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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一个传统工业基础并不突出
的地市，短短几年却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

“两大突破”：一是“从无到有”成功打造
“算力工厂”，数据中心机架规模在全省占比
已超过 50%，并以 8.4%的占比位居中部地级
市前列；二是从大数据向大数据装备制造拓
展，一批龙头制造企业签约抚州，打造高性
能计算机及其配品生产制造基地。

专家解读说，抚州的“逆袭”反映了中
部地区与沿海错位发展高新产业的潜力。

深挖需求创建“试验平台”

抚州中科曙光云计算中心是落户抚州的
“第一朵云”，其打造的抚州政务云平台被中
国信通院评为2019年“全国十佳政务云”。

“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市场应用越充
分，产生的效能才能越大。”公司总经理肖
芳玲表示，企业 3 年前就瞄准数据应用市
场，建设了近 10 个云计算中心，但在一些
城市部门数据壁垒难以打通。“抚州之所以
能做成，关键是打通了‘数据孤岛’，企业

无须担心底层架构。”
“只有政府有打破部门壁垒的决心，倒逼

部门开放数据，才能让数据真正有用！”抚州
市委书记肖毅说，目前抚州政务云平台已经
迁移和承载共计114家单位182项业务系统的
运行，率先实现市本级和县 （区） 政务信息
化的统筹管理和集约化建设。

也正基于此，抚州中科院数据研究院、
中国移动5G联合创新江西 （抚州） 开放实验
室、国网能源大数据应用研发实验室等纷纷
落户抚州，开展应用研究。

在抚州数字街区，基于大数据的应用已
从智慧菜市、智慧政务等民生类应用加速向
赋能传统产业延伸。目前全市应用智能制造
技术的企业达 95 家，使用智能制造设备 562
台 （套）。2019 年前三季度，抚州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9.3%。

与沿海错位打造“算力工厂”

不久前，由中国大数据与智能计算产业
联盟和抚州市共同主办的中国算力峰会在抚

州召开。人才、技术优势并不突出的抚州，
为何能在“算力”领域脱颖而出？

抚州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庆星
说，算力的研发靠技术创新，算力的量产则
需要大量机柜、服务器支撑。沿海地区适合
产品“打样”，但受土地等要素限制，难以大
规模布局数据中心。为此，他把公司技术团
队布局在一线城市，向中西部地区寻找量产
中心。

看准了大数据产业这一需求，抚州市与
沿海错位，大力建设标准厂房“筑巢引凤”。
在抚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一栋形似“蝴蝶”
的现代化数据中心大楼已经拔地而起，它身
后700多亩的数据产业园正在建设。

江西卓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宁
介绍，公司在全国5个大数据中心共计23900
个标准机柜的调度指挥中心与结算中心已移
至抚州。而创世纪超算中心建成后，占地将
达24万平方米，安装服务器共计66万台。

因为大型“算力工厂”的落户，大数据
装备制造企业也开始把眼睛投向抚州。“第
一家进来的是香港栢能集团，打造高性能计
算机生产制造基地。第二届进博会上，华

硕 、 迈 络 思 等 龙 头 企 业 纷 纷 前 来 洽 谈 合
作。”肖毅说。

超薄铜箔、砷化镓晶片、石墨烯散热
板、控制主板……围绕高端服务器、大容
量 存 储 的 零 部 件 制 造 链 正 在 抚 州 形 成 。
2019 年 1-10 月，全市新兴产业总投资 337
亿元，占技改项目投资比重 69%，同比提
高 15 个百分点。

向深化改革要“速度优势”

3 年前，抚州创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考察选址之初，曾向抚州有关部门提出两
个落户的条件：一是一次性提供15万平方米
以上的标准厂房；二是一个月之内搭设好20
万伏的双回路用电。

要求如此急迫，表面看是“客大欺店”，
实际上这是数字经济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

“只有足够快，企业成本才能尽可能低。”林
庆星说。

收到消息后，抚州市马上召集高新区、
电力等部门负责人商议。抚州市市长张鸿星

说，经过认真评估，第二天一早就答应了企
业条件，加班加点只用了28天就搭设好电力
设备。

凭借单精度与双精度并行运算的核心技
术以及较高的性价比，创世纪超算中心成为
当地大数据产业龙头引擎之一，落户第一年
公司产值增长 100 倍。66 万台运算服务器全
部投产后，这里年产值可达数百亿元。

