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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 压力与动力并存
——“数字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论坛在北京召开

文/本刊记者  许亚岚

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

济》杂志社联合主办的

2019（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数

字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论坛 1

月 13 日在京举行。论坛定位于

“新经济、新视野、新范式”，

核心目的即为了更好地助力产、

学、研各界开展面向新经济环

境和数字化情境下的管理研究、

理论方法的创新以及数字经济

转型新实践的探索。

杨学山：数字经济还处于发

展初期
近 10 年以来，网络经济、

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

济等这些概念不断产生，在工

业经济之后，经济形态的变革

究竟走向何方？工业和信息化

部原副部长杨学山认为，可以

用数字经济来描述如今社会的

经济形态变革。

杨学山表示，进入本世纪，

由于技术的进步，数字化的信

息成为信息资源利用的主形态，

信息经济的讨论转为数字经济，

信息化变成数字化转型。“其实，

这两者从技术、作用、业态等

各个方面都是高度重合的。”

杨学山称，“目前，数字

经济还处于发展初期，摩尔定

律和梅特卡夫定律还有成长空

间，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向经

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渗透也还

处于早期。”

杨学山表示，数字经济未

来有 5 项发展重点，一是现有

事务的数字化转型，网络、比特、

原子结合的应用发展；二是与

信息物理系统同步的新模式；

三是与发展需求一致的工具；

四是数字化向智能化演变的业

态和模式；五是法律和制度适

应变革的需求。

毛基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须突破惯性
中国数字化经济转型为什么

这样如火如荼？在新一轮的数字

经济竞争中，中国企业该如何迎

战？“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一

是要做正确的事，二是用正确的

方法做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院长毛基业如是说。

对于企业内部的数字化再

造，市场与环境的变化是第一大

外部推动力。毛基业称，改革开

放之前，中国短缺经济的粗放野

蛮式发展造成了全行业的产能过

剩，现在中国传统企业必须创新，

不创新就没有活路。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转型这

么难？毛基业认为，主要是因

杨学山

马海燕

毛基业

曾晨

姚建明

魏东

闫德利

陈滢

Peter Broeder

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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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企业的惯性不适应数字

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过去，大

部分中国企业只要抓住改革红

利，做好公关、政府关系，不

需要创新，就可以实现“野蛮

生长”。横向来看，全世界几

乎没有企业是这样发展壮大的，

可以说，企业家被“宠”坏了。

传统企业没有应对转型的知识

储备、认知储备、能力储备、

架构储备和人才，所以特别困

难。“要转型，就要专注做创新，

转换思维模式，填补认知上的

空白，发展核心竞争力。”此

外，中国企业缺乏能力的积累，

不是一步步地从后台信息化、

到材料、再到供应链的发展，

缺乏学习能力。

中国企业也有优点。中国

企业有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

BAT，他们站在行业变革的最

前沿，输出他们的技术，扩大

他们的影响力，在国际布局，

向传统企业赋能。对于本土化

企业来说，他们是示范标杆，

这也是有利的条件。

姚建明：聚焦数字经济新范式
“新经济、新视野、新范式”

是“数字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

论坛的 3 个主题词，其中，对

于新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教授、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姚建明解释道：“数

字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

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在

管理理念、思路与方法层面进

行革命性转变的问题，这就是

管理新范式的体现。”

从传统研究来讲，我们当

前关注的管理思想其实大多来

源于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而

西方的管理思想已经有 100 多

年了。范式其实就是一个约定

俗成的习惯和套路。数字经济

时代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信息技术以前很多情况

下只看作是信息传递的手段，

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是首先从管

理模式角度去设计，然后再考

虑信息技术手段如何支撑的问

题。但数字经济不一样，它有

可能是一个反向作用的结果，

因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信息技

术手段为支撑的，它有诸多新

的运行模式特征和特点。

数字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

的信息技术手段是不一样的，

它传递速度很快，效率高，既

可以精准刻画商业模式，实现

更多的、复杂的和个性化的创

造价值，还可以精准刻画运营

的各个环节，流程里的各个过

程。在姚建明看来，数字信息

技术的这些特点将来既会对企

业的战略定位、商业模式等产

生影响，又会对运营层面各个

环节的运作效率产生影响，是

倒过来影响企业全方位管理的

一个过程。“所以如今考虑管

理范式时，首先要考虑数字化

层面的逻辑问题，关注数字化

对流程的各个环节，以及企业

的各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在这

个前提下再去考虑传统的管理

思想是不是应该发生变化以及

将来如何转变的问题。”这就

是管理范式上的一个转变。

闫德利：数字经济既是实体

又是虚拟
对于数字经济的思考和认

识，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部主任

闫德利认为，数字经济有基础部

分和融合部分两个范畴，基础部

分又称为数字产业化，计算机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设备制

造，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

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融

合部分又称为产业数字化，国民

经济各行各业因数字技术的应

用、向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产出

增加和效率提升。

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密切相

关。因互联网具有匿名性、虚

拟性，这会给人们一种错觉：

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推动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是一种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

