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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技术，
所以阿里技术很强

马 云

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新媒体
责编：徐 蕾 邮箱：xulei@haiwainet.cn

网
友评报

网网
友评报

一周新闻热搜词
http://sh.qihoo.com

编编
辑部的故事

每个月9日是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前一个月各项
经济数据的日子，每当这个时候，海内外媒体关注
的焦点都会投向中国。GDP、PMI、CPI、PPI 等一
些在过去看来距离普通百姓甚远的经济数据，如今
其含义已经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读者对宏观经济
数据的关注表明，中国经济的好坏已经和每个人的
生活息息相关，小到禽肉蛋菜等物价涨跌，大到股
市、楼市、黄金等投资理财，都离不开宏观经济的
运行。因此，向百姓解读最新经济数据、答疑解
惑，已逐渐成为新闻媒体的责任。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融入全球经济的程
度日益加深，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对世界经济产生
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媒和外资机构对中国经济走势
的报道和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其中既不乏唱多的声
音，也充斥着很多对中国经济唱衰的不实揣测。如
何在交织着各种声音的媒体报道中，发出中国官方
媒体最权威的声音，向海外读者传递中国经济最正
确的解读？这是海外版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在经历了去年的艰难历程之后，中国经济在
2014 年伊始又面临不利开局，各项经济数据下滑的
表现不免让人产生担忧，一些外媒也再度出现对中
国经济提出质疑的

报道。出于新闻媒体的敏感和责任，人民日报海外
版在 3 月 24 日第二版头条刊发了 《经济上半年将现

“前低后稳”态势》一文，对中国经济当前走势做出
“前低后稳”的判断，并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速会扭转
减速趋势再度企稳，给忧虑中国经济的读者送上一
颗“定心丸”。报道刊出后，迅速成为网站转发的热
点和网民议论焦点。截至当天上午 10点，转发的网
站就有83家。

文章通过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客观分析，让广大
读者看到经济下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当前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官方媒体，我们
并不讳言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内外局
势，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此文告诉读者，中国经济总
体运行依然保持平稳，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
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针对当前局面迅
速部署了“扩内需、稳增长”的一系列措施，这些
举措将对中国经济止跌企稳产生重要作用。

事实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转方式、调结构、
促改革和提高质量与效益等多重任务。在这个
过程中，经济增速出现一定下滑既是难
免的，也是我们必须付出的

代价。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稳增长
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在保持经济增长“不失速”的
条件下，通过全面改革完成经济转型。这是关系
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课题。

面对外媒对中国经济的质疑，我们希
望向读者传达的是：尽管当前经济面临
下行风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裹足不
前。逐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改
革措施，以稳增长、促转型来
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针对
性强、时效性强的改革
措施，才是应对当
前 不 利 局 面 开
出的最好药
方。

出于新闻媒体的敏感和责任，人民日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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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现“前低后稳”态势》 一文，对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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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经济增速会扭转减速趋势再度企稳，给忧
虑中国经济的读者送上一颗“定心丸”。

直面“唱衰”论
送上“定心丸”

本报记者 周小苑

直面“唱衰”论
送上“定心丸”

本报记者 周小苑 习近平心中的好干部

3月21日海外版01版

摘要：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什么样的人，才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好干部？从政30余年，他对此是
如何思考和践行的？古往今来，哪些好官走进他内心
深处？当下，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
动，习近平的好干部标准，又施放了哪些信号？

人民日报海外版客户端西安网友：好干部，用我
们农村话说，“要一切为农民服务，带动农民共同发
展，同时不能为己利而损百姓利，更不能在百姓身上
牟利。”

网易黑龙江省黑河市网友“我上三亚看海了”：习
总为国家、为百姓造福，是中国的好领导，相信在习
总的带领下中国能越来越富强。

新浪山东济南网友“射手和平使者”：习总书记自
己就是清廉务实的领导人，当然会看中清廉务实的干
部。

腾讯微博网友“葫芦娃”：深入基层调査研究，比
听汇报要准确的多。我们欢迎习总书记这样朴实亲民
的工作作风。

他们为什么反“服贸”？

3月24日海外版03版

摘要：3 月 18 日，数百名台湾大学生无预警地突
然冲破保安人员的防线，在民进党“立委”的带领
下，强行闯入台湾“立法院”，高喊“反服贸”，砸破
玻璃进入议事大厅。此事震惊了整个台湾社会。23日
晚，学生又非法冲进台“行政院”……有学生表示，
确实没有仔细看过服贸协议，大都是在网上看过一些

