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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互联网 ＋ ” 推动福建产业重构的路径与对策 ∗
林昌华

( 福建社会科学院ꎬ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１)
摘

要: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ꎬ福建省依托产业发展基础优势ꎬ实施“ 互联网＋” 行动计划ꎬ推动互联网与三大

产业融合创新ꎬ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破解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ꎮ 该文在紧密结合福建产业发展现状和条件的基
础上ꎬ寻找通过“ 互联网＋” 推动产业重构的途径和思路ꎬ并提出互联网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针对性的解决对策ꎬ
为未来产业发展指明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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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全球经济正孕育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
革新ꎬ尤其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创新
应用逐渐成为引领产业发展演替的新动力来源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ꎬ李克

１

福建实施“ 互联网 ＋ ” 发展战略的现状及

优势

近年来ꎬ互联网从简单的技术应用工具逐渐转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互联网 ＋ ” 行动

变为对产业生态全面渗透乃至引领价值重构的发展

全国各省市快速响应ꎬ纷纷出台当地版的“ 互联网 ＋

＋” 的华丽蜕变ꎬ迅速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价值

计划ꎬ在国内迅速引发了互联网发展新的时代潮流ꎬ
区域经济” 发展计划ꎬ可以说成功开启了中国“ 互联
网 ＋” 新纪元ꎬ从战略上指明了未来产业转型发展的

方向和重要动能ꎮ 福建省作为东南沿海较早开放开
放的省份之一ꎬ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经济发展新常态

阶段ꎬ也即产业生态构筑从 “ ＋ 互联网” 向 “ 互联网

创造的强力催化剂ꎮ 福建省无论是从互联网发展基
础还是实施互联网经济的条件都已经具备把握“ 互
联网 ＋” 发展机遇的先天优势ꎬ由此决定了发展互联

网经济成为产业转型突破的必由之路ꎮ 主要表现在

背景下ꎬ过去依靠简单扩大投资和对外出口拉动的

以下两个方面ꎮ

产业发展模式瓶颈逐渐凸显ꎬ在寻求新动力来源努

１.１

力中ꎬ发展互联网经济逐渐进入决策视野选择充分

从互联网配套设施基础条件看ꎬ福建省网络发

展社会普及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

挖掘产业内生驱动力ꎬ这为福建产业转型注入了源

根据«２０１４ 年度福建省互联网发展报告» 统计

源不断的活力ꎮ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ꎬ

数据披露ꎬ截止 ２０１４ 年福建省网民规模达 ２ ４７１ 万

互联网领域在产业转型应用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ꎬ
尤其是多年来能充分重视互联网和产业发展的紧密
结合ꎬ强力实施“ 互联网 ＋ ” 战略ꎬ探索解决制约全省
产业发展结构性问题ꎬ致力于寻找基于“ 互联网 ＋ ”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新路径ꎬ以此助推产
业的华丽转型ꎬ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奠定更加坚实
的基础ꎮ

人ꎬ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６５. ５％ꎬ 位居当年全国第 ４

位ꎻ统计显示ꎬ全省网民每周人均上网时长 ２７.２ 小
时ꎬ有 ５１.７％的网民表示对互联网信任ꎮ 全省网站
数量达到 ２２.３ 万个ꎬ同样位居全国第 ４ 位ꎻ互联网
接入单位共接入备案网站数量 ２ 达到 ５.１ 万个ꎬ居
全国第 ５ 位ꎻ这些显示福建省无论在网络基础设施

条件还是网络普及程度上在全国各大省份中处于领
先水平ꎬ为“ 互联网 ＋ ” 深入融合全省经济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ꎮ 另外ꎬ随着福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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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以中青年为主要群体的庞大手机网民ꎬ这也为

业发展转型与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的深入融合ꎬ

今后福建更好地利用互联网优化要素资源配置ꎬ加

加快整合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链条ꎬ着力突破产业

快信息流通ꎬ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奠定良好基础ꎮ

发展业态界限ꎬ破除产业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ꎬ积极

«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关于加快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实

谋求孕育产业突破性进展的机制和动力ꎬ有效加快

建设ꎬ到 ２０１６ 年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

联网 ＋”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融合互动、变

面实现城市光纤到楼ꎬ建制村光纤宽带全覆盖ꎻ固定

２.１

施意见» 中指出ꎬ通过大力推动网络基础配套设施
达到 ５０Ｍ 和 ８Ｍꎬ城市光纤到户覆盖率达到 ８３％ꎬ全
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 ６７％ꎬ移动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达到 ８６％ꎮ 网络应用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ꎮ

