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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業搶灘互聯網+  跨界融合連接無限 

(「互聯網+」戰略專題討論之二) 

近年內地政府的宏觀決策模式正由過往的「摸著石頭過河」轉向
以「頂層設計」為本的「戰略管理」，先從整體性、全局性、長遠性
的戰略高度釐訂目標，再透過策略性規劃以及戰術性方案的設計、實
施與監控，自上而下層層推進。 

剛剛公布的《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
《指導意見》)稱得上是中央「頂層設計」的又一項力作；這份承上
啟下的文件，一方面地對年初《政府工作報告》提及的「互聯網+」
戰略構思作出了系統化的詮釋，另一面則為如何將「互聯網+」的概
念付諸實施釐訂了工作方向和行動計劃，提綱契領地闡述了「互聯網
+」將會「加什麼」和「怎麼加」等核心議題。 

「+」強內功  互聯網業謀升級 

無論是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對「2015 政府工作報告」的縮略詞的
註解，還是《指導意見》在開篇起首提出的定義，均指「互聯網+」
是一種新的發展形態，即透過「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
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於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
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
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言下之意，「互聯網+」的宏旨要
義是促成互聯網與其他產業領域的融會貫通，以激發生產力和締造新
型的經濟社會組織形態。 

值得留意的是，「互聯網+」的「+」(Plus) 號除了聯合、疊加
(Addition)的意思之外，另一層應有之義則是互聯網業本身的自我加
強與提升(Enhancement)。雖然《指導意見》並未「開宗明義」地將
這層含意「宣之於口」，但文件中其實亦有相當大的篇幅論述如何強
化互聯網的發展根基以及為互聯網產業的發展營造有利的環境 

例如，《指導意見》在第三個主體部分「保障支撐」中提出要「夯
實發展基礎」，當中的第一點正是「鞏固網絡基礎」。在硬件配備上，
儘管目前寬帶和 3G網絡已遍佈內地各大城市，但小城鎮和農村地區
的互聯網覆蓋程度及營運水平仍參差不齊。根據國際電信聯盟與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宽带数字發展委員會發佈的報告《2014 寬帶現狀：人
人享有寬帶》(The State of Broadband 2014: Broadband for All)，2013
年內地的固定寬帶普及率及移動寬帶普及率分別為 13.6%和 21.4%，
遠低於美國的 28.5%和 92.8%以及德國的 34.6%和 44.7%。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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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網絡服務質素還存在「質次價高」的問題。全球雲端服務
供應商 Akamai 公佈的資料顯示，2014 年第四季中國平均網速僅為
3.4Mbps，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 4.5Mbps，在世界排名 82位；但另一
方面，內地居民的網絡費用佔其收入的比重卻是美國、德國、加拿大、
新加坡和法國等的三倍以上。毫無疑問，提升網絡通信質量是內地一
項迫在眉睫的當前要務，不僅關乎網民規模能否持續增長，亦是雲計
算、大數據及物聯網等新技術能否順利發展的必備前提，更是各行各
業能否加速信息化和投身於「互聯網+」的關鍵所在。 

除了打造更為安全、穩定的基礎設施之外，內地互聯網在「軟環
境」和「軟實力」方面亦是「仍需努力」。正如《指導意見》指出的，
互聯網企業對內需要透過彌補自身在技術創新能力的不足和進一步
豐富應用型服務，以及推進平台信息的互通與共享，藉以「強化創新
驅動」；對外則要拓展海外合作，透過「企業抱團出海」和「發展全
球市場應用」，增強「走出去」和國際化營運的能力。 

同時，政府要為互聯網產業締造更為完善、包容的發展環境，除
了簡政放權、從 「管制」的取態轉變為「管理與服務並重」外，還
須推動電信市場的有序開放以及與時俱進地制定法例政策，例如網絡
安全立法、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等。 

《指導意見》還提及構建有利於互聯網發展之社會支援體系的措
施，例如打造「產學研」合作的產業創新網絡、制定行業標準、強化
知識產權保護、發展開源社區、完善信用體系和加強人才培訓和引進
等。 

