网

浪潮中。 过去认为中国老年人不太会用互联

网， 但在微信上最活跃的人群之一是60-70岁

的老人，通过微信购买每天的油盐酱醋，因为

便宜一定会学会使用淘宝和微信。 互联网技术

的演进，使得人们能更方便、更快捷、更简单地

使用互联网，使得老人或者文盲都将像喝水吃

饭一样游刃有余。

互联网应用的渗透率在不断提升。 从旅行

到游戏，从音乐到沟通，从餐饮到打的，一切皆

网络。 携程、去哪儿、途牛等互联网应用让旅行

更轻松自在。 刀塔传奇、太极熊猫等种类繁多

的游戏让娱乐随身相伴。 QQ音乐、多米音乐盒

等音乐类应用让音乐无处不在。 微信、微博、微

话让沟通无时不能。 一切尽在指尖。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年的报告显示，

2013年度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为

4.4%，已超过美国的4.3%、法国的4.2%和德国

3.7%。 中国互联网协会2014年5月对我国互联

网用户与市场的测算得出，中国互联网经济营

收规模达6004亿元。

中国电子商务成交额占零售总额超过美

国。 这凸显出互联网经济不是简单的虚拟经

济， 而是紧紧地和实体经济粘在一起。 中国

电子商务用户数、 成交额、 占社会零售总额

比例都超过美国。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网购用户数约3.6亿

人，美国网购用户数1.7亿人；中国电商成交

额已逾2.6万亿元，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为

10%，而美国电商成交额超1.9万亿元，占社

会零售总额6.6%。 毕马威（KPMG）的报告

则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将达到美

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电商市场规模的

总和。

中国传统零售行业相较于美国还处在发

展初级阶段，集中度较低。 从前二十家零售商

所占市场份额来看，中国前二十家零售商占比

为12%，而美国达到40%。同时我国的人均商业

零售地产面积不足1平方米， 实体店的覆盖率

远远低于国外。 对于互联网来说，不足就是空

间，缺陷就是机会。 电子商务的发展会加快行

业集中，弥补传统零售业较差的基础，促进居

民消费的提升。 电商的出现明显体现了中国互

联网的弯道超车特征。

广大农村触网，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呈井喷

式发展势头。 一方面，电商加速向乡镇下沉，各

大电商及物流公司都建立了遍及全国乡镇级

的商品物流配送体系，“老乡见老乡，购物去当

当” 的广告遍及乡村；另一方面农产品供应渠

道下沉， 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2013年淘

宝农产品成交额超过500亿元，有100万家商家

在淘宝销售农产品，2014年则翻倍达到1000

亿元。

从2012年开始，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超

越美国。 2013年中国增长率是24%， 美国是

10%，而2014年中国达到了136%，而美国仅为

7%，中国全面超越美国。 2014年中国移动游戏

用户规模增速为46%，美国只有0.04%。

社交工具微信仅仅用三年就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移动社交软件，目前已经开到了巴西、印

度尼西亚和印度几个大国。 中国的搜房网已经

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房产经纪商， 与美国最大

的网络房产经纪商Zillow收入对比来看，搜房

收入规模是Zillow的3倍。

还需要关注的是，中国“85后” 、“90后”

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正在崛起， 如 “脸萌”