１.２

从互联网经济发展潜力看ꎬ福建网络产业应用

领域逐步获得全方位拓展
近年来ꎬ福建省在推进“ 数字福建” 的基础上ꎬ

强化“ 互联网 ＋” 行动计划ꎬ助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

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步伐ꎬ全面发挥“ 互
革发展的巨大作用ꎮ

加快互联网与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融合ꎬ助力福

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纺织鞋服、电子电器、水暖建陶、农林食品、冶金
漂染、箱包造纸等传统产业是福建省多年来逐渐形
成的有一定规模甚至是全国影响力的优势发展领
域ꎬ近年来受到全球市场疲软和国内需求下滑的影
响ꎬ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瓶颈ꎬ产业发展增速有

增长点培育发展ꎬ为各大产业领域发展注入了强劲

所趋缓ꎮ 因此ꎬ在技术革新孕育背景下ꎬ更应主动作

动力ꎬ积极打造福建产业升级版ꎮ 农业方面ꎬ利用互

为ꎬ加速传统产业变革ꎬ引导全省传统优势产业进入

联网积极搭建全省农业信息化平台ꎬ拓宽农业产供

新一轮良性循环ꎬ与互联网积极融合渗透便成为首

销一体化发展思路ꎬ有效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ꎮ

当其冲的必然选择ꎮ 首先要积极发挥互联网平台的

工业方面ꎬ通过促进两化深度融合ꎬ围绕“ 工业 ４.０”

信息融通作用ꎬ推动构建依托互联网的以需定产的

发展战略ꎬ着力发展智能制造ꎬ加快基于互联网的全

传统产业发展新模式ꎮ 推动产业主动面向市场需

流程生产协同和综合集成ꎬ初步建设一批工业互联

求ꎬ顺应互联网消费方式的转变及特征ꎬ打造产业柔

网行业协同平台ꎮ 根据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性生产方式ꎬ尝试探索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流程重组ꎬ

