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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岳麓峰会，“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湖南做得很好。

今日资本在湖南投了两家企业，一家是益
丰大药房，一家是兴盛优选，都给了我们很好
的回报。

益丰大药房上市前，我们是企业唯一的投
资人。益丰大药房从2012年的70家一路开到
5000 家，做到行业前列；收入从 2008 年的
5.27 亿元到 2019 年涨到 103 亿元，复合增长
率为 31%。益丰大药房的成长，让我们看到了
品牌的力量。

我们还特别骄傲投到了兴盛优选。兴盛
优选以快速度和低成本，解决了老百姓购买
生鲜的大问题。5 年前我就认为，生鲜是电商
最后的堡垒，得生鲜者得天下，因为生鲜是
高频刚需，便宜、方便、送货快的生鲜购买模
式，在三线以下的城市是比较有“杀伤力”

的。我们在兴盛优选的投资项目，从 2018 年
第一次投资，到两年内五次加仓，目前总共
投资 11.5 亿元。

现在是品牌打造的好时代，对新品牌来
说，新媒体带来了新的流量红利，是小企业弯
道超车的机会。企业不只是卖货的，而要靠品
牌做出与众不同的感觉，广告必须是内容营
销。湖南人做内容很有天赋，抓住这个机会把
内容做到极致，就可以再造一个品牌。

今日资本寻求的企业创始人，要够“抠”，
像零售企业一样，把每一份利润都“算计”到
位；要够“作”，像乔布斯一样追求完美，把产品
做到极致。

湖南人吃得苦、敢拼搏，在湖南打拼出来
的企业，在别的地方都是很有实力的。这次来
湖南，今日资本也希望能接触到更多的湖南本
土创业者，投到更多好公司。

智能驾驶可以有人驾驶，也可以无人驾
驶；可以全自动，也可以是遥控。这些场景都有
商业落地的机会，关键是怎么落地？

中国的车联网过去几年发展非常迅速，我
们国家拥有标准新、基础设施新等后发优势，
更重要的是，政府执行力高、跨部门协调能力
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劲。

目前，港口、园区、码头等区域可以做到智
能驾驶，长沙的无人出租车走在了行业前头。
但智能网联仍面临三大挑战：技术的成熟度，
法规的容忍度，成本的接受度。

伴随新基建进程加速，智慧道路、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巨大。比如，我国
道路总里程达484万公里，这是一个万亿级的
智慧道路市场。

“自动驾驶之城”长沙，这几年智能网联汽
车高速发展，实现了从1.0到3.0的飞跃。

2018年是智能网联1.0版本，实现了技术
闭环。长沙开放了面积达 1230 亩的全国最大
智能驾驶试车场、7.8公里车联网智慧公交线，
5G全覆盖。

2019年推出智能网联2.0版本，完成了工
程闭环。长沙实现“双一百”，即100公里高速、
100平方公里城市道路，拥有全国最大的开放
道路车联网覆盖和测试环境；100辆百度无人

驾驶出租车落地，重卡、环卫车自动驾驶也落
地了。

2020年进入智能网联3.0版本，要完成市
场闭环。今年我们在湖南湘江新区找到了主动
式公交优先刚需应用，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智能
网联应用的落地。

大家可以到长沙的 315 智慧公交线路上
去体验一下。加装了车载智能设备的公交车，
可以主动向交通灯发出优先通过的请求，交通
灯根据车辆状态，比如载客率、正点率等，再结
合实时交通状态，绿灯优先一点，红灯缩短一
点，确保公交车准点高效通行。

智慧城市新生态让市民享受到智能网络
汽车的好处，每多增加一名乘客，就是实际的
新增收入，是商业价值。现在我们已经有包括
公交车、渣土车、环卫车等在内的 3400 辆车
落地。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 2017 年底成立，与
长沙智能网联汽车同步快速发展。先从场景切
入，我们开发出自动驾驶重卡、自动驾驶公交、
无人驾驶矿卡等一系列产品。软件是现在造车
的主要增长点，90%的利润来自软件，我们聚
焦用智能网联技术解决难点，沿途“下蛋”，车
路协同、低成本自动驾驶套件、公交优先套件
等产品实现量产。

“自动驾驶之城”长沙，
实现了从1.0到3.0的飞跃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联合创始人、CEO 马潍

湖南人做内容很有天赋，
企业创始人要够“抠”够“作”

今日资本创始人 徐新

﹃
峰
﹄
起
﹃
云
﹄
涌
看
未
来

—
—

2020

互
联
网
岳
麓
峰
会
主
论
坛
嘉
宾
发
言
摘
登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邓晶琎 黄婷婷 刘笑雪

