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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pot

热点 Tel

：(0755)83509452

产业互联网：互联网产业下半场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今年的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上，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在给合作伙伴的公开信里，

提到了腾讯开放战略在移动互联网

下半场的新目标：接下来，我们要做

好“连接器”，为各行各业进入“数字

世界”提供最丰富的“数字接口”。还

要做好“工具箱”，提供最完备的“数

字工具”。 同时更要做好“生态共建

者”，提供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新型基础设施， 激发每个参与

者进行数字创新， 与各行各业合作

伙伴一起共建 “数字生态共同体”。

为此， 腾讯整合成立了两个新的事

业 群 ： 云 与 智 慧 产 业 事 业 群

（

CSIG

）、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分别

承担着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生

态融合、 社交与内容生态创新的重

要探索。

马化腾认为， 移动互联网的

上半场已经接近尾声， 下半场的

序幕正在拉开。 伴随数字化进程，

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 正在从

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 向下半

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 无

独有偶，

360

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也

表示， 随着产业互联网时代的

来临， 未来互联网公司会投资

更多的传统企业， 这样的投资

并购案例也会越来越多。

360

也

不排除将选择传统行业的公司

进行投资。 笔者注意到，很多知

名投资机构， 以及不少上市公

司也不约而同地看好未来的产

业互联网，并纷纷展开布局。 笔

者看来， 互联网公司将投资更

多传统企业的做法并非不可理

解，也绝非矛盾，而是互联网产

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而出现的必然现象。

所谓产业互联网， 本质上不

过是把当前消费互联网中的个体

元素从个人换成了企业， 是互联

网公司在充分挖掘了个体消费能

力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目标群体。

互联网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实现了

信息在点与点之间的沟通互联，只

不过， 产业互联网将互联网中的这

些最小个体， 从个人消费者转向了

一个个企业。我们必须要承认，互联

网除了实现人与人的连接， 如果大

量的“物”与“服务”不能全面数字化

升级，那么人与物、人与服务的连接

就难以存续和升级， 整个互联网就

会止步不前。 要让个人用户获得更

好的产品与服务， 各行各业的企业

都必须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把信息

的触角伸到企业生产制造的各个环

节及核心地带， 在整个供应链上推

进数字化变革。

从这个层面来讲， 产业互联

网和消费互联网密不可分， 相辅

相成。 抛开一个来单发展某一个，

整个互联网产业不可持续。 中国

互联网产业发展至今， 一直走的

是消费互联网之路，在

2C

方向发

展成熟之际，如若

2B

方向没有成

熟到与之匹配的程度，

2C

方向也

会受到影响， 从而降低整个互联

网产业的发展进程。 正如马化腾

所说， 没有产业互联网支撑的消

费互联网，只会是一个空中楼阁。

而没有消费互联网助力的产业互

联网， 就像一条无法与大海连通

的河流，可能在沙漠中日渐干涸。

对比美国的互联网产业来看，中

国的

2B

产业，即产业互联网的发

展程度还远远落后。 而从企业角

度来看， 中国企业经历了自改革

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 如今已经

有了一大批初具规模的企业。 而

这些企业中， 尤其大量存在于传

统行业中的企业， 尚未进行数字

化变革，还没有接入“互联网”。 这

类企业更加需要信息的互联，相

对于目前挖掘较为成熟的个人消

费者而言， 产业互联网可谓一片

大蓝海。

我们经常提到“赋能”一词，在

此处，笔者要说，产业互联网能够

真正实现为企业“赋能”，帮助传统

企业，乃至公共服务机构实现数字

化转型升级。 数字时代发展至今，

大量的传统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

理都被远远抛在了数字化进程的

后方。 当今的企业，要想尽快打通

从生产制造到消费服务的价值链，

实现智慧零售、智能制造，完成从

消费到产业的生态协同，就需要融

入产业互联网，从而真正触达海量

用户，并实现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

