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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聚焦新经济
“2020年拐点将至，未来已来”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在会
上提到，中国经济进入巨大的转折点，对
于创业者们来说也是引领新一轮经济发
展的机会。新经济下半场，中国经济将
进入价值回归的节点，产业互联网将变
为最主流的方式，引起利益相关者价值
共振。

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马小峰
提到，区块链作为推动产业创新的新技
术，将会重建信用，加强数字经济时代价
值流通和交易效率，也将助力金融风控
和监管。

方正证券科技行业首席分析师陈杭
也展望明年经济形势，他表示，无论是互
联网公司进行芯片研发改革产生新的机
会，还是展望5G拉动全新应用，都能明
确看到现在就是下一个大机会的前夜。

企业大咖共话新领域
直击知识付费、区块链等板块

谈及区块链在知识付费领域的赋能
作用，当当创始人、早晚读书总编辑李国
庆表示，区块链应用在知识付费领域，可
以助力知识贡献者、传播者、用户都能参
与分红的和谐机制。

水滴公司合伙人、水滴保险商城总经
理杨光也针对区块链等技术对互联网保
险的赋能作用发表了看法，杨光认为，保
险一直是区块链非常核心的应用场景。

嘀嗒出行创始人兼CEO宋中杰谈
及移动出行领域，真正促进移动出行市
场加速发展的，不是互联网，而是大数据
技术真正得以运用。在宋中杰看来，即
使目前国内外的移动出行都尚未真正的
盈利，但移动出行市场前景巨大。

此外，本次大会还设置了特别论坛
环节，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阳淼、同程国
旅新零售事业部CEO丁培林、GoFun出
行联合创始人袁旬、小红唇CEO 姜志
熹、谷小酒联合创始人任传鑫共话“数字
化时代的价值重塑”，讨论数字化时代高
速来临，面对冲击和影响的新经济企业，
如何转型升级、应对挑战。

夜经济联盟重磅成立
年度十大新经济人物揭晓
本次大会，封面新闻重磅公布了

2019封面十大新经济人物榜单与2019
新经济年度人物。

在本次新经济年会上，由封面新闻
联合业内伙伴共同加盟的“封面新闻夜
经济联盟”正式成立，旨在以联盟力量，
刺激夜间城市消费，推动现代城市消费
经济增长。首期夜经济联盟吸引来了包
括支付宝、阿里本地生活服务、携程、荣
耀等共计十一位企业成员，涉及科技金
融、手机、移动出行、食饮等多个领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越熙

12月30日，由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指导，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封面研究院主办的“新价值新未来——2019新经济年会”在北
京举行，本次大会旨在聚焦知识付费、移动出行、互联网保险、区块链等新
经济领域，为大众带来新经济领域最前沿的趋势分享。

“人口红利消失、线上
流量成本增加、互联网崛起
以及企业管理的优化促进
了新拐点的产生。”朱克力
认为，经济发展价值回归的
节点已经到来。经济发展
一定会在一个更大范围内
产生节点共振，形成一个协

作体系或者是融合体系，靠
单一力量单打独斗很难形
成一个市场效应。

谈及哪些经济形态将更
适合在这些城市结出硕果，朱
克力表示：“行业对新经济虽
然有不同理解，但最核心的始
终是创新经济和创业经济。“

12月30日，在有闻记
者之家创始人阳淼的主持
下，小红唇CEO姜志熹、同
程国旅新零售事业部CEO
丁培林、GoFun出行联合
创始人袁旬、谷小酒联合创
始人任传鑫，围绕“数字化
时代的价值重塑”这一话
题，碰撞出精彩观点。

姜志熹认为，数字经济
对小红唇的提升就是人货
场。“人货场的变化，即企业
影响消费者的路径在变，生
产产品周期和方法在变，给
消费者的服务体验更加完
善，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最
大红利。”

丁培林表示，通过整个
产业链条数字化监控，会发
现用户不再关注交易环节，
而是更关注甄选酒店、行程
设计等。“这就是数字经济
给我们带来的重构。如何
让用户的行程更有开放性，
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
的。”丁培林称。

