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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DT时代的元年

“我们正在从以控制为出
发点的IT（信息技术）时代，走
向以激活生产力的DT（数字
技术）时代。”这是 2014年 2
月，马云在阿里巴巴的一封内
部邮件中做出的判断。

阿里研究院指出，“当我
们将‘时代’的标签赋予某个
时期时，一定是经济、社会风
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样的
标签将提醒我们与思想惯性
做斗争，自觉转变观念，采取
积极行动，顺应历史潮流。”

DT时代与IT时代的显著
差异集中体现在对生产力的
深层次影响上。

IT时代的工具集中体现
为“软件+硬件”。软件是生产
知识的具象化、自动化，一旦
被定义，更新的周期较慢；硬
件需要自行采购，投入成本
大、运维难度高。不管是软件
还是硬件，均为购买者独享，
既是构成竞争优势的基础也
是摆脱不掉的负担。这一时
期，排他性的“独有”是本质，
自我控制、自我管理是目的。
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是经济的
主导者，坐拥IT资源垄断，享
受超额利润，抑制了创新，牺
牲了社会福利。

DT时代的工具突出表现
为“云计算+大数据”。云计算
通过专业化、规模化优势，提
供了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的
计算能力，使用灵活、升级速
度快、使用门槛低；大数据在
数量、多样性、生成速度和提
供价值上卓尔不群，电商、游
戏、搜索、支付、地图领域的成
功者，毫无例外是凭借对大数
据的利用建立了相对优势。
新时期，共享性“接入”是核
心，开放、分享、互动是原则。
拥有创意的中小企业、个人是
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接
入“云+网+端”新信息基础设
施，利用普惠服务，发展了创
新，延展着社会收益。

“关于互联网经济的说法
层出不穷，你要抓住根本。”
2019年10月22日下午，阿里
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在“国资大
讲坛”第十五期上说。

他称互联网正在进入第
二次信息革命，也就是数据革
命，或者说是DT时代，相关的
就是数字经济。

要利他，要懂爱

讲坛设在距离乌镇两个
多小时车程的上海。高红冰
并不是从乌镇的世界互联网
大会匆忙转场子过来。他气
定神闲，穿着一件休闲黑色开
襟毛衣、一条浅黄色休闲长裤
以及一双黑白相间的运动鞋。

高红冰出生于1965年 7
月，是云南省弥勒县人。1983
年，他穿越了几乎一个中国的
长度，从最南端抵达了最北端
的吉林大学，就读电子科学系
半导体化学专业。

吉林大学所在的长春，
迄今以“共和国长子”广为
人知，被认为是过去的工业
时代的“铁锈地带”之城。
但吉林大学，在1976年即已
创建了计算机科学系，1977
年即在国内率先开展人工智
能研究。“人工智能”在中国
还是一个“明天”，也许是第
三次信息革命。但人们更早
就偏爱它，或许因为它听起
来就很有人格，很温暖，不
像“数据革命”这些仍然只
有虚无的冰冷。更多各领域
的先锋群体都在演绎着人工
智能。他们喜欢它的另一个
称呼，一个英文的缩语 AI
（Artificial Inteligence） 。
在高红冰演讲后的第九天，10
月31日起，名为《爱·AI》的原
创小剧场话剧将在上海上
演。海报的中心，是一个穿着
无袖贴身及膝红色小晚装的
女士侧躺的背影，小V裸露后
背上隐现的一道长及腰际的
银线，以及脚踝上一串类二维
码的纹饰，告诉你那是一位女

机器人。她在发问：“AI，懂爱
吗？”

当天的演讲上，高红冰里
面的衬衫是淡淡的粉红色。
他的PPT，并没有太多全新的
信息，但每一张都不同于一般
IT人线条与数据交织的蓝色
PPT，每一张似乎都被打上了
一道光，似乎看到了一个个正
在走近的人。每一张都引起
了会场上参会嘉宾的狂拍。

自2017年起，高红冰就
已经远离了世界互联网大
会。2019年的大会，马云的身
影不仅没有在丁磊的饭局上，
甚至在整个会场上也罕见。

高红冰认为，互联网的底
层设计规则，从一开始就要求
每个节点（即个体）的分权。
到了DT时代，对于使用互联
网的人的价值观的要求将更
加直接。它就要求你是好的，
是无私的，是利他的。稍微带
一点坏心，你都走不下去。

1988年，高红冰毕业后，
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城
北京，首先在北京八七八厂从
事集成电路生产制造工作。
之后历经中国电子工业的主
要相关部委机构。2000年，
他从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
信息化推进司司长的位置离
职下海，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
司。几年后，他离开北京，移
居中国的东部中心城市之一
杭州，并入职了阿里巴巴。他
说他主要与大家分享他个人
在互联网进程中走过的“坑”，
他主要想讲讲过去十年，阿里
是怎样利用数据，帮助了一个
又一个中国边远的山村走进
世界互联网的中心。

虽然上海已经跻身世界
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中国
仍然有广大的县域，包括高红
冰的出生地云南省以及他呆
过的吉林省。