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显

最大限度的强化福建传统优势产业对市场的响应速

示ꎬ２０１４ 年福建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 ７９.９４ꎬ位

度ꎬ基于互联网培育发展 Ｃ２Ｂ 需 求 驱 动 的 发 展 方

工业企业信息系统加速普及ꎬ信息化应用效益提升

托大数据强化对市场需求的实时感知和变化态势ꎬ

明显ꎮ 在服务业方面ꎬ则依托互联网平台的载体作

调整优化生产制造过程组织和资源要素匹配ꎬ培育

居全国第七位ꎬ两化融合基础环境进一步改善ꎬ重要

用ꎬ强化消费促进的政策措施ꎬ极大拓宽了互联网平
台的消费潜力ꎮ 其中ꎬ２０１４ 年福建省商务交易类应

式ꎬ鼓励传统优势产业领域对接互联网交易平台ꎬ依

形成传统产业发展“ 互联网 ＋ ” 新生态ꎮ 其次是引导
传统产业向电商化发展转型ꎬ扩展传统企业电商拓

用与上期相比ꎬ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银行的用

市思路和渠道ꎮ 围绕重点传统产业领域和发展基

户规模均增长 １０％以上ꎬ旅行预订和团购的用户规

础ꎬ积极扶持企业搭建适合自身行业特点的电子商

人ꎬ增长 １６.９％ꎻ网上支付使用率为 ４９.４％ꎬ比同期

销售合力ꎬ占领现代专业市场的制高点ꎬ为拓展多元

３２６ 万人ꎬ使用率 １３.２％ꎻ信息获取类网络应用ꎬ福

实现互联网渠道转型ꎮ 再次是依托福建自贸试验区

加了 ２.１ 个百分点ꎮ

商务市场ꎬ充分利用自贸区通关、物流等综合优势ꎬ

模均增长 ６０％以上ꎻ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 １ ２２２ 万

务平台ꎬ加快产业线上线下渠道融合ꎬ培育形成市场

增加了 ５.９ 个百分点ꎻ互联网理财产品用户规模达

化消费通道打开新的局面ꎬ推动福建传统优势产业

建省网民对搜索引擎的使用率为 ７９.６％ꎬ比同期增

信息资源和政策优势ꎬ扶持企业大力开拓跨境电子

福建实施“ 互联网 ＋ ” 推动产业重构的路

扩大线上外贸市场ꎬ围绕互联网转变对外贸易模式ꎬ

在互联网技术创新及其相关价值链快速崛起的

林海产食品流通方式创新ꎬ发挥电子商务在各类农

２

径

背景下ꎬ福建省应紧紧把握产业革新的动态ꎬ促进产

扩大国际市场份额ꎬ提升国外市场竞争力ꎮ 最后还
需注重“ 互联网 ＋ ” 和林农渔业的融合渗透ꎬ推动农
产品、食品流通中的重要中介作用ꎬ强化供需两端的

林昌华:以“ 互联网＋” 推动福建产业重构的路径与对策

５７

联接力度ꎬ鼓励各类重点企业建立电子商务示范点ꎬ

扶持移动媒介新商业模式推广与创新ꎬ促进大众创

促进农林渔及食品行业建立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模

业万众创新ꎬ着力培育移动终端、软件开发、网络营

式ꎬ引导扶持代表性行业电商化运营商ꎬ着力完善集

销、信息业务等为重点的移动网络市场ꎬ打造移动互

检验、销售、包装、运输和冷链等环节于一体产品保

联网及相关增值服务价值洼地ꎮ

障服务体系ꎬ培育形成众多独具特色的农业电商品

２.３

牌和优势ꎮ
２.２

扶持构建以互联网科技为引领的创新型高端

激发新业态蓬勃发展活力ꎬ促进新兴业态加快形成
特色产业集群ꎬ为产业重构注入强劲发展动力

产业ꎬ推动高新产业领域向国际化高水平发展ꎬ促进
价值链环节持续攀升

借力“ 互联网 ＋ ” 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创新ꎬ孕育

首先要着力培育首创竞争ꎬ激发创新创业活力ꎬ
重点支持营造依托新平台构建的跨界融合产业生

福建省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已具有比较雄厚的

态ꎮ 近年来ꎬ福建省网络消费群体不断发展壮大ꎬ中

发展基础ꎬ尤其是物联网、高端装备、智能通信、新一

小企业数量规模可观ꎬ在产业重构中应加以充分利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

用整合ꎬ通过正确引导积极搭建有利于跨界融合的

明显的成效ꎬ培育形成了一批以星网锐捷、福建广生

新兴载体平台ꎬ催生新型产业发展业态ꎮ 结合福建

堂、龙净环保等代表性骨干龙头企业ꎬ为进军高端市

省产业发展优势ꎬ要以区域性专业交易平台、电商网

场奠定了较好产业发展基础ꎮ 在激烈的技术创新领

络平台、移动终端交易平台等各类型极具粘性的业

域的竞争背景下ꎬ当前要做的就是依托前沿网络科

务载体培育为重点ꎬ推动中小企业产业链接和消费

技培育衍生性高端创新型产业领域ꎬ对接国际产业

市场联通ꎬ实现生产制造、产品流通和消费服务环节

领域最前沿ꎬ提升高端产业竞争力ꎮ 首先是要充分

的充分整合再造ꎬ从而营建形成产业新兴生态和价

重视物联网领域发展的先导作用ꎬ扩大产业示范应

值链ꎮ 其次是要全面推进三网融合进程ꎬ进一步提

用效应ꎮ 首先要着力做大物联网产业链ꎬ依托福建

升网络承载和技术创新能力ꎬ以适应和匹配网络产

在物联网领域发展的良好基础ꎬ围绕创新型省份、

业加快发展和信息消费快速增长的态势ꎮ 依托“ 互

“数字福建” 和“ 智慧城市” 建设ꎬ强化相关传感器及

联网 ＋” 发展手段ꎬ不断丰富信息消费内容、产品和

产品体系ꎬ扩展商务服务、生态环保、公共安全、综合

品体系ꎬ以工艺品、服装鞋帽、生活家居、建材装饰等

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的示范点建设ꎬ努力扩宽

领域为突破口ꎬ拓展家庭生活消费网络服务圈ꎬ培育

