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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连接普惠经济

□马化腾

今天“互联网+” 一下子成了社会和业界

追捧的热词，这是我两年前始料未及的。2013

年，我和马云、马明哲在上海一起推出众安保

险时，就谈到了“互联网+” 的实践。几天后的

“WE大会” 上，我再次提出“互联网+” 是互

联网未来发展的七个路标之一。

当时频繁提及“互联网+” ，主要是想改

变人们的一些固有看法。 因为我们跟一些政

府或传统行业的朋友交流时， 发现他们很难

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大家或是觉得，互联网是

新经济、虚拟经济，跟自己所在的领域或传统

行业没有太大关系； 或是觉得互联网和传统

行业存在冲突，是颠覆、取代、捣乱甚至对立

的关系。

今天“互联网+” 引发前所未有的热议，

表明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对互联网的看法已

有很大改变， 甚至在某些领域， 出现了虚炒

“互联网+” 概念的情况。

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但互联

网将“连接一切” ；不必神化“互联网+” ，但

“互联网+”会成长为未来的新生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实

体、个人、设备都连接在了一起。 互联网已不

再仅仅是虚拟经济， 而是主体经济社会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需

要与互联网相连，互联网与万物共生共存，这

成为大趋势。

过去两年， 我在各种场合提到最多的词

可能就是“连接” 。 腾讯要做互联网的“连接

器” ，希望实现“连接一切” 。 连接，本身是互

联网的基本属性。 我们的QQ（一款即时通信

软件）、微信，首先就是为了满足人与人的连

接这个最基本的需求。 现在， 我们把人与服

务、设备和内容源等连接起来，开始实现互联

互动，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边界已经模糊。

连接，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 未来，“互

联网+”生态将构建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之上。

“互联网+”生态，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

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各行各业的跨

界融合，推动各行业优化、增长、创新、新生。

在此过程中，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会层出

不穷，彼此交融，最终呈现出一个“连接一

切”（万物互联）的新生态。

“互联网+” 与各行各业的关系， 不是

“减去”（替代），而是“+”（加）上。 各行各

业都有很深的产业基础和专业性， 互联网在

很多方面不能替代。

我经常用电能来打比方， 现在的互联网

很像带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能。 互联网不

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一种能力， 一种新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与各行各业结合之

后，能够赋予后者以新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

如果我们错失互联网的使用， 就好比第二次

产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能。

“互联网+” 就像电能一样，把一种新的

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

的环境中实现新生。 比如，在互联网平台上，

文学读者、影视观众、动漫爱好者、游戏玩家

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游戏、动漫、文

学、影视也不再孤立发展，而是通过聚合粉丝

情感的明星IP（知识产权）互相连接，共融共

生。可以说，“互联网+” 给各个传统文化娱乐

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生。 腾讯提出“泛娱乐”战

略，围绕明星IP打造粉丝经济，正是行业大势

所趋。

“互联网+” 是一种“寓大于小” 的生态

战略。 在万物互联的新生态中，企业不再是社

会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 个人才是社会经济

活动的最小细胞。 这使得传统企业的形态、边

界正在发生变化，开放、灵活、“寓大于小” 成

为商业变革的趋势。

过去，企业自上而下地进行市场推广，现

在则需要基于传感、 数据去感知每个用户每

个瞬间的位置、需求、行为，快速理解和响应

每一个细胞的需求和行为， 甚至和每一个不

同的人进行情感交流，产生共鸣。

未来，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通过“互联网

+” ，实现与个体用户的“细胞级连接” ，就如

同一个生命体的神经末端麻木，肢体脱节，必

将面临生存挑战。

借用“信息熵”的概念来说，“互联网+”

生态中， 实现连接的层级单位越小， 熵就越

低，商业活动、社会经济的耗费就越少，效率

就越高，确定性就越强，有序程度就越高，生

态体系也越有活力。 反之亦然。

互联网+� ：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

“互联网+” 代表着以人为本、人人受益

的普惠经济。局部、碎片、个体的价值和活力，

在“互联网+” 时代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万物互联和信息爆炸带来的不是人的淹没，