湘江之滨，七年之约；岳麓山下，“峰”起“云”涌！
9 月 8 日，在 2020 互联网岳麓峰会主论坛

上，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云总裁邱跃鹏，阿里巴
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同庆，长沙智能驾驶
研究院联合创始人、CEO马潍，今日资本创始人徐
新等互联网和投资界知名人士，做主题演讲。

“数字新经济 云开看未来”。这是一场互联
网经济的巅峰聚会，一场“后疫情”时代的头脑风
暴。我们期待这场盛会，为湖南数字新经济带来
更加明媚的光景。

新基建是“路”，
数据是新“石油”

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云总裁 邱跃鹏

作为从业近20年的互联网人，第一次来到岳麓峰
会，心情非常激动。这 7年，可以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
发展最快的 7年，长沙抓住了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最
好的时代。我们相信，岳麓峰会也可以抓住未来中国
数字经济最美好的20年，甚至更长的美好时代。

在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新基建是“路”，提供
支撑；数据是新“石油”，提供动能；新产业和新城市是

“车”，为各行业、政府提供高效的数字化运载能力。腾
讯希望通过“路-油-车”高效的协同运转，为数字经济
的发展提供助力。

今年新基建进入爆发期。长沙推动“软件业再出
发”，非常令人期待。随着5G技术和智能网联的发展，
长沙在车路协同这种新的驾驶模式上做了前瞻性布
局，这在全国来讲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当新基建的路铺好以后，新产业如何利用好这个
引擎？我们跟步步高集团的合作就是非常好的案例。

疫情期间，零售业受到冲击，但是群众需要物资，
怎么办？步步高通过腾讯在线卖货，从“门店服务”向

“到家服务”转变，店员变成了快递员，短短一个月时
间，在线销售额占到了总销售额的 15%，最新的数据
已经接近 20%。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之后，步
步高的在线服务业务没有跌，反而在不停增长，这让
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业务运营模式。

在新城市中构建数字化体系，让城市里的百姓、企
业和政府更加有机结合在一起，腾讯也有不少新手段。

在长沙，为提高政务办事效率，让政务服务更有温
度，腾讯云落地长沙超级城市大脑项目，并推出“我的
长沙”移动服务平台。通过“我的长沙”平台，市民可以
足不出户，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了解城市信息。目前，

“我的长沙”已经实现1500项政务服务和182项公共服
务的“指尖办”。“湘就业”“湘消费”等模式，对复工复
产、促进消费以及城市加强治理管理都是非常有效的。

数字经济会让我们未来社会的多种形态发生改变，
腾讯也希望能在湖南落地更多项目。2010年，腾讯曾说，
我们将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今天，腾讯将更多条“命”
交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希望为长沙作出更多贡献。

未来二三十年，
是数字经济黄金时代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高红冰

如今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有46亿，中国就有10多亿
人口在使用移动互联网，去年阿里巴巴整个交易规模
超过了一万亿美元。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这是移动互联网的社会、数字经济的社会。

从过去40年全球市值前十公司的变化可以看出，
近10年在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大部分是网络和科技公
司，这些公司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数字经济有两大特征：它是高频创新的，湖南能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必然会催生更多创新企业；它
又是动态产生的，今天活着的企业，不意味着明天一
定存在，所以企业发展要“小步快跑”。

在我看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三点，分
别是技术驱动、业务模式创新和向数字用户迁移。技
术驱动是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业务模式创新是用数字化构建新的产业链、价值
链体系；向数字用户迁移则意味着以算法、算力驱动
商业发生根本性改变。

企业为什么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因为如今的消费
者逐渐个性化，企业可以科学运用云计算等技术，洞
察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对消费进行分层、分类、分群、
分众，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生产、设计、制造、营销。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新业态，都属于
数字经济的范畴。我想着重谈谈数字产业化：新技术
要与商业体系深度融合创新，带来整个价值链变革，
从而形成开放、包容、共享的商业生态系统，让更多中
小企业获得价值。就这一点而言，湖南要激发中小企
业活力、发展新经济，推动技术与商业加速融合。

我与大家分享一下阿里巴巴与湖南在数字经济
领域合作的经验。当前，阿里巴巴以云计算、大数据为
底座，构建了新技术与商业融合发展的体系，包括核
心电商平台、娱乐、本地生活等环节。湖南尤其是长沙
能借助体系中的核心电商平台把商品出售到全国各
地，从而发展生产性零售业。阿里巴巴与湖南主流媒
体共同推动娱乐与电子商务融合创新发展，也是一种
有益尝试。

