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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日发布的 #第()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今年*月底%中国网民规模
达到+,)-亿% 较("&"年底增加(.."

万人%增幅*,&!%预计("&&年年底
将超过-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较("&"年提高&,'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
为!,&)亿% 较("&"年底增加了&+'+

万人& 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
例达*-,-!% 成为中国网民的重要
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网民
总数上升%但增长速度减缓& 特别
是从("&"年起%网民增长率表现出
明显的减缓态势&

报告显示%我国微博用户继续
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年上半
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万快
速增长到&,'-亿% 半年增幅高达
("),'! % 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
&!,)!提升到+",(!&

在微博用户快速增长过程中%

手机微博的表现突出%手机网民使
用微博的比例从("&"年末的&-,-!

上升至!+!&

与微博'大爆发(不同%商务类
应用在经历了(""'"("&"年的快速
增长后%大部分商务类应用保持平
稳上行态势%如网络购物半年用户
增长了.,*!%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
的用户使用率也小幅上升&

与之前业界看法一致%团购应用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使用率从
+,&!提升到),.!%增幅达到&(-!&

此外%报告显示%娱乐类应用
热度继续回落%网络游戏和网络音
乐的使用率较("&"年底分别下降
(,!和",-个百分点%网络视频使用率
继续保持*(,&!的水平&根据#$$%#

此前发布的数据%我国活跃大型网
络游戏用户规模约为&,&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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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业内专家指出)近-亿网民%

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人都已经
和互联网有过亲密接触%*人人都是
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
然到来& 网络新闻+评论跟帖+论坛+

博客+邮件+微博,,网络新媒体迅
速发展% 舆论信息随时随地互动传
播%规模庞大的中国网民早已不再满
足于从网上获取资讯%他们已经成为
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这是*中国网事(记者近期的一
次亲身经历)+月(.日上午%广州市繁
华商业区天河城发生一起有惊无险

的大火%被成千上万的网友在论坛和
微博上转发%不少本地媒体都是在微
博上获知这一信息后赶赴现场& 再往
前追溯%从去年的*宜黄拆迁(到今年
的*中石化天价酒(%诸多热点新闻的
线索来源都是网络&

看似只生活在虚拟世界的网民%

在某种程度上却已经逐渐成为现实
社会的*风向标(& *可以说("世纪)"

年代是报纸+ 杂志主导的社会%("世
纪'"年代是电视广播主导的社会%逐
渐地我们将进入网络主导的社会& (

星岛环球网董事长邝景廉今年+月底

在广东惠州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

*哪怕仅有十分之一的中国网民
在传播信息+关注时事%他们也足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
演不可忽视的角色& (已经有十多年
*网龄(的深圳网友*老亨(说)*能够
吸引公众关注的人%在古希腊是善于
在广场进行演讲的雄辩者%在近代是
优秀的新闻记者和主持人%而当网络
出现之后% 那些能娴熟驾驭网络+拥
有良好表达能力的人会成为互联网
社会的先锋人物& (

从表面上看% 网络是虚拟的-但

从效果上说% 网民的力量是真实的&

网友*童亿(说%网民已经成为中国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正以自己独
特的方式% 为这个国家的文明进步+

繁荣昌盛和公平民主%作出应有的贡
献&

凤凰网网友*新新生态(说%回顾
中国网民参与时事的认知+ 态度+情
感和行为倾向的表现%他们已经远离
疯狗时代的喧嚣%取而代之的是理性
和成熟%*网民在坎坎坷坷中有了属
于自己的力量%许多网民的血管里流
淌的是理性的血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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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规模呈几何级数的增
长%无疑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广阔的市
场前景& 面对网民数量的增加%如何
创造新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如何在竞
争激烈的互联网产业抢抓机遇越来
越成为互联网企业关注的焦点&

据石现升介绍% 截至("&"年底%

中国电子商务规模达到+,)万亿元%互
联网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市值不断创
造新高%中国电子商务交易的规模一
路攀升&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万亿元%("&!年有望突破&"万亿元%

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已超过(-"""家&(工
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与管理研究
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认为%中国的电子商
务已进入*黄金时期(%而且*十二五(期
间很可能延续这一发展态势&

("&"年% 淘宝平均每分钟售出+,)

万件商品& 网友*张生(形象生动地说%

这意味着在他写下几行字的同时%已经
有)*+件衣服+!*部手机+))"件化妆品+

)-本书+-!包纸尿裤+&!件灯具等数万
件各种商品被淘宝卖了出去&

在庞大的*网络人口红利(中获
取好处的并不仅仅只有淘宝一家企
业& 近-亿中国网民对互联网服务公
司和企业来说%是一块充满巨大诱惑
的大*蛋糕(& *真正的企业家会规划+