把数字经济放在实体经济的对

立面，让人错误将数字经济归

为虚拟经济。闫德利解释道，

实际上，互联网的“虚拟”和

虚拟经济的“虚拟”在英文中

不是同一个单词。“数字经济

和虚拟经济不是同一维度的概

念。数字经济既有实体经济的

部分，也有虚拟经济的部分，

其主体还是属于实体经济。”

“总体来说，数字经济是

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通用

目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新

的基础设施，新的生产方式，

新的全球化和新的公民素养。”

闫德利称，我国数字经济后发

先至。互联网是最大亮点；数

字化转型是当务之急、重中之

重；制造业是主战场；人工智



FINANCE
财
经 

82     

能是下一个数字前沿。

Peter Broeder： 智 能 化、 数

字化和网格化的趋势
根据 Gartner 战略顾问公

司发布的 2019 年未来十大战

略趋势，荷兰蒂尔堡大学教授

Peter Broeder 总结道，“智能

化、数字化和网格化这 3 个主

题是蕴含着未来世界发展的几

个趋势。首先，世界每个角落

都会被智能化产品和物件所替

代，它们会收集数据、分析数据，

同时适应数据，然后给大家一

个解决方案；其次，是数字化，

比如数字孪生，所有客观的东

西会在互联网上进行一个复制

或者说进行呈现，包括人本身，

都会在互联网上有一个数字化

的反映；最后，是一个网格，

也就是结合物联网，通过物联

网的技术，把数字的世界结合

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Peter Broeder 预测，2040

年左右会有 40% 的产品被智能

化取代。

马海燕：助推产业结构向中

高端迈进
数字经济范畴包括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数字

产业化和以制造业、农业、服

务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为代

表的产业数字化。安徽路网集

团副总经理马海燕从 4 个方面

表达了自己对数字经济的看法。

“从狭义上看，数字经济包含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从广义

上看，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包括

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可以被数字

化的其他产业和领域；从技术

角度来说，数字经济是利用数

字技术、思维和平台等助推各

行各业发展；从产业角度来说，

数字经济既是传统行业网络化、

数字化，又是数字产业同制造

业、金融业等传统产业进行全

面的、深层次的跨界融合。”

马海燕表示，数字经济助

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首

先，在经济放缓、增长乏力的

背景下，数字经济从供给端和

需求端两侧发力，为产业发展

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推动农

业、工业、服务业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助推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构建。

其次，新的商业范式比如共

享经济、新的生产要素比如大数

据和新的基础设施比如信息物理

系统将以革命性的方式改变、重

构传统制造业的制造模式、组织

方式，开拓产业发展新空间，引

发新一轮产业变革。

最后，数字经济的基础性

技术本身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

特征，通过引发正反馈效应而

拓展演化出新的产业形态，持

续催生新的增长点，从而成为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曾晨：数字技术驱动行业更

精细、精准
“2018 年到 2019 年，我们

对外部的感受用两个词来提炼，

一个是变化，一个是变革。”这

是京东集团副总裁、战略研究院

院长曾晨对外部环境的思考。

“技术的革命必然带来产

业的变革，企业首先要观察，

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下一步具

有变革性的技术力量是什么。”

曾晨称，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最

大的一个不同或特征就是数据

和算法，两者结合后对经济和

商业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数

据正在成为配置资源和创造财

富最大的核心要素，而数据的

最大核心就是算法，算法能够

对海量的碎片化资源做一个精

准的匹配。

曾晨在谈及数字技术给行

业带来的变革时，提及了两个

关键词，一个是精细，一个是

精准。精细是指随着颗粒度越

来越小，我们对商业对象的观

察会越来越精细；精准则是指

数字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资

源配置的效率，提高精准度。

曾晨将这两点作为对未来商业

逻辑的基本的判断。“消费的

变化一直存在，消费者的需求

一直都有，只是以前的技术和

模式无法满足这个变化。数字

技术使得商业要素颗粒度变小，

消费者对商业环境的感知精细

化；使得整个商业运行流程精

准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

魏东：数字助力企业跨界共生
2015 年的传统出租车行业

已经进入亏损状态，谈及如何开

始涉足网约车市场，首汽约车

CEO魏东表示，做网约车市场

其实是一个必然之路，是自身生

存困境下，加之网约车市场恰好

释放利好信息后的必然选择。

企业如何面对行业变革和一

个技术带来的挑战？魏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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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营运行业，网约车本质上