百業「+」網  經濟轉型趕「風口」 

十九世紀的美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規模鐵路建設，催生了眾多
的鐵路城鎮，促進中西部的城市化進程及工業發展之餘，更推動了商
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導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型態被加速取代，美國
亦得以趕超英法而成為執世界牛耳的現代化強國。互聯網對目前中國
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堪與當年鐵路之於美國相提並論。 

互聯網不但是一項基礎性的技術工具和傳播載體，當它透過「+」
的策略與不同產業、不同領域的疊加與融合，還可發揮「催化劑」的
作用，更可成為推進結構轉型升級的內生變量。「互聯網+」所構築的
新生態，不僅會為傳統產業的汰舊更新提供支撐，為新興產業的發展
擔當加速器，更可為大眾創新提供動力源泉；這正是源於《指導意見》
中所總結的「互聯網+」三大功能，即「推動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
組織變革」。 

《指導意見》中列出了 11 個與互聯網結合的重點領域，包括創
業創新、協同製造、現代農業、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務、高
效物流、電子商務、便捷交通、綠色生態和人工智能等。這些重點領
域的選擇甚具代表性，而且可圈可點；無論是製造業，還是生產性服
務業和消費性行業，乃至政府的服務，均有所涉獵。相信文件是希望
透過「舉例說明」的形式，帶出「未能盡錄」的潛台詞，展現「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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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能夠與廣泛性的領域跨界融合的巨大空間，預示日後「互聯網
+其他行業」的全面鋪開勢會演變成為不可限量的「互聯網+ ∞(無窮
大)」。 

另一方面， 在 11 個「互聯網+」示範領域中，有相當部份與今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的主要工作任務相呼應，再次突出了中央
在「新常態」下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著力點。例如，配合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出的「雙引擎」，亦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及「增加
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指導意見》亦著墨甚多。「創業創新」本身
並非一個特定的產業，與其餘 10 個重點領域有所不同，但卻在《指
導意見》的「重點行動」部分中高踞榜首，被擺在第一的位置；政府
對推動創業和激發創新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這在某種意義上亦反
映，互聯網的應用不但擴闊了創新空間，而且降低了創業的門檻，有
望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大突破口，於培育小微企業、擴
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乃至促進青年的向上社會流動等方面發揮積極
的作用。 

互聯網帶動了共享經濟，數據和資訊快速地流動和更便捷地互聯
共通，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亦相應降低了創業的門檻；同時，網路
平台具有高度開放性，比起過往那種相對封閉、上下游的協作通常只
發生於少數嚴格篩選的企業之間的傳統供應鏈體系，更能為中小企業
乃至個人提供參與協作的機會。加之互聯網經濟時代的市場需求更趨
個性化和小批量化，亦促使社會分工更趨精細化，從而衍生出更多的
工作崗位。中國就業促進會的一項研究顯示，到 2014 年底，全國網
店直接帶動就業累計超過 1,000萬人，其中由大學生創業的網店貢獻
率高達六成，帶動的就業人數約為 618萬人。 

「1+N」制 配套措施密出台 

有分析指，「頂層設計」的特色之一是「綱舉目張」；一項高屋建
瓴的戰略確立後，往往會帶動特定領域內各項改革細則陸續出台，形
成一種「1+N」的政策制定和推行模式。今年以來，與互聯網於不同
領域的應用相關的政策可謂層次不窮。例如，國務院於今年 5月公佈
《中國製造 2025》提出分「三步走」建設製造強國，其核心策略就
是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這「兩」化的深度融合，特別是引領和帶動整
個製造業朝「智能製造」的方向邁進；這份文件實際上亦是「互聯網
+製造」的行動綱領。 

在金融領域，於 7 月新近出爐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
展的指導意見》，分門別類地為主要的新興金融業務明確了監管部門
的職責劃分以及基本操作規則，包括互聯網支付、網絡借貸、股權眾
籌融資、互聯網保險、互聯網信託和互聯網消費金融等，為規範互聯
網金融市場秩序提供了基準。這一文件的出台有助於解決網絡金融目
前「缺門檻、缺規則、缺監管」的現實問題，為「互聯網+普惠金融」
發展構建更清晰的制度環境。 

