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的时代不分年龄和各种背
景，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
互联网的伟大之处又在哪里呢？我想
举微信的例子。几年前，我和我的很
多同行都认为互联网已经走到了尽
头，但微信的出现让我们明白这才刚
刚开始。微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三维
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读者、作者，
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传播者。有人说，
互联网是去中心化，而我认为，互联网
恰恰是让每个人成为了中心。

但要如何合法合规地利用互联网，
使自己成为中心点呢？南昌有17万家
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被普遍认为不如
杭州、北京等地，但这是针对零售和网
购方面而言，而对于生产制造和产业应
用，较量才刚刚开始。腾讯、阿里、百度

等巨头已经占领了互联网上半场的消
费领域，如聊天、新闻、购物。但我们要
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在生产、
种植、养殖等领域，绝大多数企业还没
有开始使用互联网。两个月前，我参观
了高安的一家养猪场，有几十万头猪，
那么这家公司该如何利用互联网呢？
我和他们交流时建议：首先他们可以着
眼于网上采购。不只做单纯的电商，同
样两千万元，他们完全可以在网上买到
质量更好，更便宜的猪饲料；其次，共享
经济。将专业养猪知识技能授课在网
上以500元每次向公众开放；最后，回
归到卖货，我们可以打造定制化销售，
比如一些人只愿意买最好那一部分猪
肉，定制化销售在将来一定会成为销售
领域最重要的一项应用。互联网的应

用已经往多元化趋势发展，不再只是工
具，不再仅仅用于开网店投广告，更是
所有组织的生态系统。

互联网又是如何延伸的呢？还是
举上面养猪场的例子，这家企业去银
行贷款困难重重，因为银行总是有些

“嫌贫爱富”，但一些互联网企业,比如
网库，就和银行有合作。如果这家养
猪场可以在线上完成采购和销售，并
把相应数据整合，提供给这些互联网
企业，贷款就可能会更加方便，这就是
供应链金融。实际上，所有企业运作
都需要资金，而其中 40%可能会因为
缺少一点资金而致破产，所以，互联网
的大数据分析十分重要，是用来考虑
这家企业值不值得继续运营下去，值
不值得贷款。所有互联网宣讲的逻辑
最终都要回到和金融是否挂钩。

最后，我想说说年轻人在今天如
何面对和响应“双创”（创业、创新）。
现在我们面临一大波机遇，都是产业

互联网带来的。全国有 970 万家企
业，都面临着“创新、再创业”的难题。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更加关注实
体产业的“创新、再创业”。如一家实
体窗帘店，除了利用互联网销售之外，
还可以进行线上定制、色彩分享咨询
等服务，借助“做什么，可能并不赚什
么”的逻辑，也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
益。如果在座的是企业家，我一定会
呼吁实体企业家不要害怕互联网公
司，因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产业终归
是属于实体企业的。而当实体企业将
互联网用到极致时，互联网带给我们
这个社会的价值才真正能够体现。我
相信，有一批像网库这样的互联网企
业，在帮助实体企业“好东西卖出好
价格”，让他们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熠熠
生辉。我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可以利
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实体企业创
新、再创业，建立相关产业互联网，推
动其在新经济中的发展。

互联网的星空里 谁将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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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波

网库集团董事长，上饶市余干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

长、北京市经济信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和首都经贸大学MBA职

业导师。网库集团是继阿里巴巴和慧聪网之后国内第三大内贸

B2B电子商务服务公司和国内最大的单品电子商务聚集平台。

唐正荣

葫芦娃集团创始人兼CEO，上饶市玉山人，赣商联合总会副会

长。葫芦娃集团现已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安全认

证行业龙头企业、中国电子商务服务行业十佳企业、中国会务会展

行业优秀品牌企业、国家电子商务规制建设专家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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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赣的，来赣的，出赣的商
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赣商。

本期的两位嘉宾王海波、唐正荣，
就是“出赣的”新赣商代表，他们走出
江西，敢闯实干，在北京、杭州创出了
一番事业。他们和驰骋中国商界的用

友集团王文京、滴滴出行程维、柔宇科
技刘自鸿、土巴兔王国彬等，以自己辉
煌的业绩，证明江西人行！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出赣经商，
但大都心系江西。投资江西、回馈江
西、振兴江西，正是他们的期望。江

西，奠定了赣商发展的文化底蕴和创
业基因，赣鄱文化成为全体赣商的鲜
明络印。

今天，无论他们的事业在哪里，赣
商都深深地眷恋着江西这块红色沃
土。他们既秉承江右商帮的优良传
统，又发扬“厚德实干、义利天下”的新
时期赣商精神，续写着江右商帮的千
年辉煌，塑造了赣商新形象。前不久
召开的首届世界赣商大会，就是旨在
引导广大新赣商深入了解家乡发展变

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领产业
回归、资本回归、技术回归、总部回归，
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努力在家乡创造新的辉煌。

凝聚全球赣商，共建美好江西。
希望广大新赣商充分发挥视野宽、人
脉熟、联系广的优势，大力宣传江西、
推介江西，支持更多“江西制造”“江西
品牌”走出江西，走向世界，成就一批
世界级的新赣商企业，为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江西贡献更大力量。

