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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超越发达国家

近期，多家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
已成为世界公认的网络和数字化大国，中国互联网经
济的崛起，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波士顿公司的报告称，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特点之一
是“大而独特”。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7.51亿，这一数字
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的总和。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中国4G用户已达9.3亿户，固网宽带用户总数达3.3
亿户，其中光纤接入用户达到2.72亿户。

很多海外观察者惊叹，短短几年间，全球最大的
网民群体使用上最先进的移动和固定网络，中国在人
类信息化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中国网民已
经养成了智能生活和消费习惯。出门只要带上手机，
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一站式”解决。

报告显示，电商、移动支付、移动社交和移动出
行等新经济业态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已超越部分发达国
家。亚马逊在美国达到50%的渗透率用了14年，而淘
宝在中国只用了9年。

如今，中国互联网巨头和“独角兽”企业的规模
和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波士顿公司的报告称，中
国互联网经济活跃度高，服务和应用变化节奏快，互
联网行业风口现象更明显。中国互联网企业正逐渐从
应用驱动型创新迈向技术驱动型创新，中国与美国、
日本等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麦肯锡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风投行业投资总额
从2011年到2013年的120亿美元，增至2014年到2016
年的 770 亿美元，大部分风投资金流向大数据、人工
智能、金融科技等数字企业。2017 年，中国“独角
兽”企业数量已占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的 29%，
整体市值占41%。

经济环境红利驱动发展

距离今年的“双 11”购物节还有 1 个月的时间，
电商、消费者都已“摩拳擦掌”，迎接一年一度的“扫
货”大潮。2016年“双11”期间，仅天猫平台的销售
额就达到1207亿元，发送快递数量达6.57亿件。

“双 11”的火热场景是中国电子商务能量的集中
体现。海外机构统计显示，10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
不到全球总额的 1%，如今占比超过 40%，已超英、
美、日、法、德 5国总和；2016年，中国个人消费相
关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
倍；过去 5年间，中国互联网消费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32%，排名世界第一。

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些互联网应
用已成为国人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互联网经济为人
们的生活带来便捷，也为整体经济发展贡献良多。新
供给—蚂蚁网络消费指数显示，2015年，中国网络消
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9.1%。

波士顿公司的报告称，中国互联网市场结构与美
国相比有显著差异，中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应用
较多，互联网用户更年轻、更喜欢用手机上网以及更
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互联网新应用和服务普及速度
快，诸多新应用在中国的渗透速度远超美国。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李舒表
示，中国互联网在如此庞大的体量上还能取得快速发
展，其中一个驱动因素是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红利，
包括人口红利、人才红利、资本红利以及基础设施红
利。此外，中国互联网行业自身透明度高，使得后来
者更容易追赶。

中国对互联网企业和机构的开放态度和积极举
措，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沃土。海外观察人士
指出，中国政府对数字化企业和机构的态度是“先试
水、后监管”，采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开明监管

策略，为新经济领域提供了宽松、开放、务实的发展
环境，给予企业更大自由发挥和创新的空间，促进中
国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得以跨越式发展。

把全球拽上自行车

近日，来自中国的 ofo 小黄车出现在泰国普吉老
城的街头，成为很多市民和游客的出行“神器”。
据悉，ofo 小黄车在普吉老城区、大学、公园等地投
放约 1000 辆，并在 10 月推出一个月的免押金免费骑
行优惠活动。

互联网经济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引擎，
也正在走向海外，输出中国经验，为全球的互联网创
新创业提供启示和支持，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在共享经济领域，摩拜和 ofo 小黄车等共享单车
骑进了美国、英国、新加坡。与此同时，国外企业也
纷纷参考中国模式加入共享单车的竞争行列中。有人
说，中国共享单车模式“把全球拽上了自行车轮”。而
在电子商务领域，阿里正在将业务覆盖至马来西亚、
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滴滴、美图、今日
头条等行业翘楚也纷纷将触角伸向海外。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
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
次依托互联网升级的“互联网+”工业革命。中国成
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通过不断外溢的中国经济，已
经向全球推广出去。

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外国友人评出的中
国“新四大发明”中，互联网元素格外鲜明。这说
明，中国正凭借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向世界展示自己
的发展理念。

英国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戴鲲说：
“虽然不是所有这些概念、商业模式或相关科技都起源
于中国，但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改善了旅行者、消费者
和市民的体验，推动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

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世界中被实现。一名 64岁的
阿富汗老人阿卜杜勒·萨塔尔在喀布尔开了一家面包
店。他通过这个平台，向7名放款人借了总共425元
美元。利用这些资金，他在附近开了第二家面包
店，并雇用了4名助手。萨塔尔从未接触过互联网，
也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然而他却享受到了凯瓦带
给他的好处。