至於起步較早、目前發展較為成熟的「互聯網+電子商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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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電子商務，更特別表示要擴大跨
境電子商務的綜合試點。隨後，《關於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
濟新動力的意見》於 5 月發佈，從七大方面提出共 29 條推進電子商
務的創新發展的措施，包括降低准入門檻、降稅減負、加大金融服務
支援、加強人才培訓、發展農村電子商務、推動傳統商貿流通企業發
展電子商務等，涉及金融、信用、物流、人才、安全、稅收等各個方
面，旨在破除內地電子商務發展的深層次障礙，拓寬電商發展的新空
間，帶動電子商務全產業鏈的跨越式發展。 

國務院繼而於 6月下發《關於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
指導意見》，明確了對跨境電商的支持政策方向，並提出要加強保障
體系的建設，以期透過「互聯網+外貿」實現優進優出，促進企業和
外貿轉型升級。此外，自 2013 年起，上海、重慶、杭州、寧波、鄭
州、廣州及深圳等七地相繼成為跨境電商試點城市；其中，杭州更於
今年獲批為全國首個國家級「網上自貿區」，「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
務綜合試驗區」應運而生，料將與其他四大自由貿易區一起，擔當支
持跨境電商的「創新拓荒者」。 

「網+政策」制度創建立新猷  

值得一提的是，《指導意見》在論述每項具體領域的發展方向和
政策綱要時都會明確列出數個相關的執行部委，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
會通常都是首席的牽頭部門；這除了體現中央因應「互聯網+」越界
融合、跨業聯動的性質而著意加強跨部門的協調，以便做到「政出有
門」和「統籌兼顧」之外，確保「落實到位」的問責含義亦不言而喻。 

隨著《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這份統領性文件
的發布，各部門推行「互聯網+」的具體政策亦進入了密集出台的高
峰期。內地政府就互聯網公共管理作出的努力和探索，本身就是在「互
聯網+公共政策」領域的制度創新，對全球網絡新經濟型態的發展無
疑亦是一種另類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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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摘要 

一、行動要求 

1. 總體思路。順應世界「互聯網+」發展趨勢，充分發揮我國互聯網的規

模優勢和應用優勢，推動互聯網由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拓展，加速提升

產業發展水平，增強各行業創新能力，構築經濟社會發展新優勢和新動

能。堅持改革創新和市場需求導向，突出企業的主體作用，大力拓展互

聯網與經濟社會各領域融合的廣度和深度。著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釋

放發展潛力和活力；著力做優存量，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和轉型升級；著

力做大增量，培育新興業態，打造新的增長點；著力創新政府服務模式，

夯實網絡發展基礎，營造安全網絡環境，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2. 基本原則。堅持開放共用，堅持融合創新，堅持變革轉型，堅持引領跨

越，堅持安全有序。 

3. 發展目標。到2018年，互聯網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融合發展進一步深化，

基於互聯網的新業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互聯網支撐大眾創業、萬

眾創新的作用進一步增強，互聯網成為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手段，網絡

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互動的發展格局基本形成。經濟發展進一步提質增

效，社會服務進一步便捷普惠，基礎支撐進一步夯實提升，發展環境進

一步開放包容。到2025年，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協同化的「互聯

網+」產業生態體系基本完善，「互聯網+」新經濟形態初步形成，「互聯

網+」成為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 

二、重點行動 

1. 「互聯網+」創業創新。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創新驅動作用，以促進創業

創新為重點，推動各類要素資源聚集、開放和共用，強化創業創新支撐，

大力發展眾創空間、開放式創新等，引導和推動全社會形成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的濃厚氛圍，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 

2. 「互聯網+」協同製造。推動互聯網與製造業融合，提升製造業數字化、

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強產業鏈協作，發展基於互聯網的協同製造新

模式。在重點領域推進智能製造、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製造

和服務型製造，打造一批網絡化協同製造公共服務平臺，加快形成製造

業網絡化產業生態體系。 

3. 「互聯網+」現代農業。利用互聯網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

水平，培育一批網絡化、智能化、精細化的現代「種養加」生態農業新

模式，形成示範帶動效應，加快完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發展精准

化生產方式，提升網絡化服務水平，培育多樣化農業互聯網管理服務模

式，逐步建立農副產品、農資品質安全追溯體系，促進農業現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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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提升。 

