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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爱城市·爱健康”    总策划； 

• 八百方医药健康商城、金天医药、霍英东﹒鹤年堂  

                                                     顾问； 

• 医创社·医药健康行业最大垂直社群平台 

                                                     联合创始人； 

• 厦门大学·中国电信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    副主任 ； 

•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        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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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之内是知识，边界之外是见识 

 

微创新是知识，颠覆式需要见识 

选择与努力同样重要 
见识比知识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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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互联网+”就是在互联网平台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与

各个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和升级，

并创造适用于新时代的新产品和新业态，构建起能够

将一切都连在一起的新生态。 



赌局 
雷军 VS 董明珠 



互联网思维 VS 工业思维 



赌局 
王健林 VS 马云 



零售思维 VS 互联网思维 



工业时代 

“羊毛出在羊身上” 

商业
模式 



商业
模式 

互联网+时代 

“羊毛出在狗身上 猪来买单” 



新东方英语学校的对手 



创维、长虹、康佳、TCL的竞争对手 



银行的对手 



“互联网+” 红利时代 

老故事OR新故事？ 

传统行业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进行创新并非是新的概念。在很多开放性行业中，已经有了相

关实践案例。今天从政府和产业层面热议互联网+，有两个维度的重要更新。 

1、从功能到标配： 

互联网正在成为水、电、煤一般的基础设施，能够有力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2、从提速到创新： 

提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是互联网进入传统行业的最明显优势，在“互联网+”

时代，我们不再满足于做传统恒业的“加速器”，随着更多信息交互的打通，在

传统行业中找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就业机会，成为更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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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对传统行业的改变四个阶段 

        营销的互
联网化 

渠道的互
联网化 

产品的互
联网化 

运营的互
联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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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对传统产业的影响 

        

互联网影响的行业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

产业。 

第二产业受互联网影响最大的是手机和电视，比如由小

米推动的智能手机产业的互联网化，以及乐视所颠覆的

传统电视产业。 

互联网对第一产业的渗透也已经开始，比如本来生活网

改变了农业原有的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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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智能工业 电子商务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以信息化为导向，实现三种因素的整合， 

“互联网+”中“+”的就是三种因素的整合， 

  按照顺序分别是资源、资金和人才的整合。 

“互联网+”所涉及的各传统产业当中最重要 

         三个方向是：工业、商贸和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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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如何+？ 

        

实现“互联网+”，企业应该找准行业的接口，与互联

网产业实现准确地对接； 

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之间的接口源自其对“互联网精神”

的理解，对企业来说，互联网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开放、平等、协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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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工业 物联网引领智能工业革命 

        

大数据驱动的工业4.0颠覆传统制造业，迈向工业智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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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制造”是一种全新的智造模式，将全面改变传统

生产制造行业的面貌，开启智能化生产新时代。 

 互联网已经并正在降低我们的沟通成本，而全球化则深度

影响着我们的生产成本。二力相加的结果是使面向个体消费

者的个性化生产与服务成为可能。 

“互联网+制造”=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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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农业  3大模式 

智能农业生产模式+电商模式+产业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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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散”的长尾市场得到激活 

传统金融机构大多服务高端客户和大型企业，互联网+金融侧

重于为大量长尾用户提供金融服务； 

加速金融脱媒 

互联网消弱金融中介机构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简化 

用户操作流程，也为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提供便利。 

促进金融产品创新 

互联网机构和人才进入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产品创新能力。 

“互联网+ ”金融传统金融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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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领域，运行的商业模式大概有四种： 

• 第三方支付平台模式 

• P2P网络小额信贷模式 

• 大数据金融服务平台模式 

• 众筹融资模式 

“互联网+ ”金融传统金融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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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互联网思维引发的医疗健康革命 

以患者为核心打造中国最大的医患沟通平台——好大夫在线； 

最专业、高端的医疗信息综合平台——丁香园： 

私人家庭医生模式的移动医疗服务平台——5U家庭医生； 

私人医生干预指导下的服务电商——春雨医生； 

“移动硬件终端+云平台”模式——九安医疗等等 

互联网+医疗 



26 

        

医药电商市场竞争激烈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传统药品生产商、零售分销商等，都争相在这个领域发力。 

可穿戴设备引领移动医疗市场 

可穿戴设备与移动医疗的融合有天然优势，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端应用，实施查看监测

数据。传感器技术的成熟让远程诊断具备发展前景。 

医疗分级、健康管理分级 

移动设备通过实时监测和预警可部分满足老龄群体和慢性病患者需求，有助于提升医

疗效率，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降低用户医疗成本 

互联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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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旅游强势崛起，颠覆与重构传统旅游格局 