其实恰恰是人的凸显， 每个人的个性更加容

易被识别， 消费者更灵活地参与到个性化产

品和服务中去，实现以人为本、连接到人、服

务于人、人人受益。

普惠经济也是一种集约型经济、 绿色经

济、共享经济，它能高效对接供需资源，提升

闲置资源利用率，实现节能环保。 例如，“互

联网+” 在拼车、房屋互换、二手交易、家政服

务等领域创新迭出，以“滴滴专车” 为代表的

共享经济正在井喷式发展， 这为优化利用社

会闲置资源、实现绿色环保，解决现代城市难

题带来了新的思路。

腾讯参与“互联网+” 生态的方式，主要

是开放协作，跨界融合。 张小龙说：“微信是

一个森林，而不是一座宫殿。”我很认同。最近

两年，腾讯对自己的业务做了大量减法，聚焦

在最为核心的通信社交平台、 内容游戏等业

务上，其他则交给合作伙伴。 这是几年来我们

历经痛苦得出的结论， 我们会坚定地做所有

创业者最好的合作伙伴。 我喜欢“自留半条

命” 这个说法，把另外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这样才会形成一种生态。

腾讯的开放平台上， 如今已有几百万合

作伙伴，数亿用户。 很难讲今天的腾讯只是腾

讯自己，企业正逐渐变成无边界的开放组织。

现在包括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三家在内的生态公司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可

谓英雄所见略同。 腾讯早走一点，但只是早一

点碰壁，早一点改而已。 我相信大家都会走向

开放。 不管是数据开放、 云平台还是提供连

接， 我们都想把更多的信息孤岛连接到各自

的生态体系， 让更多传统行业在这个体系中

共生、发展，让各自生态体系里的用户获得更

高的生活品质。 这是良性竞争， 看谁做得更

好，生态体系的黏性、用户量就会更多。

经济领域之外，“互联网+” 在公共服务

领域的运用空间也相当广阔。 例如，微信公众

号平台可以聚合多项民生服务功能于一体，

把政府服务大厅建在智能手机上， 这将推动

中国服务型政府以及“智慧城市” 的建设。

2015年4月中旬，腾讯与上海市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时， 有位政府官员在交流时提出，

“互联网+” 代表着未来，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方式、生产方式，甚至是社会形态变化的一种

趋势。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互联网+”

确有无限想象空间。

“互联网+”会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的起跑

线。 摩尔定律与梅特卡夫定律，这两个指数型

增长的效应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互联网+” 可能带来大量“弯道超车”

的机会以及被超越的风险。 例如，互联网正在

成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动力， 对于发展相对

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

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在更广阔的国际竞争中， 我们看到资源

禀赋不同的各个国家，正重新聚集在“互联网

+” 这个起跑线上较量：发达国家希望继续抢

占优势生态位， 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借此实

现弯道超车。 时下大家热议的德国工业4.0�

和美国先进制造， 都将互联网视为一个重要

的基础和创新引擎。

回头看我们国家，工信部这个机构设置

里， 为什么把工业和信息产业放在一起管

理？ 战略意义其实也早已明确。 2015年全国

两会上，我再次提了“互联网+” 的建议。 很

庆幸，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政府工作报

告》中首倡“互联网+” 概念，正式提出“制

订‘互联网+’ 行动计划” 。 对于在互联网行

业一线工作十几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

很大的振奋。

今天，在“互联网+” 的起跑线面前，不但

我们互联网行业从业者， 而且各行各业乃至

整个国家，都需要把握难得的机遇窗口，做出

至关重要的反应。（作者为腾讯主要创办人，

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跟华尔街顶级交易员学投资

□杰克·施瓦格

投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 市场中的

各类参与者能否战胜市场？“有效市场假说”