4. 「互聯網+」智慧能源。通過互聯網促進能源系統扁平化，推進能源生

產智能化，推進能源生產與消費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動節

能減排。加強分散式能源網絡建設，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探索能源消

費新模式，促進能源利用結構優化。加快發電設施、用電設施和電網智

能化改造，發展基於電網的通信設施和新型業務，提高電力系統的安全

性、穩定性和可靠性。 

5. 「互聯網+」普惠金融。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探索推進互聯網金

融雲服務平台建設，全面提升互聯網金融服務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勵互

聯網與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的融合創新，(利用互聯網拓寬服務覆蓋

面，積極拓展互聯網金融服務創新的深度和廣度，)為大眾提供豐富、安

全、便捷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好滿足不同層次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

培育一批具有行業影響力的互聯網金融創新型企業。 

6. 「互聯網+」益民服務。充分發揮互聯網的高效、便捷優勢，發展便民

服務新業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務消費成本。大力發展以互聯

網為載體、線上線下互動的新興消費，加快發展基於互聯網的醫療、健

康、養老、教育、旅遊、社會保障等新興服務，創新政府網絡化管理和

服務模式，提升政府科學決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7. 「互聯網+」高效物流。加快建設跨行業、跨區域的物流資訊服務平臺，

構建物流資訊共用互通體系，提高物流供需資訊對接和使用效率。鼓勵

大資料、雲計算在物流領域的應用，建設深度感知智能倉儲體系，完善

智能物流配送調配體系，優化物流運作流程，提升物流倉儲的自動化、

智能化水平和運轉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8. 「互聯網+」電子商務。鞏固和增強我國電子商務發展領先優勢，大力

發展農村電商、行業電商和跨境電商，加強電子商務國際合作，進一步

擴大電子商務發展空間。推動電子商務應用創新，電子商務與其他產業

的融合不斷深化，網絡化生產、流通、消費更加普及，標準規範、公共

服務等支撐環境基本完善。 

9. 「互聯網+」便捷交通。加快互聯網與交通運輸領域的深度融合，通過

基礎設施、運輸工具、運行資訊等互聯網化，推進基於互聯網平臺的便

捷化交通運輸服務發展，推進交通運輸資源線上集成，顯著提高交通運

輸資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細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運輸行業服務品質和

科學治理能力。 

10. 「互聯網+」綠色生態。推動互聯網與生態文明建設深度融合，完善污

染物監測及資訊發佈系統，形成覆蓋主要生態要素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

動態監測網絡，大力發展智慧環保，實現生態環境資料互聯互通和開放

共用。充分發揮互聯網在逆向物流回收體系中的平臺作用，完善廢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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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收利用體系，建立廢棄物線上交易系統，促進再生資源交易利用便

捷化、互動化、透明化，促進生產生活方式。  

11. 「互聯網+」人工智能。依託互聯網平臺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創新服務，

培育發展人工智能新興產業，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術突破，促進人工智

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終端、智能汽車、智能安防、機器人等領域的推廣

應用，培育若干引領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骨幹企業和創新團隊，形成創

新活躍、開放合作、協同發展的產業生態。 

三、 保障支撐 

1. 夯實發展基礎。鞏固網絡基礎，強化應用基礎，做實產業基礎，保障安

全基礎。 

2. 強化創新驅動。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加快制定融合標準，強化知識產權

戰略，大力發展開源社區。 

3. 營造寬鬆環境。構建開放包容環境，完善信用支撐體系，推動數據資源

開放，加強法律法規建設。 

4. 拓展海外合作。鼓勵企業抱團出海，發展全球市場應用，增強走出去服

務能力。 

5. 加強智力建設。加強應用能力培訓，加快複合型人才培養，鼓勵聯合培

養培訓，利用全球智力資源。 

6. 加強引導支持。實施重大工程包，加大財稅支援，完善融資服務。 

7. 做好組織實施。加強組織領導，開展試點示範，有序推進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