联网让每一个产业都变身为智慧

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

化。 这既能够为传统企业的经营发

展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而且还能

够帮助其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

中，找到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增长

点， 进而与消费互联网相互呼应，

共同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发展

产业互联网、实现产业互联网和消

费互联网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可能

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譬如商业信

息安全、个人隐私等问题，但我们

必须要认识到，发展产业互联网是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的必然，也是中

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下半场。

互联网终会变成传统产业

程喻

互联网是一场革命，从

15

年前开始，几乎

在每个传统工业界都引起了重大的改变。 这个

行业也是最能“折腾”的行业，不仅重组并购不

断，还善于自我“摧毁”。 在国内知名互联网公

司的朋友说， 去年被进行了四次组织机构调

整，每次的主题都是“重新再出发”之类。

互联网公司投资传统企业，可以看作是互

联网企业本身发展遇到瓶颈，无论是电商还是

社交， 消费互联网已经走到下半场。 当全国

8

亿人都在用一个手机

APP

，其可嫁接的商业资

源很多，但是其用户量不会太大增长，因为已

经是碰到了天花板。 也是因为互联网行业是现

金流最为充裕的行业之一， 还有余力进行收

购， 目前很多传统行业生产和营销都上不去，

收购是笔合理的买卖。 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

早就达成共识：互联网终究有一天会变成传统

企业。 这不是我说的，马化腾、沈南鹏在很多场

合都公开表示过这个想法。 互联网不是新经济

新领域独有的东西，最终它会像蒸汽机、电力

等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成为可以给所有的行业

应用的工具。 就像是发电厂，没有电社会就瘫

痪了，但是电就是传统行业。 因为它没有巨大

的变化，它就能向头部不断集中。 互联网将来

也一定会这样。

当然，互联网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天，但

是有远见的、 未雨绸缪的以及兜里还有余粮

的企业家已经在思索这个问题。 好在互联网

与电力、水利等基础工程不一样，互联网最大

的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性行业，

而是改变其他行业的工具。 这是它区别于其

他行业的根本性差别。

比如腾讯，有人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他说腾讯像千年老妖一样， 把自己的各个血

管接在不同的童男童女的身上， 保证自己总

是获得最新血液。腾讯投资那么多公司，难道

只是获得资本回报吗？ 其实更多是站在行业

信息的认知点上， 比别人更快理解行业的大

变化。再比如淘宝，淘宝最大的优势不是自己

做电商，而是帮助别人做电商，通过服务商户

来成就自己。 但当双十一不再是通篇的赞美

而是毁誉参半， 帮助消费市场成长的使命也

有一种快到终点的感觉。 不是这个社会不再

需要消费， 但是当其他传统行业都陷入滞长

困境的时候，消费独木难成林。

随着互联网头部企业的基本成型， 靠获

取个人用户为主的消费互联网时代宣告基本

结束，很难想象有人会再造一个腾讯、再造一

个阿里、再造一个京东，但是再造一个小米还

是有一定想象空间。与前几家公司不一样，小

米不是靠社交、靠平台取胜，靠的是产品和互

联网营销思维。既然是产品，就有更新换代的

可能，就像十年前我们用诺基亚，十年后用智

能手机。 所以， 更多互联网企业进入传统企

业，是希望深入地合作，碰撞出更大的火花，

爆发出巨大的潜能， 是希望快人一步进入工

业互联网时代。

快，是互联网公司的生存原则之一，很多

传统企业转型初期， 因为没有领悟到这个原

则，导致在变革的进程之中轰然倒地。比如曾

经的胶片巨头柯达， 在开发数码产品时沿用

了传统制造业的方式，过于追求完美产品，没

有遵循

IT

业“边开发、边推向市场、边改进”

的产品开发方式， 导致其被更灵活的竞争对

手超越。工业互联网时代，更理想的状态应该

像马化腾所说的那样： 互联网企业应该在最

底层，上面由传统行业自己搭载自己的逻辑，

来应用在自己的领域， 这里面的空间是无穷

的，也是互联网无法做到的。 每一行都很深，

需要各行各业用起来， 才能发挥移动互联网

的最大威力。

随着产业互联网时

代的来临， 未来互联网

公司会投资更多的传统

企业，投资并购案例也

会越来越多。 我们该如

何看待互联网公司投

资更多传统企业这个

趋势呢？

官兵/漫画

产业互联网才刚刚起步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互联网公司与传统企业的联系正越发紧密。