2014年，阿里巴巴明确
把农村战略作为公司的发展
战略，并要下沉服务直接融入

“三农”。也就是阿里的“淘宝
村”商业计划。领头人，正是
高红冰。“从简单交易到服务
推动，再到产业化发展，为新
型城镇化闯出一条新路。其
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DT技术
的支撑：共享的电子商务平台
让教育影响减弱，极大提高了
农民的生产率，并且通过‘干
中学’持续提升。”

中国农业农村部经济体
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
宇说：“阿里巴巴在乡村振兴
方面，作用不可替代。”

马云踏实了

浙江桐庐，张大伯打算
开个“农家乐”，他上网买了
6 张床、6 个空调、6 个电
视，还定制了厨房用的不锈
钢架子。贵州铜仁谜路村，
杨大叔打算做土石方运输生
意，在阿里巴巴平台采购2辆

重型卡车。浙江昌化镇白牛
村，村民在淘宝购入6700个
山核桃夹子——当地不少农
民身为淘宝卖家，购买核桃夹
子搭配自家的“山核桃套餐”
在网上销售……

“淘宝村”这样的故事让
马云感觉特别踏实：

“过去20年，互联网产业
做得非常成功，但我发现很少
有互联网公司能健康地、平静
地活过3年。问题在哪里？缺
了什么？”

“无论你是否喜欢，过去
20年互联网都对人类社会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许多传
统企业讨厌互联网，因为互联
网毁掉了他们的生意。与此
同时，那些成功的互联网公司
如 Google、Facebook、Am-
azon、eBay和阿里巴巴，我们
所有的人天天都在担心。”

“如果一个行业中的公司
常常不能活着超过3年，那这
个行业永远无法成为主流，永
远不可能深深根植于社会经
济。我们要做什么才能找到
解决方案，让公司能够活得长
久而健康？”

“互联网必须找到那个缺
失的部分。这个缺失的部分就
是鼠标和土地、水泥携手合作，
找到一个方法让互联网经济和
实体经济能够结合。只有‘互
联网+’，互联网公司才能活下
来，才能开心地活30年。”

“世界正在快速改变，很
多人还不知道IT是什么，今天
IT已经向DT时代快速跨越。
IT科技和数字科技，这不仅仅
是不同的技术，而且是人们思
考方式的不同，人们对待这个
世界方式的不同。”

“IT时代是方便自己控制
和管理，信息是一种权力。而
DT时代是利他、激发大众活
力为主，DT是一个数据更充
分流动的时代，会更加透明、
利他，更注重责任和体验。”

“我们设想，在未来，经济
将不再由石油驱动，而由数据
驱 动 ；商 业 模 式 将 是 C2B
（Customer Business）而不
是 B2C；机器不仅会生产产
品，还会说话、思考，还会自我
完善；企业将不再关注规模，
不再关注标准化和权力，而会
关注灵活性、敏捷性、个性化
和用户友好；企业与企业、国
家与国家之间不会那么注重
对抗，而会在竞争的同时增加
合作，并重视对整个社会的关
怀和责任。”

“人类正从IT走向DT，只
有让别人成功，你才会成
功！”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的启动，预示着DT时
代进入国家层级的元年。

丁磊的 2019 年乌镇饭
局，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开始的
征兆，是一群过去思考方式的
互联网创业人群已经退出舞
台的缩影。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上海特派记者 丘眉 文图丁磊的普惠晚餐

高红冰在“国资大讲坛”演讲

“今天有点冷，咱们
喝热的吧。”

这句话以及一幅两
个男人举筷相对的照片，
在10月 19日自乌镇流
出。这或许是 2019 年
中国互联网最为标志性
的一个截面。

他们都为 2019 年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而来，夜晚在西栅景区一
间小餐厅里，在一张原色
两人宽长条木桌上相对，
分坐于一条民间素朴的
长条木凳子上。左边是
网易创始人丁磊，右边是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丁
磊的长裤捋到了膝盖以
上。

这是本年度唯一被
捕捉的乌镇饭局。

乌镇饭局，与2014
年首届互联网大会同生，
以丁磊为主线。第一年
包含了中国互联网8位
创始人；第二年扩大至
11人；第三年再扩至17
人；第四 年，也即2017
年，涵盖了20多位，有人
笑称市值超过了5万亿
元，占据中国互联网行业
大半壁江山。也就是那
一年，一幅在一个豪华包
房里的大圆饭桌照片，使
得乌镇饭局为天下知。

不过，紧接着在
2018年，饭局人数即已
急剧下降至5人。再至
今年，只余了李彦宏独对
丁磊。而且，与其说是饭
局，不如说是一次简餐。

有人说，这是中国互
联网遇冷的征兆。

这个，还真不是。
10月20日，世界互

联网大会官方发布了重
磅消息，宣布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启
动。四川、河北（雄安新
区）、浙江、福建、广东、重
庆正式被确定为国家首
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

“两个人的饭局”，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开始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