互联网的应
用已经是所有组
织的生态系统。
当实体企业将互
联网用到极致时，
互联网带给我们
这个社会的价值
才真正能够体现。

实体企业无需惧怕互联网公司
王海波

我 1984 年出生在上饶玉山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家子弟，家
庭贫寒。1992年，我爸妈把家里的猪
牛卖了去杭州，开始了他们那个时代
的创业。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一放
寒暑假就跟着爸妈跑市场，初中毕业
的时候，当很多同龄人都在为这个暑
假不用补课可以好好玩而开心的时
候，我在杭州一家小餐馆找到人生的
第一份工作，赚了人生的第一笔钱。
之后我所有的寒暑假都没有离开过社
会实践，在餐馆里干过，在超市里做过
收银，推销过电话卡和杂志。

大二的时候，我开始了人生的第
一次创业。我成为了《中国计算机报》

赛迪传媒数字时代杂志的总代理，带
领了一支 42人的创业团队，也奠定了
之后创业的基础。在创业过程中，我
赚了钱，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并兼顾
了学业。

2007 年，我大学毕业，之前 42 人
创业团队的伙伴也各奔东西。我当时
觉得自己应该先去大公司历练一番，
于是应聘进入了一家世界 500 强公
司，并用四年时间，成为了公司高管。
2011 年，我辞了职，创办了自己的互
联网公司。“葫芦娃”这个名字不仅代
表我对童年的回忆，更象征团队合作
的精神，而且“葫芦娃”的首拼和“互联
网”是一致的。经营一家公司，你要面

对资金、团队稳定、人才输进和市场环
境变化等压力，而这些都需要坚定的
理想和信念去支撑。

有人会问，在互联网时代，出行有
滴滴，搜索有百度，购物有淘宝，那互
联网创业还有机会吗？我要说的是，
我们要看到远方，只要市场有需要，只
要吃喝住行在，互联网总有机会，而创
业就在身边。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将现
实存在的东西用科技呈现。我们一开
始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信息和新闻，
后来我们在网上浏览新闻门户网站，
用邮箱来往信件，公司热衷于通过网
站宣传介绍和售卖产品；之前搜索用
黄页，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如今我们
又进入了直播和“零货币”时代。我们
真的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我们通过上
网获取知识信息，通过社交软件吸引
人才，通过网站进行产品宣传，这些都
极为便利。所以，不要担心市场已经

被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企业家所占
领，勇敢地迈出前进的第一步。

最后，我想谈谈“新时代，新青年，
新赣商”。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
断，而今社会经济发展仍不平衡，也给
我们带来很多机会，比如在西南、西北
不发达地区，产业正在兴起，而在北京、
杭州等大城市，服务业成为主流。之前
我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论到创业逻辑，他
告诉我，在创业之前，首先列出朝阳产
业十大领域，并细分到二级类目、三级
类目，之后从三级类目开始做起。在新
时代下，青年人应该饱含激情，充满热
血，拥有远大的理想，在基于自己的需
求之外，要为自己的城市和国家做更大
的贡献。在学校里，要将专业技能知识
学扎实，多看书，广交朋友，学会谦虚。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必将是冉冉升起的
新星，终成燎原之势。

我们要看到
远方，只要市场
有需要，只要吃
喝住行在，互联
网总有机会，而
创业就在身边。
互联网的本质就
是将现实存在的
东西用科技呈
现。

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唐正荣

凝聚全球赣商 共建美好江西
刘爱军

专家观点

（作者系江西财
经大学中国管理思
想研究院执行院长，
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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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产业互联网
主持人：在下一波互联网创业浪潮中，能否给出

创业或就业的方向？
王海波：既然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所有企业

的生态系统，我认为，电商专业的学生不应该再去京
东或者网库等互联网产业就职，而是应该去往实体
产业，去帮助这些产业构建他们的生态系统。电子
商务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产业
互联网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唐正荣：我给出三个创业方向，第一是大数据带
来的定制服务，比如一件衣服，尺寸均知，之后就可
按需定制。第二是智能互联网以及围绕智能互联网
的配套服务，如语音、搜索等。第三是互联网安全认
证，政府、企业、学校的电子化合同等。

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
学生：有人说，“实体企业不好搞，全怪马云的淘

宝。”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海波：首先，我认为，实体经济差只是部分现

象。我去过全球几百个城市，我发现，中国城市发展
实体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大批
新的在适应互联网的实体企业在成长，如贵州安顺
有优秀的制作无人机的企业，四川南充有优秀的生
产蚕丝被的企业。此外，网购其实也正在消费升级
中。我相信，现在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在共同推动

“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这一理念的发展。

以时间换空间
学生：年轻人想要获得成功，应该从哪些方面来

提升自己？
唐正荣：最重要是学会坚持。年轻人可以把每

五年设为人生的一个阶段，用五年时间去坚持学习
一种知识，坚持一个岗位，以时间换空间。同时，个
人爱好也需要坚持。

找到适合的减压方式
记者：如何化解创业过程中巨大的压力？
王海波：我最核心、最快、最直接的减压方式就

是运动。我从6岁开始练拳，坚持到现在。运动既是
生命本质，也是缓解创业压力最好的润滑剂。

唐正荣：我主要有三种化解方式 ，第一，睡觉前
花半个小时去读史书，或起床后读一些豪放派的诗
词。第二，和我的创业兄弟聚聚餐，跟他们说说话，
听他们诉诉苦。第三，让自己忙碌起来，一旦忙碌起
来，就没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压力了。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