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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聚正能量 赋能新经济
■ 姬晨曦 /文 楼晋瑜 周乐蒙 /摄

2020 年 7 月 24 日下午，由杭州文广集

团、杭州市工商联、杭商传媒主办，杭州市萧

山区委统战部、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特别承

办的杭州湾会客厅节目第 19 季———《网聚

正能量 赋能新经济》，在位于湘湖国家旅

游度假区的杭商传媒演播厅录制。

新经济是指新的经济形态，由社会占主

导地位的产业形态所决定，在互联网浪潮之

下，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杭州电视台新闻主播张宛诗与开元旅

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微医高级副总裁、首

席产品官孔祥谱，杭州市萧山区网络人士联

谊会会长张伟方，著名媒体评论员俞柏鸿就

互联网如何赋能新经济展开了探讨。杭州文

化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郑桂岚，杭州市萧山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童一峰，湘湖国家旅游

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俞晖，杭州

市萧山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侨办主任沈文

珍，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局长董茶仙，胜达

集团党委书记、企业创始人方吾校，杭商传

媒社长兼总编辑马晓才等党政领导和嘉宾

莅临活动现场。

银浅谈互联网
2020 年 7 月 23 日，为期 3 天的第 19

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云端”召开，会上发布

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从具体数

据来看，截至 2019 年底，国内移动互联网用

户规模达 13.19 亿，占据全球网民总规模的

32.17%。在如此庞大的体量下，互联网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陈妙林说，对于酒店行业而言，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看网评，在网上订房。而生活中

的陈妙林，也经常选择在网上购物，享受手

机端各种 App 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便捷。“没

有互联网，整个社会几乎都很难运转。”

在今年年初的疫情之下，作为国内旅游

度假酒店头部企业的开元旅业集团深受影

响，但是随着疫情转好，各行各业渐渐回暖，

陈妙林很有信心，“希望借用网络营销，多措

并举，争取在今年下半年把上半年的损失补

回来！”

“网红”媒体人俞柏鸿说，网络给人们带

来了欣喜。尤其是在杭州这个互联网之城，

阳光照得到的地方都有 Wi-Fi，移动支付遍

及大街小巷，网上订餐、外卖服务比比皆是。

他认为，参与到网络生活的公众都是网络人

士。

“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结构。”计算机

专业出身的张伟方说，“网课、网游、网购等普

及说明网络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基础设

施，我们要辩证看待互联网的变与不变。拥

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但是在网络之外的世

界，我们仍要保持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

新冠疫情让互联网医疗站上了风口，加

速了医疗领域的互联网化。“十年前微医在

萧山创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最领

先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孔祥谱说。疫情期

间，微医推出了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为

海内外同胞提供即时的线上咨询服务。“截

至上周，这个平台共有 64000 多名医生在线

服务，国内的咨询量达到 210 万，国际平台

人次达 300 多万，这个平台在当时得到了我

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推荐。微医这项服务是公

益的，平台上的医生提供的也是义诊。”

银经济建设中的互联网力量
如今，互联网正由消费向产业发展，虚

拟经济开始向实体经济渗透，不仅改变了传

统企业的运作逻辑，以技术内生化实现生产

要素数字化，更高质量提升了行业协同效率

和产业发展效能。去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

规模为 34.81 万亿元，已连续多年占据全球

电子商务市场首位。

传统的酒店行业也在寻找转型。陈妙林

不久前开起了直播，在建德的一场直播，甚

至达到了 440 多万的观看人次，在很大程度

上拉动了消费。退休后的陈妙林，在成就感

与存在感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无独有偶，俞柏鸿昨天刚刚参加完河北

保定骆驼湾的扶贫项目直播赶回杭州。“那

个村子的农产品特别好，直播进行到一个半

小时的时候，直播间中一位来自深圳的用户

说这些产品要全部买下。当时骆驼湾的村支

书就在旁边，非常吃惊。这说明如果信息对

称，电商经济在农村大有可为。”