给出了清楚明白的答案：除非你具有好运，能

够成为幸运者，否则你无法战胜市场。

“有效市场假说” 基本可分为三种：1、

弱式有效市场假说。 这种有效市场假说认为

市场参与者无法利用过去的市场价格信息

来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换言之，要获

取超额收益， 采用技术分析是在浪费时间，

在这种假说下基本面分析是有用的；2、半强

式有效市场假说。 这种有效市场假说声称市

场参与者无法利用任何公开、有效的信息来

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换言之，要获取

超额收益， 采用基本面分析也是在浪费时

间；3、强式有效市场假说。 这种有效市场假

说认为市场参与者即便利用非公开信息也

无法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换言之，内

部知情人士想通过内幕信息来战胜市场也

是徒劳无功的。

“有效市场假说” 认为，因为每个市场参

与者获取的信息是一样的， 所以市场是无法

战胜的。这个理由从理论上来讲就是错误的，

即便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 也没

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于合理、 恰当的市场价格

能达成共识，做出相同的交易决策（因此他们

最终的交易绩效是各不相同的）。 比如在国

际象棋锦标赛上， 所有的棋手都遵守相同的

比赛规则和棋规， 他们都读过相同的棋书和

打过历届冠军棋手的棋谱， 但只有极少部分

棋手能脱颖而出，傲视群雄。 认为所有棋手使

用相同的信息（棋规、棋书、棋谱）就能取得

相同的成效（即达到相同的棋力，取得一样的

战绩）显然是说不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市场上的交易是比国际象棋更为繁复的博

弈， 所以为什么市场交易与国际象棋比赛会

有差异呢？ 两者其实是相同的。

“有效市场假说” 理论的支持者声称的

“市场是极难战胜的” ，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但其论据却是错误的。 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超

额收益。 战胜市场的原因并非在于市场价格

已包含、反映了所有已知的信息，并且会对

新的信息做出即时的反应，而是在于市场参

与者的情绪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巨大，并且这

种影响几乎完全无法精确估量。 某一时期市

场参与者的情绪会使交易价格向上大幅偏

离资产的合理估值， 导致价格的严重高估，

我们称此时期为“市场的泡沫期” 。 而在另

一时期，市场参与者悲观、恐慌的情绪会使

交易价格向下大幅偏离资产的合理估值，导

致价格的严重低估，我们称此时期为“市场

的恐慌期”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交易者的情

绪对价格的扭曲作用可能是有限的，市场环

境会近似 “有效市场假说” 所做的理性假

设。 所以，要么市场价格不会显著偏离资产

的合理估值，要么我们会面对“确定价格偏

离合理估值会有多远” 的困难任务。 在这两

种情况下，要想战胜市场，获得超额利润都

是很有难度的。

虽然通常情况下，市场参与者或许能准

确判定市场何时陷入了乐观狂热状态或是

悲观恐慌状态，但是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确

定市场的泡沫或恐慌会持续多久，正因为如

此，战胜市场才如此之难。 比如某位市场参

与者对某项交易资产的合理估值评估完全

正确，但由于建仓过早，最后还是遭受巨亏。

举一个例子，假定某个交易员在1999年的后

期认为科技股累积涨幅已大， 已经超买，于

是当纳斯达克指数 （NASDAQ� index）冲

上3000点大关时，他毅然做空纳指期货。 虽

然这位交易员的评估绝对正确，因为此时距

离这波“科技股泡沫” 的产生已有十年，纳

指已从1100点涨到2900点，科技股价格确实

已高， 但我们这位精明的交易员还是会破

产， 因为其后纳指继续上涨了68%， 直到

2000年3月才见顶5048点， 直到那时泡沫才

破裂。 这位交易员对纳指见顶的判断基本正

确，不过比纳指十余年的牛市见顶早了仅仅

四个月，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过早做

空纳指的交易酿成了大祸。 我们肯定无须借

助“完美市场的假设” 来解释“为什么成为

市场赢家是困难的” 。

承认市场参与者的情绪能对市场价格

产生强大甚至支配性的影响和作用，这点意

义深远重大。 从市场行为的角度来看，市场

依然是难以战胜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

市场并非不可能战胜。 实际上，市场参与者

的情绪导致资产的价格大幅偏离资产自身

真正价值的情况本身就创造了投资和交易

的绝好机会，即价格高估，可以做空；价格低

估，则可做多。

“有效市场假说” 理论的谬误不仅严重，

而且众多，具体归纳如下。 如果“有效市场假

说” 能够成立，那么有许多事情就不可能发

生，甚至多次发生。 例如，1987年10月19日，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的期货合约