“懒人包”。
强国社区网友“扬起帆兮去远航”：统一才能强

盛，合作才能发展，自家唱“对台戏”，高兴的是“外
人”。

强国社区网友“114.236.101”：台湾大学生既沒
有看到“服务贸易协议”正文，也不去研究“服务贸
易协议”详细内容，实在没长进。听信别有用心的人
所散布的谣言，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現象！其中民进
党尤其脱不了干系。

新浪网友“北京荆楚老头”：台湾的某些政客，从
多年前的故步自封走到现在的妄自菲薄，实在没长
进。当自翊的民主政治走投无路时又举起街头政治的
破旗，煽动学生闹事，悲哀呀，无厘头的政客们。

CHN强国网网友“柯桐”：希望台湾大学生能够更
理智面对当前的形势，不要被某些政党所利用。

（张东伟 夏丽娟整理）

众筹进入多行业

最近，一个众筹买房的微信群非常活
跃，群里 80 多人都在对自己未来的房子户
型、装修等愉快地讨论着。一位参与众筹买
房的“80后”说：“加入众筹，除了好玩也
是为了实现梦想。”这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
的技术公司创始人对众筹满腹兴趣，此次
准备加入众筹买房。众筹买房，靠的是

“熟人圈”，参与者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
社会地位、对新生事物有强烈好奇心好奇心、、属
于同一圈层的人士。

随着众筹模式被逐渐认可认可，，众筹众筹进入
任何行业似乎都能成为可能能。。比比如出版也
众筹，木铎文学网正在将网络网络文学发展为
结合文学与社交的众筹出版平台版平台，借鉴的
也是国外已有的出版众筹网站的案例站的案例。。

3月26日下午，阿里巴巴推出娱乐宝推出娱乐宝，，出出
资100元就能投资热门影视作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7%”。娱乐宝首期4个项目是电影《小
时代4》《狼图腾》《非法操作》《模范学院》，总

投资7300万元。

新舶来品带来投资冲动

众 筹 一 词 ， 翻 译 自 国 外
crowdfunding一词，即大众筹资
或群众筹资，香港译作“群众
集 资 ”， 台 湾 译 作 “ 群 众 募
资”，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
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
众筹利用互联网和 SNS 传播的
特性，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
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
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
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

众筹首先激发的是一种投资冲动。现
代众筹指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布筹款项目并
募集资金。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众筹
更为开放，能否获得资金也不再以项目的
商业价值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是网友喜欢
的项目，都可以通过众筹方式获得项目启
动的第一笔资金，这为更多小本经营或创
作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对于一线都市白领来说，投资渠道的匮
乏是他们创业理财面临的一种困境，他们渴
望寻找到另外一种投资通道资通道，，众筹提供了这众筹提供了这
样的空间。

互联网技术改变生活维度，众筹其实给
平淡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鲜的空间。例如，
一个西藏民宿的众筹项目，牵动的是一种对
西藏旅行的向往，于是，在对西藏美景的憧
憬中，网友出资支持，换来的是未来一晚民
宿的住宿。林林总总，类似的出资支持，往往
带有志愿的性质。

众筹要发展，创新是关键

在初期的众筹平台之外，垂直众筹平
台将成为未来潮流。与国外火热的众筹相
比，国内的众筹项目过于单调，一方面是众
筹的法律风险还需要界定，另一方面，项目
本身的创新性不足，也让网友缺乏进一步跟
进的激情。

缺乏创新，众筹面临着困境。众筹要
发展，创新是关键。

业界分析，继 P2P之后，“众筹”正成
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第二个“野蛮生长”的领
域。大到光伏行业的产业融资，小到吃饭
AA，都可以称为众筹。支付宝嫁接众筹案
例，会否引爆众筹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深
度创新？让我们拭目以待。

众筹引爆互联网深度创新？
本报记者 徐 蕾

余额宝出来久已，被打击则是近时之事。其实，在
中国金融史上，余额宝们还有个前辈，就是明清晋商的
银票们。不妨对二者对比分析一下。

晋商的银票与阿里巴巴的余额宝，二者第一个相同
之处：均是从商贸流通的积淀中产生业务需求，然后生
长为一种金融范式。

晋商的银票，产生于各小商号对大商号及其各分号
流通快速便捷的依赖性。大商号有流通网络，小商号依
靠大商号的流通网络捎带银两，遂让大商号产生了业务
创新的动力。日升昌的前身是分号遍布全国的西裕成颜
料庄，没有西裕成的商贸网络，就不可能有日升昌对银
票的模式设计。