未来二三十年，是数字经济黄金时代，也是创造
新商业文明的时代，机会将留给有准备的企业。我认
为，未来这段时间内企业家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谁
是核心赋能者？向何处创新？市场在哪里？只有在这些
方面有所作为，才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大势，实现快
速健康发展。

我来过长沙多次，这一次我看到，这里的数
字经济，无论是从政府引领，还是到各行各业发
展，那种勃勃生机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演讲主题是“夯实新基建 赋能千百
行”。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那么，数字经济给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
化？我们有一个观点叫“五纵三横”。

“五纵”是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生产方式、
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数字化，“三横”是线上化、
智能化、云化。预计到 2025 年，“五纵三横”新
业态将支持国内软件业达到 13 万亿元的收入
规模。

在当前复杂经济环境下，中国新一轮经济快

速发展的压舱石和助推器是新基建。新基建既是
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也是引爆数字经济革命浪
潮的新动能。

预计到 2025 年，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
领域的投资将达 10 万亿元，带动相关投资累计
或超17万亿元。

说到5G，是新基建的前提和保障，最具全民
普惠性和产业延展性。全社会高度关注5G，我前
两天看到有商家卖“5G 包”，我不知道这个包和
5G 是什么关系，但充分说明 5G 热度高。预计到
2025年，5G累计投资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千
行百业累计投资将达到3.5万亿元。

5G 是新基建之“首”，是新基建打下的第一

根桩。云计算是新基建之“基”，是数字社会建设
的基石。人工智能是新基建之“智”，新基建的产
品形态、服务形态等各方面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

“智能”二字上。预计到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产
业将达6万亿美元水平。

有人问，5G 什么时候替代 4G？我要说，5G
和 4G 将会长期融合发展。要全面打造一个真正
的5G应用生态，要看5G能不能真正成为新基建
之首，要看 5G 的产业链各方能不能强有力支撑
5G发展，甚至支撑6G前沿发展。

中国移动深入落实 5G+计划，在 5G 智慧钢
铁、智慧港口、智慧矿山、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等领域都有创新实践。

在湖南，中国移动携手华菱湘钢，以人工智
能等技术为支撑，实现从设备生产到销售各个环
节的智慧制造。

中国移动也想借岳麓峰会这个平台，和我
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当好“扁担”，一头挑起制造
业，一头挑起互联网产业生态，下好新基建和
数字经济这盘大棋，为湖南经济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

高红冰

5G是新基建之“首”，
是新基建打下的第一根桩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同庆

当前云趋势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下
沉，在长沙街头小店吃一碗米粉都是手
机点单。作为飘在长沙的第一朵云，腾讯
在长沙落户了一个智慧教育运营中心。
我们在长沙的投资会越来越多，将积极
赋能各个企业。

——腾讯公司副总裁 张纾翔
华为的竞争对手永远不是别人，是

自己。中国增量市场足够我们自身发展。
良性市场竞争只会把企业活力给激发出
来，让大家用更好的产品服务客户。云和
云之间有合作，关键是双方通过合作发
挥“1+1＞2”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这个
社会和产业。

——华为云中国区副总裁 胡维琦
我们坚信，AI是推动人类第四次革

命的动力，将来会带来整个经济的发展。
在大AI时代，企业要为AI推动社会转型
提供好的服务。百度无人车在长沙落地的
项目，我们不仅对其提供算法支持，还会
提供“云边端”整体解决方案。到2030年，
百度云要为中国培养500万名AI人才。

——百度集团副总裁 侯震宇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逐渐大平台化。

当年，电商是用搜的方式，或找的方式；
现在，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快手买东西。
我们认为，互联网下个时代会是视频大
时代。金山云将来会专注一些垂直领域，
把垂直应用、垂直服务做得更加精细化。

——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
梁守星

对于中小企业最难的是如何选择
云、使用云。在未来，“云”会和“应用”深
度结合，可以为更多中小企业提供更好
更专业的“应用”，使得企业原有的专长
得以爆发。

——猎豹移动公司CEO 傅盛
有人说 AI算法让人上瘾，改变了零

售格局，也带来了风险。我们做智能云，
提出AI的核心算法，就是要对商业客户
可信赖，对终端用户可信赖。通过可信赖
的智联云技术，带来服务业的智能升级。

——京东集团副总裁、AI 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何晓冬

2014 年我们的云收入为零，但现在
已经占到整个集团的近 60%，每年云收
入实现 50%以上的增长，即便是今年疫
情之下，我们也有 45%以上增长。而这，
仅仅只是开始。金蝶云在过去几年中完
成了转型，我们已经不是财务软件公司
了，我们是真正的云计算公司。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创始人、
董事会主席 徐少春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婷婷 整理）

9月8日上午，2020互联网岳麓峰会在长沙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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