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之一，更加重要的

是，它还将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加快有效市场机制的形成。同

时，互联网让信息更加透明，有助于优化投资决策，让资本配置更

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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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研究机构麦肯锡在其发

布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

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报告中指

出，互联网将在未来十年成为促进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保持经济可持

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并预计到2025
年，互联网经济将占中国经济总量

的22%以内，而包括房地产、化工、

汽车等在内的传统行业将在未来

被“无情”改造。

零售业被“严重”改造

报告指出，去年中国的活跃智

能设备总量从 3.8 亿台增至 7 亿

台，目前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6.32
亿人，且在持续增长，互联网正从

根本上重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

互联网改造主要集中在消费层面。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互联网的

普及率为 46%，而美国为 87%。其

中，中国网络零售占整体零售业百

分比为 7%-8%，而美国占比则在

6%，中国中小企业运营中互联网

的使用率只有 20%-25%，美国则

维持在 72%-85%的水平，表明过

去中国互联网发展以消费者为导

向，而不是以企业为导向。

据此，麦肯锡指出，随着互联

网更深入地渗透各个行业，企业拥

抱互联网技术的程度越高。报告

指出，考虑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

各行业的运用程度，预计 2013 年

到 2025 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提

升 GDP 增长率 0.3-1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在这十几年中，互联网

将有可能在中国GDP增长总量中

贡献7%-22%。

麦肯锡表示，未来，互联网不仅

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之一，

更加重要的是，它还将改变经济增

长的模式，加快有效市场机制的形

成，加强竞争。同时，互联网让信息

更为透明，有助于优化投资决策，让

资本配置更为有效。并推动劳动力

技能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

麦肯锡对中国首席信息官的

调研显示，中国企业的 IT投资仅

占其营收的 2%，低于国际平均的

4%水平，但是受访者预测到 2015
年这一比例将大幅提高，预示着互

联网增长势头十分迅猛。

商业地产需求被重塑

报告还预计互联网将对中国

包括消费电子、汽车、化工、金融服

务、房地产以及医疗卫生在内的 6
大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其中，在过去对中国经济有巨

大贡献的房地产行业将受到巨大

影响。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购房

者和租房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网上

搜索理想居所，且由于能够更快地

找到有诚意的购房人，开发商和经

纪人可以优化房地产搜索和交易

流程，降低营销和存货成本。

不仅如此，电子商务平台让房

地产开发商、承包商和连锁酒店可

以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上采购建

筑材料、设施、设备和装潢材料，通

过整合众多小型批发商的订单，采

购成本可降低5%-30%。

麦肯锡指出，互联网正在塑造

商业地产需求。不过，互联网对房

地产产生的可量化影响充满不确

定性。预计到 2025 年，该行业的

GDP增长可能因为互联网降低3%
或增加 6%，且互联网的高透明度

也可能导致房产价格变化。

而对电子消费领域，报告则指

出，互联网为其释放出巨大的创新

动力。数据显示，从 2009 年到

2012年，消费电子领域的电子商务

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 103%，而实

体的复合增长率仅为 9%。预计到

2025年，互联网对行业总体增长的

贡献度为14%-38%。

此外，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随

着监管的逐步放松，互联网金融会

加剧金融业的竞争，开拓新市场的

紧迫性将尤为突出。而互联网对

汽车行业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企

业库存周转速度的提升，技术手段

将进一步提升汽车产品的整体功

能和行业透明度。对于化工行业

来说，互联网可提高预测的准确度

并优化生产计划，避免粗放式的生

产模式等。

浦东软件园发布“新业态 新产品 新媒体”

“汇智TEK”助浦东企业拓展市场

2025年互联网经济或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2%

房地产等传统六大行业将被重塑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陈洁

日前，“IVD 大佬与您共话行业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咖啡沙龙活动

在张江 IC咖啡内展开，吸引了近 100
位 IVD（体外诊断产品）产业及相关

行业代表到场。

沙龙活动上，博阳生物 CEO 赵

卫国、奥普生物董事长徐建新、执诚

生物的董事长王辉等，以圆桌讨论的

方式，针对 IVD创新项目转化过程中

的项目筛选、产品定位、创业融资、产

业链、团队建设等问题做了深入互

动。专家们以自己创业成功经历来

对一些来宾的问题多角度的剖析。

据悉，此次活动由浦东新区生物

产业行业协会和HiMed交流社区共

同组织，目的是促进生物行业交流，推

动创新成果转化。

HiMed发起人之一翟靖波表示，

HiMed是一个医疗创新创业的合作交

流的平台，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合作共赢可以让大家的路更宽敞，希

望HiMed能成为连接成功的企业家

与准创业者间的桥梁，成为张江生物

医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交流的平台。

体外诊断产品专家聚张江共话行业创新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昨天，由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