CEO郭列创造了头像图片市场的风潮，“饿了

么” CEO张旭豪改变了大学生外卖餐饮市场

格局，“一起唱” 创始人带来了移动K歌的新

风尚， 这些年轻的互联网CEO很多在大学时

就开始创业。 近10年成立的、估值超过10亿人

民币的独立企业中，不乏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

的身影。

互联网企业有多快？ 从2010年到现在，短

短5年时间， 已经有成批达到10亿市值以上的

新一代互联网企业群。 如赶集网、1号店、饿了

么、雪球网、融360等。

下一波“10亿俱乐部” 会出现在垂直行

业、互联网金融、云与数据等多个领域，呈现

高成长特征。垂直行业出现了一批新兴企业，

如拉勾专注于互联网人才招聘； 酒仙网经过

5年的高速发展， 成为中国最大的酒类电子

商务综合服务公司以及酒水在线销售第一品

牌。 在社群领域出现了果壳、 蘑菇街等垂直

社区， 果壳网作为一个开放、 多元的泛科技

兴趣社区，“科技有意思” 成为其主题；蘑菇

街则成为中国一流的女性购物电商平台，云

集上千家款式时尚、风格独特、价格合理的买

手店铺。

（三） 中国互联网领域将率先诞生

世界级企业

以腾讯为例，截至2014年第三季末，微信

及WeChat的用户为4.68亿人，每个用户平均

每天使用3小时；更让人惊叹的是，未来可能

有十几亿人甚至数十亿人会应用腾讯系（腾

讯控股、参股、合作）平台提供的购物、娱乐、

金融等各类服务。古今中外，从未见过可以为

十几亿用户持续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企业。 腾

讯、 阿里巴巴等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企业。

在中国，电商、社交、支付等多个互联网领

域动辄都拥有3亿以上的用户数量， 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体。 这么多

用户又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这又为下一

步云计算、大数据这一类新兴产业发展赢得任

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基础。 单单互联网支

付市场就达到5万多亿元市场规模。 过去认为

苹果天下无敌，但它更多的是硬件，硬件还是

有限度、有边界的，而像互联网支付服务是无

边界的。

2014年， 国内规模以上的116宗VC投资

当中，互联网占60%。 创投已经抢占互联网投

资的潮头。 如口袋购物、人人贷、赶集网、我买

网、华夏牧场等均列在2014年VC投资TOP10

榜单中。

互联网企业并购频 发度快速提 升 。

2013-2014年两年间互联网行业并购数目、金

额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 2014年并购次数达

715次，同比增加162%；并购交易额度1542亿

元， 同比增加236%（交易已完成的）。 相比于

10年前，互联网并购项目数与交易额占比均从

10%左右提升到20%左右。

BAT等巨头正在布局全产业链， 无所不

包，如同水与电，快速渗透到各个行业与角落，

悄然呈超级垄断之势。 三家巨头2014年并购总

额达到700多亿元。

通过控股、参股、合作等形式，阿里巴巴很

早就开始了大举收购的征程。 2013年以来阿里

巴巴主要并购项目达到了40多个，超过了过去

十年的总量。 从线上到线下，从同业到异业，尽

收囊中， 围绕电商产业链上游到下游的整个生

态体系，都可见阿里巴巴的身影。

腾讯也是步步为营， 首先从其核心业务游

戏项目切入，从国内到海外，从端游、页游到社

交游戏，腾讯正阔步在互联网的无边疆域，通过

并购力求把用户黏性做到极致， 把用户价值与

协同效应发挥到最大。

（四）互联网将成为中国经济新支

柱， 中国互联网将成为全球主导者、重

构者

中国正处于互联网时代的风口浪尖，正

成为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发源地与潮头。 中国

互联网在众多领域已经超越或者接近美国。过

去讲中国的互联网模式是复制美国， 即U2C

（USA� to� China）， 五年前这种局面就已开

始改变，当中国出现某项互联网新技术后，美

国人选择不做或者复制中国模式， 从U2C变

为C2U。

中国互联网企业与美国互联网企业相比具

有其独特的核心优势：

第一，复杂生态中练就更强生命力。中国互

联网市场生态系统及用户行为远比美国复杂，

企业创新思维更加多元，更加立体。中国的成功

企业走上世界舞台时会更加顽强。

第二，免费模式开拓无边界市场。淘宝当初

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在美国就不一定成功，

但在中国确实成功了。免费带来三种结果：一是

以点破面， 移动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免费上网

尽享各类服务之便利；二是流量为王，成规模地

积聚人流、人气；三是入口服务免费，但是增值

收费。

第三，市场空间巨大。 美国各行各业细分、

成熟、完善，留给互联网的空间相对不大，国内

留给互联网的是开发者少且品位高、 需求旺盛

的富矿。互联网在美国更多是替换，但是在中国

更多的有可能是填补空白，弥补薄弱环节，甚至

是颠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互联网用

户超6亿人， 不仅如此，6亿多用户平均每天上

网时间是日本人、美国人的3-5倍，人多又勤

快 ， 过去中国制造业一定程度上靠的是

“5+2” 、“白+黑” 地拼命，而如今则是6亿多

网民7×24小时、365天兑现人口红利，如此巨

大的网民红利，全世界哪里有这样的互联网发

展环境？

毫无疑问，中国互联网会成为中国产业规

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全球同行中增

速最快的，最有条件与优势弯道超车，至少与

美国相提并论。 新模式、新技术层出不穷、各显

神通。 过去我们进行产业决策、技术布局，最梦

寐以求的是弯道超车，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率

先在最前沿、最能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互联

网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重要的是，不只是弯道

超车，还可能是主导者、颠覆者与重构者！ 过去

要想弯道超车，得先在别人后面跑，通过改善

发动机性能，实现技术升级，然后找准时机，超

越前面的车。 互联网领先者则可重构全球商业

大厦、服务体系乃至商业规则，美国、日本的企

业可以成为这栋新商业大厦的一块砖头或组

成部分。

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及其市值表现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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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工业革命 改变着世界

近10年成立的、估值超过10亿人民币的独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