阿里巴巴的余额宝，产生于各小商家在网络上的资
金零息沉淀。零散资金在阿里巴巴一家呈现出来的是巨
量资金，这就让阿里有了创新冲动。

二者的第二个相同之处是：一时蔚然成风引发变革。
日升昌创立票号之后，晋商随后创立了 N 多的票

号。当时晋商各大财团，一看模式成立，迅速设立分
号。彼时，晋商对票号人才的需求，一点也不比今天金
融机构对互联网金融人才的需求少。

举个著名的例子：从日升昌二掌柜出身的毛鸿翙接

受新财东的聘请，创立了蔚字五联号。应该说，正是竞
争让票号迅速立足商界，成为中国金融历史上的一段辉
煌奇迹。

阿里巴巴的余额宝出来之后，互联网同行百度、腾
讯等相继推出雷同业务。很快，基金公司也推出了类似
业务。眼下政府相关部门对余额宝们加强了监控，说明
宝宝们已经对金融业务乃至实体经济产生了实质性的影
响。

二者当然也是有差异。
差异之一是基础业务与衍生业务的不同。
晋商的票号产生以后，很快就做了两个业务，吸储

和放贷。应该说，两个业务都是今天银行很基础的业

务 。
这两个

业务，前
者从小商户

发 展 到 普 通 大
众，后者从吸收商

户储蓄发展到向商户
放款，对社会和商业发

展都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余额宝们产生以后，其实

做的是一种衍生业务。具体来说，
是一种融资中介，用互联网的技术集聚

小资金成大资金而到银行存款获取高额利
息。这个业务，确实对零散储户有吸引力，但

是，一方面对银行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对商
户、实体经济没有更多促进作用。

差异之二是银库背书与没有背书之不同。
晋商票号创立以后，无论是吸储还是放款，本身依

靠的都是票号自身的强大实力，用来背书的是票号自家
库里的银子。

余额宝们，作为一种准“吸储”准“放款”，阿里巴
巴们却没有可以拿来背书的东西。企业本身的资金实力
有限，靠的是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自身企业的存款无法
对余额宝们形成背书。

余额宝们没有背书，大概也是管理部门开始对这种
模式的风险进行管控的一个根本原因。

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但
是，余额宝们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种初级形态，还远远
没达到对金融生产力的释放，从这个角度讲，余额宝们
尚需继续革命。

人们一直认为阿里巴巴的技术可能是中国互联网中最差的，百
度李彦宏懂技术、马化腾学技术，只有马云什么都不学，好像认为
马云很差。

其实正因为我不懂技术，我们公司技术才最好。不懂技术，导
致我们对技术的尊重。我们没法吵架。如果我很懂技术，我们公司
的技术人很就会悲摧，我会三天两头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因为我不懂，我才会好奇敬仰地看着他们说就应该这么做。

事实上也是这样，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在中国能够发展成这样，在
全世界发展成这个样子，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懂。这个不是笑话。王
坚知道，我们6年以前，整个阿里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我们认
为数据是未来的方向，云计算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到底怎么搞，发展
5K技术，5000台机器，登月项目等等，讲了很多名词，我都没听懂。总
之，我认为这个一定是未来，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搞下去。

但是后来腾讯、百度没搞下去，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领导知道
这个搞不下去，而我不知道这个搞不下去。我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
这么的难，所以只是说了句“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搞下
去”。网上很多人说，包括我们公司内部也有一大部分人批评说，马
云被王坚忽悠了，这个云计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5000台计算机
不可能合在一起。我根本没听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拥有这个，
如果能解决社会的问题，那当然应该做下去。

所以，想也没想，从预算、人头、资金，我们一路投，最后我
们走了出来。所以，心里想想，正因为不懂技术。不懂技术没关
系，要尊重技术、热爱技术。

马方确认失联航班失事
俄罗斯向乌克兰追债
北京城市规划将调整
房产税试点暂不扩大
美被曝侵入华为网络

官员房产登记
全国最美赏樱花胜地
米歇尔访华
北京楼盘降价遭抢购
央视曝光毒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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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票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