“在共享汽车的生产要

素里面，数据一直在倒逼我
们进行产品的打磨和优
化。”GoFun出行联合创始
人袁旬表示，“一是如何动
态匹配供需关系，二是如何
找到用户最需求的热点区
域，毕竟共享汽车跟共享单
车不一样，不能在一个城市
投放几十万辆，相对来说它
的资产集成性还是有一个
发展过程。过去，用户就是
一个消费者，是被动的，你
提供什么产品我接受什么
样的服务，而在数字经济时
代，用户成为了一个参与
者，倒逼我们优化产品。”

任传鑫认为，创业赶上
数字化经济浪潮很幸运。
数字经济给了更多改变传
统行业和用户体验的想象
空间。“通过后台数据，可以
看到全国哪个区域、哪个餐
馆在消费谷小酒，借助于大
数据同时也可以做反向定
制产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易弋力

2019新经济年会

大咖齐聚
解读新经济发展新趋势

“互联网各个领域都有
了一两个巨头，大树底下不
长草，这些巨头不仅像狼一
样吃羊，还吃草，生态链都
没有了。”李国庆表示，面对

这种竞争格局，区块链是互
联网的下一个机遇，有可能
帮助创业者在这么多巨头
环绕下，“在新的20年杀出
一条血路。”

2019封面十大新经济人物
陈 驰 小猪联合创始人兼CEO
方继勤 携程商旅CEO
金 星 新氧董事长兼CEO
米雯娟 VIPKID创始人及CEO
沈 鹏 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
宋中杰 嘀嗒出行创始人兼CEO
唐永波 小电创始人兼CEO
王 涛 平安好医生董事长兼CEO
薛 鹏 闪送创始人兼CEO
周 剑 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2019新经济年度人物
朱 光 度小满金融CEO

数字经济时代
用户成为参与者，倒逼企业优化产品

专家观点

早晚读书总编辑、当当创始人李国庆

“过去6-9年，移动出行
领域发生的变革，其实是供
给侧的深刻变革。”宋中杰分
享道，促进移动出行市场加
速发展的，是大数据技术真

正得以运用。“我相信，随着
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技术
的发展，处在上游位置的移
动出行业务，对整个产业链
有很强的协同作用。”

嘀嗒出行创始人兼CEO宋中杰

杨光认为，目前商业
健康险面临着巨大需求。
杨光表示，无论是互联网
保险还是网络互助，都是
为用户提供一个防患于未
然的保障。

谈及区块链对科技的

赋能作用，杨光认为，科技
将助推互联网健康险“升
维”，带来保障的“降维”，
科技赋能下通过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运营创新，越来
越多的人能享受到互联网
时代保险带来的红利。

水滴公司合伙人、水滴保险商城总经理杨光

陈杭提出，AI是下一轮
生产力革命的起点，除了AI
之外5G同样也是推动生产
力革命的重要力量。

未 来 基 于 物 的 赋 能

（T 端），将一个原本没有
智能的一个物件智能化，
细分出的四个场景都会
产生出下一轮数字经济
的巨头。

“当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出现在经济生产中，以后拿
别人的数据再获利的这类
模式将逐渐走到尽头。”12
月30日，同济大学区块链研
究院院长马小峰分享了对“区
块链创新模式与应用案例”的
思考，他认为，基于解决数据

隐私保护等痛点，区块链将成
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

马小峰认为，区块链有
很高的门槛，未来将主要用
于解决产业链的问题。“区
块链技术集成后将呈现出
突破性、高层次的协同涌现
效应，将引发产业链重构。”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

方正证券科技行业首席分析师陈杭

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马小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崔江王婷 张越熙 欧阳宏宇蔡世奇

话卓识展热忱
揭晓“倾城”榜单

百位封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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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新价值新未来——2019新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发表演讲，解读新经济发展新趋势。

圆桌对话探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重塑。

2019年12月31日 星期二 己亥年十二月初六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华西都市报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31日晚7时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
联网，发表二○二○年新年贺词。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

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人民
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等中央主要新闻媒
体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将准时播出。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发表二○○二○○年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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