实施如何利用互联网加快企业战略
发展& (从事采暖行业电子商务服务
的巴巴传媒董事长葛宝亮告诉*中国
网事(记者&

葛宝亮最初从事的是地暖行业%

(""!年*触网(之后开始尝试使用互
联网辅助销售%后来又创办巴巴传媒

互联网服务公司%并利用这一平台进
一步服务于实体企业& 葛宝亮说%互
联网成本低+影响面广+传播快%对实
业促进作用十分明显%*目前实体企
业的业务约有半数直接来自于互联
网%还有!"!间接通过互联网获得& (

当然%目前的互联网经济并非没
有瑕疵& 何霞提醒说%即便是阿里巴
巴这样较为成熟的互联网企业也会
出现欺诈事件%说明要建立互联网经
济的诚信体系%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
间的努力&

F# !OPQRS$BTUVW!XYM$Z[\]%

然而%在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的同
时%虚拟世界的居民们所享受到的服
务还不能算快捷和完美& 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近几次发布的统计报
告显示%虽然我国有线!固网"用户中
宽带普及率已经接近''!% 但是全国
平均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略高于
&""/0#1% 远低于全球平均连接速度
!超过(!"/0#1"&

这种网速意味着% 下载一部+""

兆左右的电影大概需要个把小时%下
载一个!(兆的22安装软件至少需要-

分钟& 网友*王传涛(戏称)*在现实之
中%我们被堵在了马路上-在网络之
中%我们被堵在了网速上& (

连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副司长陈
家春都在今年!月举行的 *("&&年中
国光网城市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坦
言)*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宽带发展水
平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目前在宽带普
及率+光线接入+网速等多方面都远
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

提升网速只是中国网民的基本
需求% 在越发多元化的互联网生活

面前% 更便捷地享受优质创新是中
国网民应有的权利% 也是中国互联
网国际形象的基石& 诚如网友 *熊
伟强( 所说% 背靠&!亿人口的中国
互联网行业规模扩张借的是人口的
声势% 并不值得津津乐道- 规模只
是浮云% 网速提升+ 服务跟进+ 创
意开花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互联网的
金牌品质&

陈家春透露%*十二五(期间将继
续推进宽带提速% 扩大宽带覆盖范
围%优化宽带网络结构%积极引入宽

带新技术%促进宽带在政务+电子商
务+医疗+交通+智能城市管理+社区
服务等方面的普及&

*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电子身份
证%可以直接接入政府的电子政务系
统% 让办港澳通行证这样的事情%只
需要在网上申请并获得出入境管理
部门通过%就实现签注& (这是深圳网
友*金心异(的期望& 但愿在不远的未
来%这样的期望可以变成现实%将中
国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推向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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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曾引爆第一次全民
34恶搞风潮的*网络小胖(吗. 昨日%

*网络小胖(的结婚照在网络火速风
靡%引发大量网友围观%并纷纷送上
祝福/ 有网友感慨 *岁月如飞刀(%

*小胖都婚了%大家进来再一次膜拜
吧%膜拜俺们的青春(%更有网友鼓
励小胖早日生出*小小胖(&

(""!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斜
眼%而遭到全民疯狂34恶搞的*网络
小胖( 钱志君% 成为第一代网络红
人& 当时小胖还是名初中生%一张无
心一瞥的图片不知被哪位好事者上
传到网上%接着却引发了恶搞狂潮%

网友们将其34成*无极小胖(+*蒙娜

丽莎小胖(+*加勒比小胖(+*小胖越
狱(+*红楼小胖(数百个版本%连老
外也加入34小胖%一时爆红网络&

近日% 小胖在微博上晒出了结
婚证书和甜蜜婚纱照% 选择在自己
生日的这一天*婚(了%而新娘正是
小胖的经纪人& 据了解%二人是去年
到上海拍节目时认识的% 小胖也表
示%新娘不是什么富二代%大家都是
普通老百姓%*没想到昔日的冤家%

现在成了自己的爱妻(&

久违的小胖重出江湖% 很快在
网络掀起了围观高潮& 有网友咆
哮% *小胖都结婚了% 你还是个光
棍么. 还不快泪奔0( 也有网友感

慨 *岁月如飞刀% 他也长大了(%

并无限怀念起 *我们的青葱互联网
年代(% *再一次回望那些恶搞34

偷偷乐的简单日子吧(& 更多人则
是对这位 *曾带给我们太多欢笑的
哥们儿( 送上了祝福% 并鼓励小胖
早日生出 *小小胖(&

(""!年春天% 念初二的小胖参
加上海市某个交通安全的集会%他
偶尔斜眼回头的照片不知道被谁拍
下来传上网%他那惊为天人的一瞥%

开辟了网络恶搞的时代& 网友们开
始用34软件把他的脸合成到机器
猫+阿里巴巴+怪物史莱克+蒙娜丽
莎+指环王等形象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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