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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马云以 309 亿

美元的个人财富，取代王健林成为

中国首富。当然，这不意味着马云

就是本年度的中国首富，毕竟 2017

年还未过半，况且马云仅比王健林多出了 2亿美元。

如果你仅羡慕嫉妒恨马云和王健林的个人财

富，境界也就太“矮矬穷”了。作为影响力已经辐射

全球的中国企业家，马云和王健林的中国首富之争，

折射的是经济大问题。

这些年，过得不好的实体经济，把原因归结为马

云的电子商务让经济脱实向虚。这个锅马云当然不

会背，曾用“不是实体经济不好了，而是你的实体经

济不好了”这话，来犀利回击指责的马云，不久前又

说，“去年天猫淘宝加起来卖了 3 万多亿人民币的

货，不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货，是实体经济生产出来

的。实体经济就是制造和销售，所以这两个是不矛

盾的。说互联网不好，事实上是你没有用好互联网，

可能让你的企业越来越糟糕。”

马云此言之于王健林，可谓“于我心有戚戚

焉”。2013 年王健林击败宗庆后登上福布斯中国首

富宝座，一年后就被马云挤下来，2015 年王健林夺

回宝座并在 2016 年卫冕。主业为房地产和文化娱

乐的王健林，同互联网大咖马云过招，平分秋色、不

分伯仲，足以说明非得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

划出来楚河汉界，显然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

花源中人了。

把握时代的风口，才能轻舞飞扬。全球经济

已经在低迷的隘口，徘徊许久且至今没有找到突

围点。此种背景下，苹果、谷歌、微软、脸书和亚

马逊公司这五大科技公司，业绩连年持续增长，霸

屏美国市值前五；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中国科

技公司，被世界视为已经崛起的新势力，源自在智

能手机、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领域，他们找到了

让自己伟大的风口。3 （丁新伟）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作为对河南网友的一次“素描

画像”，也是对我省互联网行业的一

次“家底盘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

互联网协会主持编撰的《2016 河南

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

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省互联

网用户总数达 8145.5 万户，居全国

第六；“河南网民”从 2013 年的 5803

万人增长到 2016年的 7960万人，实

现“四年四连跳”；网民群体呈现出

年轻化走势；自由职业者成为我省

网民主力军……

互联网用户的快速增加是全国

性乃至世界性普遍现象，并不稀奇，

倒是另外一组数据引人注目：2016

年，河南网络支付用户大幅增长，较

上年新增 1173 万人，渗透率达到

7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2 个百

分点，网民在饭馆、超市、便利店等

线下使用移动网络支付成为常态。

2016 年，河南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较

上年新增 1256 万人，渗透率达到

77.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8个百

分点。照这么看，一个出门“无钱

包”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上周末

出门忘带钱包，便怀着试试看的心态

去买菜、购物，没想到网络支付已然

“无孔不入”，先是在药店用微信支付

买了盒滴眼液，又在赛博数码广场的

一个摊位上，通过支付宝付账买了一

个鼠标，最后在菜市场买了几样菜。

菜场的那位摊主一听我没带现金，爽

利地指了指贴在摊位前的一组二维

码，“微信、支付宝，扫哪个都中”。手

机在手，24小时生活无忧，这就是郑

州的网络支付现状。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网

络经济强省”，可谓高瞻远瞩。网络

经济是当前最具潜力、最具爆发力、

最具成长性的经济形态。通过分析

《2016 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中

的数据可以看出，互联网正加速向

我省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渗透，新

业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网

络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扩大消费的

新渠道。

仅以我省跨境电商的发展来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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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可以用惊人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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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目前，郑州试点业务单量是全国其