海）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科技资料进

出口总公司联合举办的 2014年上海

自贸区境外新版图书展在浦东外高

桥举行，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

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等在

内1.5万多册图书首次以保税形式与

国内各大出版机构“见面”。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集中展示

了2012年至2014年以来出版的1.5万
多册外文图书，这些图书分别来自日

本讲谈社、英国泰勒·佛朗西斯出版集

团、SAGE出版社、美国约翰威立国际

出版公司等在内的近 20家国际出版

机构，参展图书涵盖物理、化学、经济、

医学、法律、管理以及艺术等门类。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过去的图

书订购模式，此次参展的境外图书均

为保税形式，所有参展的图书都可以

在国内出版社现场确定订购意向后

再入关。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过

去国内出版社向国外出版社订购图

书，一般采用目录形式，既看不到实

物，且订单发出后也极有可能遇到后

续的入关问题，保税图书展可以让订

购方直接看书选货，确定意向后再通

过上海自贸区入关，避免了以往境外

图书订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

对此，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运

营方、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

易公司总经理任义彪表示，境外图书

保税展示将拓展中国文化交流，推进

中外图书版权交易，让中国文化走出

去也让国外的文化走进来，为文化交

流搭建桥梁。

据悉，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由安徽出版集团暨时

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外

高桥保税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是全

国第一家入驻上海自贸区的出版公

司。去年全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260万元，目前公司运营的文化产业

项目已有10多个，包括构建上海自贸

区海外文化交流交易平台，用出版形

式振兴中华“老字号”品牌等。未来，

公司将继续引进境外新版图书，并与

国内出版机构、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展

合作，推动境内图书出版走出去，搭

建亚太图书物流中心。

首场保税境外书展开幕境外新版图书

展，对推进中外图书

版权交易起到重要的

作用。

□本报记者 陈洁/摄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作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

软件出口基地，上海浦东软件园的

“智慧园区”建设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着。昨日，浦东软件园在祖冲之园正

式发布“新业态、新产品、新媒体”，将

从园区建设环境、助力企业拓展市场

等方面，全力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

世界级软件产业创新社区。

“酒香还得勤吆喝”

“园区的企业是上海浦东软件园

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企业的良性发展

才能更好地带动园区的持续发展。”

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素龙表示，但企业的创新技术及

其产品最终要面临市场的大考，“酒

香还得勤吆喝”。

会上，上海浦东软件园推出了

“汇智TEK”技术交流平台，该平台

将主要配合园区企业的新产品、新

技术、新模式，进行加强版市场宣

传。据上海浦东软件园相关人士透

露，今后上海浦东软件园将通过新

产品发布会的形式，帮助企业宣传

与推广，进一步提升园区企业的品

牌影响力。

莱特波特（上海）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亿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家园区企

业在现场分别介绍了各自研发的创

新技术和产品：莱特波特发布了首创

的针对 802.11ac高带宽无线标准的

近距无线通信（NFC）技术生产测试

系统及解决方案，思岚科技发布了最

新的机器人平台系统技术，亿凯信息

则带来目前最为火热的车载信息操

作系统和跨平台车载信息娱乐安全

系统。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浦东软

件园已经形成了移动互联、服务外

包、芯片设计、电子商务、文化创意、

行业应用等产业生态链。同时，园区

聚集创新资源，并推动创新应用。

3D打印、智能穿戴、机器人、互联网

金融等相关的一大批新兴创新企业

正在园区不断崛起。

截至去年底，上海浦东软件园产

值已达到 552 亿元，软件从业人员

3.8万人，上缴税收达 29亿元，国家

级软件基地的示范和集聚效应正进

一步体现。

新业态：打造宜居环境

继研发楼宇和配套住宅之后，

上海浦东软件园发展史上的新业

态——汇智国际商业中心也将于今

年年底前投入试运营。届时，一个集

一流的办公研发环境、自然生态环

境、人文生活环境和创新发展环境于

一体的产业社区将呈现在张江高科

技园区。

据介绍，总建筑面积达 11万平

方米的汇智国际商业中心，引入国际

水准的HOPSCA复合型生态商圈规

划理念，涵盖商务酒店、大型超市、新

潮影院、中外餐饮、健身娱乐、教育培

训及精品零售等多种商业业态。

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上

海浦东软件园的官方微博、微信、微网

站等新媒体平台经过前期的紧张建

设，目前也已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近两年来，随着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保障海洋安全的需求日益增

长，渔政、海监、海事、边防、海关等

多个部门都在不断加快相关船舶

建造计划的推进速度。而这一点

正被外商看中，中国商用及公务船

舶市场成为其新的“掘金地”。

记者昨日了解到，亚洲首个国

际商用及公务船舶展览会——Sea⁃
work Asia即将于11月在沪举办。

据 Seawork Asia 代表徐斐然

介绍，此次 Seawork选择在上海举

办，正是看中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通过中国市场进入亚洲后，并逐步

成长为亚洲最权威的涵盖商用、工

作及公务船舶的专业型展示平台。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国际服务贸

易处姚健表示，Seawork Asia也将

成为中国船企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平

台，从而更好地对接国际市场。

中国船舶行业工业协会发布

的《2013年中国船舶工业经济运行

分析》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海工

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共承接各类海

洋工程订单超过 180亿美元，约占

世界市场份额的29.5%。中国船舶

行业工业协会预测，海洋工程装备

市场仍将活跃，特别是浮式海洋工

程装备市场前景相对乐观。随着

海工市场的持续增长，港口建设的

持续推进，针对远洋平台、石油平

台的供给船、港口建设的引航船、

挖泥船等船型及其装备的需求也

必将急速上升。

Seawork Asia展驶向亚洲

外商看好中国商用及公务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