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2017年11月，临
川高新科技产业园开工建设，重点引进半导
体芯片、高端服务器等高新企业，不到一年
就建成28栋5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只用一年
半，签约入驻数字经济企业18家。

“快”的背后，既有当地各级干部的担当
实干，更有持续推进的行政审批“精简化”
改革：企业注册开办 3 个工作日完成；企业
办电环节压减至 4 个工作日以内，用户办水
申请、勘察设计、验收通水环节从以前超过
30个工作日压缩至12个工作日……

放活审批，激活市场，“制度优势”才能
更好地转化为企业的“速度优势”。截至
2019年11月底，抚州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7万
户，同比增长超过16%。

染衣、酿酒、织布、古法造纸、制作胭脂口红……
最近，一个叫李子柒的姑娘，把传统文化和田园生活拍
成视频上传网络，引发海内外网友关注。目前她在You-
tube （一家海外短视频平台） 上的粉丝数近 800 万，100
多个短视频的播放量大都在500万以上。

而随着李子柒的走红火起来的，还有她所代表的一
个互联网时代的独特群体——“网红”以及随之而来的

“网红经济”。
网红经济是一种诞生于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现象，

意为网络红人在社交媒体上聚集流量与热度，对庞大的
粉丝群体进行营销，将粉丝对他们的关注度转化为购买
力，从而将流量变现的一种商业模式。

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产物，中国的网红经济在发展
中迎来了爆发点。其背后所能带来的收益，庞大得超乎
想象。“中国是全球网红经济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第一网
红经济国。”德国自由大学网络经济学者特洛伊卡·布劳
尔这样认为。在网红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折射出的是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活力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网红经济的规模效应

2019 年，很多网络红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刷新
了人们对“网红”这一概念的认知。李佳琦、李子柒等

“网红”频频“出圈”，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网红”的
社会认同度也在进一步提升，许多网红“卖货主播”的
身份更是得到广泛认可。

“网红经济”到底有多赚钱？相关大数据交易平台的
统计显示，2019 年网红李佳琦赚的盆满钵满。一些公司
的净利润可能不及一名“网红”。

2018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1亿，庞大的用户基础
促使网红电商市场呈倍数级增长。2019年“双11”，网红
直播异军突起，参与天猫“双11”的商家中有超过50%的

收入都通过直播获得了增长，带动成交额近200亿元。
从目前的行业实践看，网红经济主要有 3 个盈利来

源：直播平台上粉丝打赏、社交媒体上植入品牌商广
告、电商平台上向粉丝销售商品。无论哪种模式，“人红
好卖货”都是“网红经济”变现的普遍路径。

诞生于2016年的淘宝直播，历经3年的迅猛发展已然
在流量市场占据了不可低估的分量。据《2019年淘宝直播
生态发展趋势报告》数据显示，淘宝直播平台2018年月活
用户同比增长100%，带货超千亿元，同比增速近400%，且
每月带货规模超100万元的直播间超过400个，已然创造了
一个千亿元级的市场。淘宝直播不仅带动了女性、农民就
业，还为各行各业创造了人人可参与的新就业模式。

目前，网红带货和网红自主电商已经覆盖服装、美
妆、美食、母婴、汽车、日用品、数码等消费品类，越
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和网红合作，甚至着力于培养属于自
己的网红。通过网红推销自身品牌或产品的方式日趋受
到各大广告主的青睐。愿意借助网红发布自身品牌的广
告主已经从传统的美妆、服饰等行业扩展至汽车、金融
等领域，广告主的预算也在不断提高。

网红经济为何走红

在中国，网红经济有着充分的社会基础。根据百度
的《“95后”生活形态调研报告》，中国“95后”人口约
为1亿。他们从小与互联网为伴，最爱刷屏、晒生活和吐
槽。埃森哲研究显示，超过70%的中国“95后”消费者更
喜欢通过社交媒体直接购买商品。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大幅降低了传播成本，让某些
主播在短期内获取巨大流量成为可能。一段“魔性”的
表演、一曲动人的歌唱，在互联网的助推下，都可能让
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跃升为网红。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移动互联网发展等带来了宏