余 6 家试点的总和，纳税额、参与企

业数量等综合指标也居全国首位。

《2016 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也

显示，2016 年我省跨境电商渗透率

达到 25.9%。“买全球、卖全球”的豪

言壮语背后，那可是有杠杠的实力

做支撑的。6

□丁新科

据本报 5 月 17 日报道，在刚刚

结束的深圳文博会上，河南动漫作

品《我是发明家》、《纠结小冤家》，

吸引了国内外客商的目光。这两

部作品能被“围观”，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制作过程中有着国际合作的

背景。《我是发明家》剧本和人物等

前期创意由迪士尼的专业人员设

计，而《纠结小冤家》则是河南企业

与巴西联合制作的项目。

这 给“ 唯 产 量 论 ，不 考 虑 市

场”的河南动漫行业一个很好启

示：在内部创新的基础上，多参与

国际合作，对标行业国际标准，提

升自身制作水平，才能拓宽市场，

走向世界。

动漫作 品 是 创 意 产 品 ，不 但

要有好故事，还要有好的表现形

式。以美国梦工场出品的《功夫

熊猫》系列动漫电影为例，影片中

的崇山峻岭绵延不断，犹如曾名

耀世界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散发

着浓郁的艺术气息。虽然是国外

的作品，但拍出来的故事让中国

人一点都不感觉到陌生。第一部

作品的拍摄历时两年半，拍摄团

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详细了

解熊猫习性，手绘超过 10 万张作

品。系列电影的第一部给国内动

漫同行带来的心理冲击很大，当

年很多人发问，中国人为什么拍

不出这么好的作品来？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国内动

漫作品也有迎头赶上的趋势，像

《功夫熊猫 3》《我是发明家》都是中

美合拍，中国动漫在制作水平上逐

渐从跟跑到并跑。但是与国际顶

尖的公司相比，本土动漫还要在创

意、剧情上多下功夫。

剧情粗糙、情节冗长，是国内动

漫作品的一个通病。一些优秀的国

外动漫作品，非常善于抓小朋友的

心理。如《小猪佩奇》生活气息很

浓，《爱探险的多拉》寓教于乐，给孩

子们想象的空间，《海底小纵队》融

冒险性和知识性于一体……很多作

品甚至老少皆宜。国内动漫真正要

实现超越，还是要修内功，在剧情内

容上多下功夫。

此外，动 漫 是 高 度 市 场 化 的

行业，仅靠补贴提升不了行业竞

争力。近年来，我省从资金、政策

等方面大力扶持动漫行业发展，

动漫企业一度猛增。然而，随着

补贴政策的退出，我省动漫行业

开始洗牌，一些动漫企业也随之

关闭。以郑州为例，郑州动漫企

业数量从 4 年前的 98 家锐减至目

前的不足 20 家。这充分说明，市

场决定动漫企业的前途命运。

经过一轮洗牌，活着的企业更

有竞争力，对行业发展事实上是好

事儿。对于政府而言，通过人才优

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动漫人才来

河南创业就业，设立投资基金，采

取市场化运营，才能夯实河南动漫

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础。6

据《京华时报》报道，2014年初至2016年 7月期间，上海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韩某利用工作便利，窃取每月万余条新生婴儿
信息出售给他人。案发时，韩某等三人非法获取新生婴儿信息共计30
万余条。6 图/陶小莫

江苏省消协日前发布读写台灯对比试验结果，

173 批次台灯中，所有指标都符合要求的只有 3 批

次。也就是说，所谓的“护眼灯”，98%都不靠谱。（据
5月17日《现代快报》）

作为孩子日常学习的好帮手，台灯一直在家庭

用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98%都不靠谱”，这不能不

令人震惊。这意味着护眼灯不但起不到“护眼”作用，

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健康。目前，“护眼灯”并没有

相关的国家标准，所谓的“护眼”不过是商家玩的概念

炒作。此次对比试验，无疑给每个消费者上了生动一

课：再不能被“护眼”忽悠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出台

关于读写台灯的相关标准，强化监管，严格执法，为孩

子的健康保驾护航。6 （付彪）

莫让“护眼灯”再糊弄孩子

时代风口

河南互联网“家底”的深意
互联网正加速向我省

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渗

透，新业务、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网络经济正

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扩

大消费的新渠道。

如何叫响河南动漫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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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中国品牌日”系列公益广告

传播中国品牌 讲好河南故事

品牌 任重道远

社 宣策划 赵志刚 统筹 余会 设计 文宏 万艺飞

南地处中原，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又有着丰厚

的文化积淀，这些都应该是催生名牌和品牌诞生的天

然优势。我们期待河南涌现出一批全国一流、国际知

名的品牌企业，我们期待中原大地品牌生生不息。

区域品牌价值彰显着一片热土的经济活力。如果

品牌知名度弱、影响力有限，企业品牌意识不强，创新

力不足，都将成为一个区域发展实力的致命短板。

“中国品牌日”的设立，既为我国自主品牌的振兴

奏响了序曲，也为中原品牌崛起，讲好河南故事拉开了

帷幕。让河南成为品牌强省是我们的愿景！

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