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想“互联网”风云变幻的过
往，依稀记得被门户、游戏、搜索、
社交所统治的“第一代互联网”，
以流量变现为核心的商业模式，
在线上创造出万亿元规模空间的
游戏和广告市场。接下来，京东
一骑绝尘了曾经流量第一的当
当，乐视网逆袭了流量遥遥领先
的优酷土豆，互联网变成一种信
息能量，重塑了现实社会的供需
关系，商业模式向上演绎为云和
大数据，向下则沉淀出O2O。人
们进入“第二代互联网”。

如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让人们惊喜地发现，融入不同
行业的属性便会带来大量新领域
崛起的机遇，“互联网+”时代大
幕拉起。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首提“互联网+”，“互
联网+”作为行动计划上升为国
家战略，成为经济最热词。

这一年，“互联网+”的风潮
席卷了中国大地的产业及资本。
移动互联网催生的“滴滴”等打车
软件颠覆了传统出行；天猫“双十
一”的电商奇迹再次上演，当天交
易额轻松突破900亿元。

既有平衡被打破，固有思维
被冲击，“互联网+”的商业神话
犹如一针兴奋剂，打在每一个创
业者和投资者身上。此时，正当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浪潮涌动
于大江南北，以互联网为核心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创
新 2.0 并与之融合演变。liv-

互联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通过
融合创新将不断迸发释放出化
学反应和放大效应。

去年 10 月，河南“互联
网+”省级层面设计完成——
《河南省“互联网+”行动实施
方案》印发实施。

那么，河南经济在“互联
网+”时代，加什么？怎么加？
据《河南省“互联网+”行动实
施方案》显示，我省确定了11
个风口行业作为“互联网+”行
动的重点。既涵盖制造业、农
业、金融、能源等产业领域，也
涉及环境、交通、养老、医疗等
方面。

在产业领域，如互联网
“+”电子商务，将扩大农村电
子商务应用，力争在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线上线下互动体验
式经济方面取得新突破；“+”
高效物流，将打造智能化多式
联运国际物流中心，推进大通

关建设，全方位提升采购、运
输、仓储、配送等物流关键环节
网络化、标准化水平；“+”创业
创新，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建设

“双创”综合服务体系，推进开
放式创新，加快形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打造经
济发展新引擎；“+”协同制造，
则将深化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
合，促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全供
应链信息交互和集成协作，加
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现
代农业，开发运用物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培育一批网络化、智
能化、精准化的现代种养及营
销模式，建立农副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等。

而在社会公共服务管理领
域，也有互联网“+”益民服务，
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
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医疗、
教育、养老、旅游、社会保障等
民生领域新兴服务，创新公共

服务模式；“+”便捷交通，推进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
服务发展，提升交通运输服务
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绿
色生态，完善在线监测及信息
发布系统，加快环境数据互联
互通和开放共享,提升再生资
源利用信息化水平等。

而“互联网+”后的河南经
济，怎样72变？据河南省发展
改革委主任孙廷喜介绍，到
2018年，河南“互联网+”行动
和重点专项实施将取得突破性
进展，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
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网
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
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到 2025
年，河南网络化、智能化、服务
化、协同化的“互联网+”生态
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
经济形态发展进入国内先进行
列，建成全国重要的智能制造
中心和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高
地。

变，“互联网+”变量成常量
“互联网”作为近年来中国变化最快的经济“变量”，加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

伴随着河南跨境电商的不断
发展,近年来河南外贸大格局也
不断得到填充,“国际范儿”越来

越足。
“国际大物流”框架成型,基

础设施配套雄厚。目前,高效便

变，“开放度+”内境向跨境

“足不出户鼠标一点，轻松买
遍全球”，这正是跨境电商的蓬勃
发展带来的便利。同样,伴随着

“海淘族”的迅速增多，加之“海
淘”不断被贴上高端、时尚、健康
等一系列标签，迅速催生出跨境
电商的大市场。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
国内地的“海淘族”由2013年的
1800万人增加到2000万人，消
费额从2160亿元增加到10000
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达
到3.1万亿元，同比增长31.3%。
商务部预测，到2016年，我国跨
境电商市场规模将达6.5万亿元，
年增速超30%。

跨境电商的政策春风近年来
也频繁涌动,而郑州在跨境电商
风起云涌的大潮中扮演的角色也
在不停变化。

2012年5月，中国启动了跨
境电商服务试点。随后,国家先
后批准郑州、上海、重庆、杭州、宁
波等十余个城市先行先试，开展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

而自2012年8月11日郑州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方案
获批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各
项工作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试点
城市。