凯瓦刚创建时，马修只是将一些需要起步资金
发展小买卖的穷人资料告诉家人朋友，并发布在自
己的博客上。随后这些信息被大型的博客网站发现
并转发，需要贷款的穷人很快得到了资金。马修和
网站其他成员发现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于是开始
与乌干达的一个小额贷款机构取得联系，接着又开
始考虑联系其他小额贷款机构，让他们把申请贷款
者的信息公布在网站上。放款人可以在网站上看到
贷款申请者的信息，自主选择借贷金额。

目前，凯瓦已经给 41 个国家提供了 3 万多件、合
计超过 2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这种互联网与小额
信贷相结合的方式，开启了一个新的全球互动社区。

中国互联网这 5 年

“中国模式”
创造全球互联网经济新活力

本报记者 刘 峣

5年前，很多人或许还无法想象，只要通过手机应用，就可以随时随地叫到出租车。2012年，以滴滴为
代表的网络约车在中国落地生根。经历了5年的发展，网约车不仅极大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也让共享
经济在中国茁壮成长，成为引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之一。

滴滴首席执行官程维说，中国共享交通的发展已经领先全球，未来10年，中国仍将是共享经济的引领
者、世界交通变革的中心。

网约车等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缩影。共享经济世界瞩目、电商交易体
量巨大、移动支付领先全球……5年来，中国在互联网经济所取得成就，令世界钦羡。

“大家是否越来越讨厌微信群了？”在某社交平台上，这一问题
被抛出后立刻得到了很多回复。其中，大部分网友明确表示，微信
群的确越来越让人头痛。

曾几何时，群聊很新鲜，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群，一个人主
动或被动加入十几个群很正常。朋友们在里面聊聊天、“灌灌水”，
不亦乐乎，一些专业群也是干货满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微信
群逐渐变了味儿。

微商作乱。如今，微商们除了在朋友圈里发送推广信息外，还
想方设法地“钻”进各种微信群。有网友戏称“除工作群外，几乎
每一个群里都出现过微商发广告的情况。”

海量垃圾信息。“麻烦给我朋友圈里第一条信息点赞”“请给孩
子投票”“帮忙把该贴在朋友圈转发”……在微信群里，常有不少
人转发各种垃圾信息、投票甚至是谣言。这些垃圾信息与机主本身
并无关系，但却会成为机主的负担。

数量太多。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有十几个微信群是很正常的
事，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知会对方的情况下拉对方入群，往往没几日
就会从 50人发展到 100人。很多人入群后会发现，圈子越来越大，
但真正的交流反倒少了。

微信群相对于朋友圈，是一个更加私密的社群，是属于关系链
中的强关系，与朋友圈相比更适用于小范围沟通交流。通常来说，
一个人正常的微信群在几十人比较合适。然而现实是大部分人的微
信群成了“垃圾堆”，让人既想避之，但又往往碍于面子难以退
群，左右为难。

美国社会学家卡梅伦·马龙观察发现，在个人好友名单中，人
们经常联系的好友非常少但相对稳定。好友之间联系得越活跃、越
亲密，这个群体的人数越少、越稳定。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
邓巴的研究成果与卡梅伦·马龙的看法相符。罗宾·邓巴研究结果表
明：受大脑进化影响，人类的认知能力所允许个体拥有的真朋友

（一年至少联系一次） 最多150人。但大部分人的私人社交圈不会超
过150人，其中一半左右是家人。也就是说，微信群里过多的人已
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成为了思想上和生活中的负担。

垃圾需要清理，环境才能更整洁。同理，微信群也应该清理、
及时减负，这样网络世界中的环境会更清朗，互联网技术才会真正
为人们带来方便、舒适的生活。

微信群得及时“减负”
海外网 孙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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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慈善“专家”：

马修·弗兰纳里
海外网 臧梦雅

“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穷人，每一天所做的事可能
只是想办法填饱肚子。借给他们创业资金，让他们
把目光挪到稍微远一点的未来，他们才可能真正地
摆脱贫困。”马修·弗兰纳里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
2005 年创办了专为穷人提供贷款的社交平台凯瓦

（kiva）。在网络上，他用这个“小而美”的慈善平台
帮助了许多人。

马修·弗兰纳里的目标是利用凯瓦通过贷款减轻
贫困，它把需要资金的人和有空闲资金的人联系在
一起，让个人有机会向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借款。马
修表示：“融资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而跨越国
境给一个陌生人贷款，更像是一场空谈，但是凯瓦
改变了这一点。该平台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在线小
额贷款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你可以把钱借给那些急
需资金的穷人：他可能是一位农民，需要200美元买
一套更好的农具，也可能是一位5个孩子的母亲，需
要 2000 美元开一家商店以供孩子读书。而这些钱，
对于那些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抵押的穷人来说，是不
可能在商业银行里借到的。”