购买的是司机服务。首先，人+

车的运营过程不可能虚拟化，第

二，这个过程中大量依赖人的因

素，所以网约车行业虽然是互联

网平台，但实际是一个劳动密集

型的产业，定位方向是服务为本，

技术赋能。“进入市场竞争，我

们的决策机制、人才结构、授权

体系等都要市场化。”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传统

交通行业如何更加高效精准地

为消费者提供千人千面的服

务？“每个产业可能都有相对

固化的部分，但每个产业都存

在缝隙，当缝隙被撬动，就是

需要跨界共生的年代。汽车是

最快进入社会化商用的机器人，

是载人的移动空间，有自己的

大脑，有连接手段，有自己的

空间，不仅是连接A点和B点，

更多的是生活、工作、消费场

景娱乐的延伸，这是我们对汽

车工具的物理属性的定义。”

魏东如是说。

陈滢：用机器商的心态 

掌握数字技术
“教育虽然是一个传统的

行业，但也是受新技术冲击正在

觉醒的行业。”慧科集团首席

战略官、慧科研究院院长陈滢

表示，信息技术的本质是制造

信息，用信息做决策。这个世

界是算法驱动的世界，第一点

变革，是释放信息的价值，即

颠覆信息的传播，重塑信息的

生产，丰富信息服务，创造信

息经济；第二点赋能，两者交叉、

渗透、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

而是技术赋能到行业的核心；

第三个点是 AI，我们要怀着敬

畏的心情来看待AI 取代很多行

业中的工作；第四点是 2016 年

我们提出的机器商这个词，主

要思考人如何和机器和谐相处，

或者人如何有效地使用机器智

能来提升工作、生活、学习，“在

信息互联网发展时代，我们如

何看待信息智能本身，如何看

待AI 高速发展的技术，如何用

机器商的心态掌握技术”。

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是

关键，执行是根本。科技带来

的赋能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需要掌

握不同的工具。陈滢说：“我

们在管理上有很多的方法，数

字化赋能进来产生一些新的跳

跃，比如无纸办公。在信息化

时代，管理人员与下属直接的

交互的方式发生了变革，可以

在虚拟时空的交流，所以对员

工的自驱力、主观能动性要求

有提升。新的交流工具也不断

提升，比如现在很多企业用钉

钉，开电话会议、进行远程的

讨论，这对管理流程提出了很

大的挑战。管理层见不到员工，

如何沟通，如何提高团队合作

赋能。同时，员工逐渐年轻化，

如何做好代际的沟通也是管理

者面临的挑战。”

陈端：数字经济创新生态构建
《经济》杂志社中经数字

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C&G

新经济新动能研究院院长陈端

介绍，由《经济》杂志社、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 C&G 新经

济新动能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

的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旨在

发挥学术研究和公共传播平台

各自优势，将后端智库服务与

教育培训、公共传播资源互为

配套支撑，汇聚众智，共同打

造行业发展方向引领、行业监

管政策解读、行业发展规范舆

论监督和行业合作资源对接的

话语高地与服务平台，围绕“数

字技术”“数字安全”“数字

人才”“数字产业”“数字业态”

等数字经济创新链条提供资讯

整合、研报发布、专题调研、

峰会论坛举办等产品和服务，

共同推进数字经济理论、政策、

产业创新研究，扎实支撑政府

部门决策和产业创新生态构建。

思想的传播需要载体，社

群的联结离不开纽带，《数字

经济评论》由中经数字经济研

究中心汇集国内一流学术研究

专家资源和有志于共同探索数

字经济新大陆的优秀传媒人共

同打造，围绕未来十年数字经

济领域最具爆发力和成长性的

细分落点寻求前沿内容与智库

服务的有机协同，面向数字经

济领域研究、产业和投融资、

专业学生等特定细分人群精准

定位、定向传播，以内容的生

产构建交流平台，以品牌的打

造拉动平台上数字经济领域新

锐学者、创新型企业与投资人

的成长孵化，以集群的力量推

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陈端，中央财经大学马紫

涵、魏鸣钰、李昕、关乐宁对此

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