2013年7月15日，郑州试点
率先开展业务测试；2013年12月
9日，郑州试点信息化平台率先
上线；2015年3月2日，在全国率
先突破单日放量100万单；2015
年8月3日，在全国率先突破双日
200万单。

在 2014 年 8 月，国务院推
出外贸国六条，政府层面首次正
式表明对跨境电商予以政策支
持，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在关
税、物流、支付外汇等领域将得
到支持。2015年3月7日，国务
院批准设立了中国（杭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随后,
2016年1月6日，国务院批复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进入国家综合试点，同时获
批的还有天津、上海、重庆等11
个试点。

河南跨境电商的发展，引
来谷歌、阿里巴巴、百度等众多
跨境电商龙头的加紧布局。

谷歌公司在郑州建立了大
中华区第一家电商体验中心，
河南应用Google平台的企业
有近700家，数量排全国第八，
预计今年带来新增出口10亿
美元。

我省利用阿里平台开展跨
境电商业务的企业也超过
4200家，在中西部地区排名第
1，比第 2 位的湖北省多 2.5
倍。百度河南公司搜索业务增

长量连续4年居全国第一。
世界工厂网、企汇网、中钢

网、全球内衣网等本土网络平
台快速崛起，世界工厂网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装备制造业B2B
外贸平台。

另外,伴随中国(郑州)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其实施范围也将在我省不断扩
容!“郑州综试区不是简单在郑
州试点，而是在全省分阶段渐
次推开，最终实现跨境电子商
务多点布局、多模式发展。”省
商务厅厅长焦锦淼表示。

根据规划,将分三个阶段
推进:第一阶段（今年上半年）
为在郑州综合试验区“单一窗
口”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备案的
在郑州市开展业务的各类市
场主体；第二阶段（到今年年
底）拓展到在“单一窗口”综合
服务平台登记备案的在开封、
洛阳、南阳、焦作市开展业务
的各类市场主体；第三阶段
（到 2018年）拓展到在“单一
窗口”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备案
的在全省开展业务的各类市
场主体。

近年来河南外贸大格局不断得到填充,“国际范儿”越来越足，跨境电商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傅豪

角色变 | 市场井喷郑州卡位跨境电商风口

格局变 | 郑州国际范儿越来越足

体量变 | 筑巢引凤逐步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捷的陆海空立体化多式联运
国际物流网络已初步形成，郑
州机场二期已经建成营运，货
运吞吐量上升到 70万吨，居
全国前列，运营的货运航空公
司 18家，开通国际地区货运
航线30条，在全球前20位货
运枢纽机场中，已开通 12个
航点，基本形成覆盖欧美和东
南亚主要货运枢纽的航线网
络，UPS、FedEx、空桥、丹马
士等40多家知名物流和货运
代理企业在此布局。郑欧国

际货运班列货运量、满载率、
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均位列中
欧班列第一，初步打通了直通
欧洲、中亚的陆路走廊，全国
主要经济区和城市的货物在
郑州集散。

打造中部对外开放高地,
郑州的跨境贸易平台载体日渐
完善。郑州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郑州出口加工区、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郑州综合保税区、郑
州机场、郑州国际陆港等扩区
建设和功能拓展加速推进，焦

作保税物流中心建成运营，南
阳卧龙综合保税区获批开建。
郑州已经建成汽车、肉类、澳洲
活牛进口、进境果蔬及花卉等
多个指定口岸，食品、药品口岸
正在建设,河南成为全国内陆
地区功能性口岸最多的省份。
我国第三个“多式联运监管中
心”获批落户郑州，获批13个
国家邮包直封权。此外,一个
端口对外、覆盖全省、联通国内
12个关区的河南电子口岸也
已上线运行。

□本报记者 傅豪

“互联网+”一石激起千层浪

inglab（生活实验室、体验实
验区）、fablab（个人制造实验
室、创客）、aip（“三验”应用创
新园区）等典型创新2.0模式
不断涌现。

在工业领域，德国提出“工
业4.0”，美国推出“工业互联
网”，而中国则制定了“中国制
造2025”战略。“互联网+”工

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基于互联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在成为驱动制造业产业变革
的核心力量。

“+时代”里，企业通过互联
网“无孔不入”地拥抱消费者，
社交网络的精准营销、关系链
传播、粉丝经济……“用户体验
至上”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提升

着用户体验，彻底改变了传统
企业和最终用户之间的关系。

而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这些新工具让传统企业获
得来自供应链和消费者的精确
海量数据，使产品研发从“摸着
石头过河”到真正“有的放矢”，
使得传统企业面对细分市场时
更有底气。

“互联网+”看河南经济如何72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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