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360

公

司董事长周鸿祎对外界表示，随着产业互联网时

代的来临，未来互联网公司会投资更多的传统企

业， 这样的投资并购案例会越来越多，

360

也不

排除将选择传统行业的公司进行投资。

周鸿祎认为，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从

2C

（消费者端）业务起家，虽然消费互联网领域的

红利犹存，但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高歌猛进了。

中国的优势是有很多产业， 能否用互联网技术

来赋能这些传统产业是新的机会，“产业互联

网”也可以理解为“互联网

+

”战略的升级版。 据

了解， 产业互联网是从消费互联网引申出的概

念，是指传统产业借力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

端以及网络优势， 提升内部效率和对外服务能

力，是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

+

”实现转型升级的

重要路径之一。

其实， 传统行业受互联网巨头青睐已不算

新鲜事，过往在消费领域不乏相关案例。阿里巴

巴凭借过去积累的大数据正与传统零售商进行

“互联网

+

”的融合，随着马云对“新零售”的提

出，阿里也开启了对传统零售企业的投资、收购

步伐。

2017

年初，阿里完成私有化银泰。 之后，阿

里开始密集出手布局新零售投资， 先后签约了

上海百联集团、 入股上海联华超市、 福建新华

联，以及入股高鑫零售（大润发、欧尚）等。 不止

是阿里，到了

2017

年

12

月，腾讯通过正式入股

永辉，开始跟随阿里对线下零售业的密集出手。

目前，腾讯也已拥有永辉超市、家乐福、步步高、

海澜之家等多位队友。在马云看来，新零售的核

心就是线上线下的结合，人、货、仓、配的结合，

虚和实的结合，未来中国

60%-80%

的零售是新

零售。盒马生鲜是阿里巴巴新零售的一个探索，

目前其每一个平方米的产出约为传统商场的

3.8

倍。“我们希望能够多做一些这样的尝试。现

在跟苏宁的合作、银泰的合作、百联的合作，就

是希望能够带动线下，通过我们的技术、数据、

创新方法，跟实体的优势结合起来。 ”他谈到。

不过，在产业互联网领域里，产业大数据、

行业经验、产品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壁垒，尤其

在互联网

+

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方面，这使得

擅长消费领域的企业难以展现出过去所积累的

优势。目前，阿里也正在通过展开与部分地方政

府、医疗、教育等机构的合作，丰富产业层面的

数据体系。 据周鸿祎介绍，

360

做安全大脑，是

针对产业、政企等客户。安全大脑目前正在尝试

与比亚迪等合作，未来在城市消防安全、危险品

管理、 交通管理等领域也都大有可为，“

360

早

已在做产业互联网的事情了， 未来会更专注安

全和产业互联网的结合。 ”他指出。

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消费互联网来说， 产业

互联网虽处于起步阶段， 但高于

G20

国家信息

化平均水平的优势， 为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业内普遍认为，未来数十年，产

业互联网将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容量。 而产业

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制造、农业、能源、物流、

交通、 教育等诸多传统领域相继都将被互联网

所改变和重构， 并通过互联网提高跨行业协同

的效率，实现跨越式发展。

不过，产业互联网所涉及节点、环节众多，

同时行业高壁垒导致跨行业整合难度大， 市场

集中度将比消费互联网低，这将意味着，这个行

业发展机会要更多， 而且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形

式来分工协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做赋能者还是赋予者？

证券时报记者 邢云

To B or not to B?