物联网应用领域ꎬ以示范应用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壮

发展创意时尚数字化产业生态ꎬ助力品牌多元化构

大ꎬ逐步构建形成自主创新示范引领的物联网产业

建ꎮ 此外还应重视整合网络终端加快发展数字化健

集群ꎮ 其次是着力扶持发展增材制造产业ꎮ 依托福

康服务业态ꎬ推动移动实时综合诊疗监测业务规模

建金属、化工等原材料领域发展基础ꎬ强化新材料整

化拓展ꎬ扩大网络融通医疗养老领域的效益ꎮ

关键技术攻关及配套软件开发ꎬ发展更多先进适用

合研发能力ꎬ瞄准 ３Ｄ 打印技术发展趋势ꎬ着力拓展

培育增材制造领域产业联盟ꎬ重点推动模具制造、工

服务ꎬ积极发展融入生活消费衍生的个性化定制产

３

以“ 互联网 ＋ ” 推动福建产业重构的对策

业设计、医疗器械等领域攻关及应用ꎬ打造集研发、

福建省目前正致力于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生产、应用于一体的新兴产业价值链ꎮ 再次是重视

革ꎬ引领产业转型升级ꎮ 必须紧紧把握新的时代发

培育云计算、大数据及附加服务产业链ꎮ 围绕福建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ꎬ以公共决策、社会治

展潮流和动向ꎬ抓住“ 互联网 ＋ ” 发展机遇ꎬ顺利推动
三大产业合理重构ꎬ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经济持续健

理、产业推广等方面为重点ꎬ积极探索开拓云计算和

康发展ꎬ进一步增强省域综合竞争力ꎮ

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应用范围ꎬ着力进行云服务和大

３.１

数据服务应用模式和业态创新ꎬ积极打造云计算和
大数据服务链ꎬ充分挖掘产业发展潜力ꎬ形成规模化
效益ꎮ 最后是要注重移动网络市场的开发和培育ꎮ
围绕移动智能终端的功能扩展和增值服务ꎬ全面挖
掘网络视频、实时定位、移动支付等领域发展潜力ꎬ

培育形成互联网促进产业重构的制度化安排

全省层面对 “ 互联网 ＋ ” 重大意义必须形成共

识ꎬ才能构建起产业转型的合力ꎮ 为此ꎬ必须加强组
织引领作用ꎬ探索互联网 ＋ 产业发展的融合协同机

制ꎬ建立起强有力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ꎬ全面落实福
建省« 积极推进 “ 互联网 ＋ ” 行动实施方案» ( 闽 政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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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９ 号) ꎬ有效推动互联网和产业深度融合ꎬ促

励城乡重点区域普及推广免费无线宽带服务ꎬ推动

进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对互联

形成覆盖城乡、集聚健全、使用便利的互联网配套设

网协同创新的实践应用ꎬ提升行政区域、行业领域、

施体系ꎬ为互联网创新应用奠定坚实的硬件基础ꎬ为

市场经营的信息、资源要素流通水平ꎬ全面引领生产
方式和发展模式革新ꎬ重构互联网经济发展体系ꎮ
３.２

加强互联网和产业深入融合的金融基础支撑

依托“ 互联网 ＋”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可靠保障ꎮ

３.５

重视培育具备现代网络发展视野的综合性人

才队伍

产业与技术革新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ꎬ要推

围绕福建产业发展的特征ꎬ强化与高校科研院

动互联网创新ꎬ必须打造强有力的金融服务体系ꎬ尤

所合作培训及培养ꎬ注重培养具有互联网思维的重

其是符合产业创新发展的金融服务内容创新ꎬ促进

点复合型人才ꎬ要努力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互联网

业发展进程ꎬ形成对创新融合的全过程资金要素支

障ꎮ 一是注重引进互联网领军人才ꎬ引领产业转型

撑覆盖ꎮ 因此要重点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基金ꎬ

发展方向与互联网思维高度契合ꎻ二是强化互联网

激发金融资本的活力ꎬ比如培育天使基金、创投基

团队培育ꎬ激发创业创新活力ꎬ提高技术应用转化的

金、种子基金、政府投资、担保投资等更加多元化、更

孵化成功率ꎻ三是加快熟悉互联网经营的适用型中

加丰富的金融服务内容和产品ꎻ鼓励互联网金融创

小企业家队伍建设ꎬ鼓励发展符合福建实际的互联

新ꎬ完善网络信贷平台融资服务方式ꎬ扩大推广信用

网经营新方式、新业态和新模式ꎬ扩大互联网平台对

授信融资方式ꎬ为催生互联网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解

要素配置优化的“ 放大器” 作用ꎮ

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外部资本顺利融入互联网 ＋ 产

＋” 梯次性人才库ꎬ为互联网和产业融合提供人才保

决融资问题ꎬ免除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ꎬ提供互联网
＋产业深度融合的最佳金融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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