（标普500期指）一日暴跌29%，令人瞠目结

舌，难以置信。 如果“有效市场假说” 是正确

的，那么像这种一日暴跌事件，其发生的概率

非常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致等于在宇

宙中随机选出一个具体的原子， 然后在宇宙

中再次随机选出同一个原子。 如果“有效市

场假说” 能够成立，那么从统计学角度来看，

某些市场参与者所取得的、 有案可查的交易

业绩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效市场假说” 假设市场价格会向正

确价格水平（即符合公允、合理的估值）进行

调整和回归，但建立该假设的前提有误。因为

掌握信息、 知识并且保持理性的交易者与缺

乏信息、知识、不理性的交易者相比，在短期

内， 前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会暂时小于后者

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有效市场假说” 没有考虑和涵盖交易

者情绪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因此也就遗漏了

金融市场历史中某一时期（即市场泡沫期及

市场崩盘期）基本面要素中对市场价格具有

主导作用和重大影响的要素， 即交易者的心

理和情绪。

对我们而言，“有效市场假说” 理论是个

坏消息，除了靠运气，该理论排除了所有战胜

市场的可能；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有效市

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具有严重的缺陷。

所以虽然路途坎坷，困难重重，但战胜市场还

是能够做到的。

常常有人问我，要成为交易高手、金融怪

杰式的人物，是靠天生禀赋还是靠刻苦努力？

我用马拉松赛跑来类比交易， 以此作为回答

此问题的标准答案。 虽然马拉松赛跑在大多

数身体条件较差的人看来是一项令人生畏的

运动， 但只要经过充分训练以及自身专注投

入，大多数人还是能跑马拉松的。 但只有少数

身体素质过人、 天生适合这项运动的人才能

跑出2小时15分（男子马拉松）或2小时30分

（女子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而先天条件一般

或较差的人，不管怎样刻苦努力，这种出类拔

萃的成绩是跑不到的。 拿交易进行类比的话，

其与马拉松赛跑相似：刻苦努力可以达到“熟

能生巧” 的效果，但要想登峰造极，达到第一

流的水准则需几许天分。 许多金融怪杰的成

功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可能仅仅因为

他们具有某些天生的才能或天生的洞察力，

使他们能超乎寻常地感知未来市场的动向。

我并不看重某人怎样全身心地投身交易或是

愿意花多少个小时注视行情报价的屏幕，现

实情况就是，金融怪杰具有的某些天赋、所取

得的巨大成功和庞大财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

难以企及的。

■ 新书快递

赢得改革红利

作者：蔡昉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首位论证中国

“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的

经济学家，蔡昉在“预测”

成功后仍持续关注中国经

济的发展状况。 随着人口

红利的消失， 中国经济增

长率正在稳步回落， 到底

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中国

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发展路

径是什么？ 中国经济改革的着力点又在哪里？

面对以上问题， 作者提出必须通过创造改革红利来

替代人口红利，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不仅如此，

如何应对“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特别是为

如期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任务

献计献策，都是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者希望本书能

够服务于经济学家这一责无旁贷的职责， 对读者思考相

关问题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蔡昉，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

成员、学部委员，于

2009

年荣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

让艺术投资回归价值本体

□本报记者 胡东林

在很多人眼里，艺术是高雅甚至神秘的代名词。真是

这样吗？高雅的艺术和世俗的市场，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呈

现在大众眼前？ 借助《艺术的真相》一书，读者得以近距

离贴近艺术、感受市场的脉动，“对于有志于艺术品收藏

投资的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 ”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 今天和未来的艺术品市

场是从过去的点滴积淀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今天的艺术

品市场是座大厦的话，那么过去则是坚实的地基、扎实的

砖瓦。 本书以建设性的理性态度通过叙述、评论、采访等

多种方式记录国内和国际十年艺术品市场的惊人变迁，

作者尧小锋从业十年在各大媒体发表了100多万文字作

品，在此基础上，精心汇编了10万字的文章成集出版。 全

书环环相扣， 五个章节从 “市场大势” 、“藏家寻宝” 、

“名家开讲” 、“个案追踪” 、“风险提示” 角度聚焦艺术

品市场里各种群体、机构、风险等方面，涉猎广泛，数据翔

实。目的就是为社会大众了解、参与艺术品市场提供一把

入门钥匙，在最短的时间了解艺术品市场的核心。

本书的专业性还充分体现在作者对于艺术与投资理

念的把握上，无论你只是想“玩玩” 艺术，抑或是“骨灰

级”的收藏投资者，读一读本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者

结合自身的艺术功底和行业人脉， 深刻剖析中国艺术品

市场的发展趋势，对话圈内知名藏家，解读艺术品收藏缘

何成为企业家们的新时尚。为我们呈现了艺术家、拍卖公

司高层对于艺术品市场的真实看法，以引导市场、树立正

确的价值投资理念。 正如著名收藏家刘益谦所言，“他用

切身的经历和观点为希望了解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人们提

供了很好的参照。 ”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梳理了近

年来艺术品市场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并

将纷繁的艺术品市场背后的风险摆到读者面前， 让一切

都回归到艺术价值的本体上来。

■ 责编：卢铮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427 E-mail:zzbtougao@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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