传统互联网

巨头们在焦虑和兴奋中早已找到下

半场的答案。几乎是共识，消费互联

网的下一站是产业互联网， 即面向

B

端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 现在

的问题是，知道方向在哪里，但我们

该如何抵达？

BAT

三大巨头虽然想沿不同

路径到达产业互联网顶端， 但 “赋

能”是他们变革突围的策略核心。在

下一个智能时代， 腾讯对自己新的

定位是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助手；马

云提出了以“新零售”为代表的“五

新”战略，以帮助制造业进行变革；

百度则是“

All in AI

”，希望从人工

智能切入产业互联网， 并率先发布

AI to B

平台。 现在，有人想用更具

主动和侵略性的方式开启产业互联

网的下半场。他就是有“疯狂的理想

主义者”之称的周鸿祎。

11

月初，周

鸿祎在第五届互联网大会上说，随

着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未来互

联网公司会投资更多的传统企业，

这样的投资并购案例也会越来越

多。 当然，

360

也不排除将选择传统

行业的公司进行投资。

此前， 当

BAT

三大巨头出现的

时候，互联网的标签是颠覆，但在由

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进发的时

候，互联网的标签成为赋能，传统产

业成为主角。互联网技术和能力赋予

传统产业新的力量，使其完成数字化

和智能化变革， 形成新的核心竞争

力。相比赋能与融合的产业互联网演

进方向，现在，周鸿祎则想让互联网

企业再度成为主角，通过并购和投资

方式让传统企业成为产业互联网端

的一个节点，

TO C

变成

BUY C

。

传统观念认为， 产业互联网由

三个因素组成： 产业、 互联网和资

本。笔者明白，周鸿祎目前所提及的

并购应该只是某个垂直细分领域的

产业互联网打通。 但这种三大要素

通吃的布局路径， 是否符合产业互

联网的未来？ 周鸿祎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360

做安全大脑，也是针对

产业、政企等客户。安全大脑目前正

在尝试与比亚迪等合作， 未来在城

市消防安全、危险品管理、交通管理

等领域也都大有可为， 未来

360

会

更专注安全和产业互联网的结合。

根据上述信息判断， 周鸿祎如有意

做产业投资， 并购方向应该是锁定

上述产业。

京东有个著名的“十节甘蔗”理

论， 刘强东把制造业和零售业这些

关键的点都画在一个甘蔗上面，一

共有

10

个节点，京东只做了价值较

大的

5

个， 就成就了它今天的地位

和规模。那么，产业互联网需不需要

互联网企业吃掉全部

10

节甘蔗？从

消费互联网近年发展来看， 从线上走

到线下，从互联网走到传统行业，并非

是单向的改造，更像是双向的融合。腾

讯和阿里对传统零售的升级说明，传

统企业要实现从智慧零售到智能制

造、从消费到产业的生态协同，就不能

仅仅满足于一个完整的传统产业链，

更需要与互联网公司进行跨界融合，

真正触达海量用户，并实现硬件、软件

与服务三位一体的生态化能力。 这还

仅仅是与消费互联网密切相关的零售

产业。按照

1

万小时定律，成千上万的

传统企业在各自的细分产业领域，在

各自市场，都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互

联网想与它们融合， 只有互联网自己

先融入进去，结合实际情况，找到核心

痛点，一步步因势利导，才能完成最后

的优势整合。或许，产业差异性正是这

么多年来，消费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

产业互联网却步履蹒跚的原因。

当然， 随着互联网业务发展的重

点从生活消费领域转向产业领域，互

联网这项通用技术在各个产业领域价

值链中的位置会不断变化。 木桶理论

也似乎需要变革， 在借助他人长板的

同时，也把自己的长板贡献给他人，这

就是互相赋能。 所以马化腾说，腾讯要

做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助手， 就像一个

工具箱一样， 助力传统产业进行数字

化变革而不是去颠覆它。 随着

C

端人

口红利将尽， 移动互联网的增长黄金

期过去， 互联网巨头们迫切需要找到

承载自身持续增长的新蓝海。 因此现

在的相关讨论、探索和实验无可厚非，

互联网企业有的着眼新技术， 有的落

脚新产业，有的布局新市场，但它们的

方向都是朝向产业互联网。

有些企业家的前进方式或许并不

符合互联网企业的变革主流， 但绝不

意味着他的道路到达不了产业互联网

的高点。 谁将在新的互联网时代脱颖

而出，还需时间告诉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