网上看剧成热潮

中国是电视剧生产大国，近年来，中国每年
电视剧产量均保持在1.5万集左右，电视剧产量保
持世界第一。同时，中国电视剧拥有最广泛的受
众群体、最广阔的播出平台。据统计，通过电视
和网络渠道收看电视剧的观众，规模约 11亿。其
中，由于互联网视频的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网
上看剧的热潮，也使国产电视剧的观众群更加年
轻化。目前，在网络上观看电视剧的观众中，40
岁以下的占到了总受众的91.5%。

网上看剧，正深入人们生活，成为一种娱乐
方式。据美兰德媒介咨询发布的 《2017 上半年中
国视频融合传播白皮书》 显示，2017 年上半年，
全网电视剧类节目总点击量达 4232.6 亿次，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80%以上。同时，在各类节目点击
量中，电视剧贡献了全网流量的67%，是用户最为
喜爱的节目类型。今年以来，涌现出 《大秦帝国
之崛起》等数部质量上乘的大剧。其中，有7部点
击量破百亿次。

对比今年与去年的数据，网络平台对电视剧
日益加强的影响力一目了然：2017 年上半年，视
频点击量超过200亿次的首播剧有3部，而去年全
年中，首播剧视频点击量最高的剧，都未达到这
一数值。可以预见，剧王之争，已经从此前的先
网后台、先台后网、半台半网到如今的半台全
网，网络平台话语权不断增强。

网络剧异军突起

近年来，网络剧异军突起。作为新近兴起的
艺术形式，网络剧目前可谓处于井喷阶段，既有
蓬勃的活力，也有不成熟、不规范的阶段特点。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
长罗建辉介绍，今年上半年，各网站在总局备案
播出的网络剧近400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
处理了155部存在内容低俗等违规问题的网络原创
节目。其中，对 125 部严重违规节目做了下线处
理，对30部违规节目做了下线重编处理。

如何生产出优秀的作品，更好地服务于人
民，这成了近年来电视剧行业的从业者和管理者
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在视频网站与资本双重
带动下，多部网络自制大剧投资额屡创新高，大
投入精品化正成为当下网剧的主要发展趋势。

随着日前五部委联合下发的 《关于支持电视
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的出台，按照媒体
融合的总体思路，对电视剧、网络剧实行同一标
准进行管理。业内分析认为，网剧将和电视剧实
行同一标准进行管理，网剧在题材上的多样性或
许会受到影响，而网剧精品化或将成为整个行业
的大势所趋。

视频网站在经历了迅猛发展后，也对自身定位
和转型发展有了更多思考。“我们觉得平台的责任
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相关管理部门给这个行业一
些管理规则和一些引导规则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思

考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创作，而不是哪些题
材资本比较热就做什么。故事的本质在于它能够
符合主流价值观，我们必然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阿里文娱大优酷总裁杨伟东说。

优质剧海外广传播

墙内开花墙外也香。在中国引进国外电视剧
的同时，国产剧也开始进入海外网友的视野。随
着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中国电视剧通过销售版
权、点播分成等方式，逐步实现在海外新媒体传
播并获取应得的经济效益。优图、脸书等海外网
站上有大量中国电视剧视频资源，几乎达到与国
内主要视听节目网站同步更新。

事实证明，网络平台对电视剧传播的影响越
来越大。在此之前，国产电视剧走出国外的模式
往往是国内火了以后再把版权卖出去，这样对于
海外观众而言，就产生了相当长的时间差。而现
在，借着网络的大发展，热衷中国电视剧的海外
网友们已经习惯了掰着指头计算中国电视剧的更
新时间，而且隔三差五就在网站上催促更新。他
们经常在博客发表对大陆剧的看法。同时，也有
自己的追剧网站，网站上不仅有热门电视剧的拍
摄和制作进程，还有专门的字幕组把最新流行的
电视剧集翻译成英文快速配上字幕，与国内的字
幕组追美剧不相上下。

国产剧一步步走出去。“华流”席卷而来，光
明未来可期。

网络将成电视剧传播主场
本报记者 王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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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萌

从坐在电视机前追剧到打开电脑、手机刷剧，从电视台独播大剧到视频网站热播网

剧，电视剧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一个大大的“网”字：剧目题材IP抢先，资本

投入网络众筹，广告宣传追求“网感”，播出平台网台互动……互联网已然成为中国电

视剧传播最热闹的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