观环境的变化。同时媒体沟通环境、企业广告、消费者
也都发生了变化。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
销系副教授周颖认为，网红经济重构了“人货场”，从

“人—货—场”变成“货—人—场 （线上） ”；重构了需
求路径，从“需求—产品—消费”，到“内容—需求—消
费”；重构商业逻辑，从“找对人”“用对货”“去对
地”，变成边看边买“所见所得”；重构传播模型，从卖
产品到卖信任。此外，还重构了营销模式，发展出“跟
着买”“种草”（向粉丝推荐产品） 的营销。

新浪微博CEO王高飞曾在微博上写道：“其实最近几
年真正成功的网红，没有一个是做大众内容的。他们都
是先构思产品定位，然后精准定位目标受众，针对这些
人做他们喜欢的内容涨粉，而后做出产品。”

这段评论指出了网红经济的核心。网红们的终极目
标并不是要赢得流量，而是要用流量来变现。从这个目
的出发，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针对目标用户的偏好来
设计自己的形象、策划自己的表演，从而在他们心中创
建一个“定位”。例如，美妆主播李佳琦卖的是口红，其
目标用户是年轻白领女性，那么他就要尽力把自己塑造
成为“口红一哥”，然后根据女性的心理，设计出一些直
击其心的推销词。

合乎规矩才能长久发展

通过教育培训规范网红行为，是促进网红经济健康
良性发展的举措之一。

2019 年，哈尔滨一家高校开设“网红培训班”的新
闻引发了关注。2019年12月21日，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启动了“新媒体主播人才培训”项目，该培训通过
政策法规、文化素养、专业技艺等综合素质的系统学
习，提升新媒体主播的法律意识和规范意识。

学校将于 2020 年 2 月发布招生相关通知，培训考试

合格后，学员将获得由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颁发的合
格证书。据了解，该校是黑龙江省第一家开展新媒体主
播人才培训的院校。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利用此次
机会和平台为净化网络环境、提升个人素质、促进职业
发展贡献力量，共同推动新媒体主播行业的发展。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主任李立中认为，在共
同合作的基础上，一定能培养出一批具有“法律法规、
文化素养、专业技艺”等综合素质的新媒体主播人才。

这并非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首次联合高校推出新媒
体主播培训班。早在2018年6月，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
中心（现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凤凰
学院在上海开设了新媒体主持人 （网络主播方向） 培训
班，包含电竞职业选手、主播、解说在内的专业人才及明
星经纪、内容制作、主播运营等50余人参加了培训。

除了培训之外，加强内容监管和规范市场行为也是
促进网红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2019年1月9日，中
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官网上发布了 《网络短视频
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进
一步规范了短视频传播秩序。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国联合开展落
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在专项行
动中，三部门对利用网络、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电视
购物栏目等渠道实施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对
受众广泛的食品，进行重点排查，发现不合格食品立即
进行立案查处。处罚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对有问题、
有隐患的食品予以及时曝光，从而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
心中有数，放心安全地享用美味。

当前，“网红经济”正在颠覆传统的消费场景，为消
费者带来更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购物体验。不过，说到
底，“网红经济”本质还是实体经济领域在互联网上的折
射，不可能脱离市场规律而发展，当然也就不能少了完
善的市场监管。因此，要实现“网红经济”的长远发
展，还是要及时将其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之中，以更好
地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

江西抚州：错位发展数字经济
刘健 余贤红 黄浩然

中国成为网红经济发动机中国成为网红经济发动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

2019年12月4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农民网红甘有琴（左一）在直播中。
2018年，她通过视频直播销售荔枝超过35万公斤。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2019年11月28日，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阿里村淘电商创业园里，王新年
在网上直播销售自家产的农产品竹荪。 何江华摄（人民视觉）

2019年11月28日，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阿里村淘电商创业园里，王新年
在网上直播销售自家产的农产品竹荪。 何江华摄（人民视觉）

1月 5日，年轻人在江苏苏州双塔市集购物。2019年，该市集经过升级
改造后焕然一新，成为网红打卡地。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北京北京，，颐和园网红景观颐和园网红景观十七孔桥又现十七孔桥又现““金光穿洞金光穿洞””美景美景。。 龚文豹龚文豹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