信息服务商—线上：互联网公司：依靠广告分

成和订阅服务收费； 

供应商—线下：直接销售产品盈利； 

互联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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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旅游强势崛起，颠覆与重构传统旅游格局 

2015旅游O2O 

1、高端定制旅游； 

2、个性定制旅游O2O； 

3、反向定制旅游O2O； 

互联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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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互联网思维，新常态下的房地产转型之路 

互联网+的时代特征：“用户中心”、“数据驱动”、
“生态协同” 房地产企业要在这个时代继续发展，就必
须符合这三个特征。 

小米国际公寓的搅局；腾百万三结合的搅局； 

万科+淘宝的营销搅局；房多多的搅局； 

彩生活的搅局； 幸福家的搅局； 

互联网+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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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升级：物联网掀起智能汽车时代 

传统汽车出行服务升级：滴滴打车改变出租车行业； 

交通路网指示升级：智能导航系统让路况更清晰明了； 

传统物流运载服务升级：不仅仅载客，载货服务提升，

互联网+降低传统物流公司信息化短板 

互联网+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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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技术作为平台和手段会给教育带来怎样的革命呢？ 

是要颠覆传统教育最擅长的知识领

域，把知识引向智慧。 

互联网+教育 



32 

        

“互联网+教育”的意义并不等同于把最好的

课程放在网络上就好，而是应该通过多样化、

多结构的知识内容，丰富孩子们的选择。让每

个人都能通过教学实现自我志趣，从而获得不

同的生活。。 

“互联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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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知识分享模式：知识伴随着人

的流动可以散步于世界任何角落，而通过互联网的结网又再次以

自组织或被组织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基于这一层次的变化正在促

变很多领域及行业。从基础教育的远程个性化辅导机构的出现（

tutor Vista一家印度的创业型企业）到高等教育的远程教学（例

如英国的open university）和开放性课程的出现，传统的象牙塔

高等教育和模式化的基础教育正在被颠覆。 

互联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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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信息分享模式：互联网打破了

物理位置的局限，降低了信息沟通的成本，从而使不受区域限制

的及时信息分享成为可能。当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暴露于互联网

之上，个人数据、信息以及行为变得更易于获得和统计。这种个

人主动或被动的信息共享行为，使得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者行为研

究变得更加容易。 

互联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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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沟通模式：沟通模式最明显的

改变及为互联网使现代社会沟通更直接、更扁平化。最直接的例

子就是微博的出现使名人明星与普通大众直接的沟通成为可能。

这种沟通模式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又承载了知识分享模式和信息分

享模式的变化，因为沟通本身附带其上就是一定的信息和知识。 

互联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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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移动互联网，从线下走到线上； 

2）大手笔收购将继续上演，新一轮“洗牌”刚开始 

3）盈利模式多样化 

4）移动App逐渐成为主流模式 

5）在线教育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渗透 

互联网产品来说，变现能力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由于教育行业的特殊性，

在线教育的变现能力一直比较弱。但网易云课堂探索从用户的实际需要出发，

采用最为合适的产品形态，根据用户的需求完善产品，因此受到了大批用户的

青睐，在在线教育领域的变现能力上也实现了很大的突破。 

互联网+教育 



三个黄金商圈 

互联网+营销 

个人社交 
黄金商圈 

互联网 
黄金商圈 

地面 
黄金商圈 



O2M：Offline2 Mobile 

移动保卫战 
盘活存量经济  



Social Chain 

社交进攻战 
发展粉丝经济 



Omni Channel 

全渠道阵地战 
最后的决战 



41 

        

跨界融合—数字为始、经济为主的“互联网+”转型融合之道； 

极目远眺：发现新趋势的观念和思维； 

跨界融合：建立属于自己的“美的奇效应”； 

合纵连横：捕捉传统企业与互联化所有相关不相关的任何新联系； 

扩展边界：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视野，找到边缘地带； 

固本正源：别忘记自己的优势、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产； 

“互联网+”核心---跨界融合 



        

“互联网+”核心---跨界融合 

应对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企业管理者必须培育五种能力： 

1、获取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 

2、集成多种知识流派的能力； 

3、跨越文化和地域局限的能力； 

4、学会遗忘的能力； 

5、跨越业务边界进行竞争的能力。 



洞察你的用户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心理变化 

信息越畅通、内心越孤单 

社会发展越快，不确定感越强 

越缺少什么，越传播什么 
 

 

 



“O2O+”？ 
        





“互联网+”和互联网化的转型，最终不是脱胎

换骨、重新来过；转型并不是一次非死即伤的

毁灭性颠覆—最重要的是在进行大小手术的时

候能确保生命的安全；最大的挑战是在企业转

型的同时，一定要保证正常的运营达到目标。 



47 

“互联网+ ” 
开启互联网创业元年 

文丹枫 13302537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