视野拉回到节目录制地，俞柏鸿认为，

湘湖有美丽的风景，而且在它的打造过程中

已经融合了许多互联网因素，非常适宜融入

到杭州互联网经济重地的布局当中。互联网

从业者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美丽的湖

水，而同样被看到的，是互联网经济的蓝海。

在新经济下，产业互联网将成为互联网

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主题，众多互联网企业已

经具备成功崛起的平台与模式。

微医即是如此，微医所在的信息港小镇

也聚集了众多知名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

在健康消费方面可以发挥正能量的引导作

用，未来，健康需求会更加多样化，我们需要

网络去传播真正能帮助到大家的好产品与

好服务，提升民众的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的

发展。”孔祥谱说。

银谈网络正能量
钟南山的逆行，李兰娟院士的“口罩

脸”，“网红医生”张文宏的金句频频，洪水中

的感人瞬间……谈及网络正能量，几位分享

嘉宾在节目现场回忆起透过网络与屏幕所

带来的穿透人心的温暖。

疫情期间，俞柏鸿曾在萧山机场帮助搬

运防疫物资，却意外地被视频记录下来，并

在多个网络公众平台传播。“有的时候在不

经意之间，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温暖传递的一

部分。”俞柏鸿说。

谈及网络人士的统战工作，张伟方认

为，统一战线要凝聚积极的网络力量，团结

向善向上的网络人士，包容多样性。网络和

统一战线是相得益彰的过程。他说：“每个企

业都是社会的企业，市场的选择是在向有社

会意义的方向去走，所以承担社会责任是成

为企业战略的不二选择。”

《杭州湾会客厅》既是电视节目，又是政

界、学界、媒体界、企业界四界联动、学习交

流、资源整合的平台。录制时在国内知名网

络视频直播平台同步直播；成片后，在杭州

电视台生活频道黄金时间播出。

《杭州湾会客厅》由杭州生活频道、《杭

商》杂志编辑部承办，湘湖金融小镇、开元旅

业集团、娃哈哈集团、西子控股集团、华立集

团、浙商创投、达利国际、跨湖楼餐饮集团、

明视康眼科医院、和康医疗集团、御湘湖国

际健康城、西纳维思、喜马拉雅信息科技、中

广股份、港流科技、元弘投资、乾球环境、华

醒少年、域农科技协办。

杭州湾会客厅第 19 季：

■ 蔡 仪 /文

7 月 26 日，以“创新无限·健康无界”为

主题的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湘

湖之畔的杭州御湘湖国际健康城举行。此次

大会聚焦后疫情时代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

时代命题，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主办，御

湘湖国际健康城承办，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协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生勇、欧阳晓平，联

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黄正明，

原第一军医大学校长李康，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小军，国家全面深化改革

落地方案专家工作组主要负责人胡唐军，全

球合作化基金会主席张伟男等重量级的智

库专家出席大会。

萧山区副区长倪世英出席大会并致辞，

三江控股集团董事长、御湘湖国际健康城创

始人孙国祥，广西科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周维

海等百余位大健康行业内的业界大咖齐聚一

堂，激荡思想，共同探讨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

新模式和新路径，为推动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重构健康产业价值链生态体系献言献策。

银智库专家思维碰撞，论道健
康产业创新力

近年来，得益于“健康中国”战略的稳步

推进，健康产业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总

体来说，健康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着

资源分散、产业缺乏竞争力、研发和技术创

新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要

求，2030 年中国健康服务业的目标总规模

要达到 16 万亿，较 2020 年翻了一倍。如此

大增量的发展要求，意味着大健康产业必须

实现突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

会上，专家学者和行业大咖们围绕健康

产业面临的现实难题各抒己见。全面深化改

革落地方案专家工作组主要负责人胡唐军

指出，“健康中国”战略在落地实践中面临的

诸多问题和挑战，成为影响健康产业发展的

不利因素；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

黄正明院士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健康产

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要大力培育健康行

业内的创新型人才；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大

健康事业部副主任樊世斌表示，基于大健康

产业触及众多细分领域的行业特性，推进健

康产业集群创新模式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各
资源要素的整合配置，为加速健康产业发展
提供动力。

银大健康专业委员会成立，赋
能健康产业发展

为推动健康产业深入发展，更好地引导
健康产业进行集群创新，借大会契机，中国

产业发展促进会下属分会大健康专业委员

会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上，原第一军医大学校长李康

当选为大健康专业委员会会长，三江控股集

团董事长孙国祥等人当选为副会长。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小

军在接受杭商传媒采访时表示，大健康专业

委员会是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深入落实“健

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成立后将更好地

团结海内外多方力量，加强政府、专家学者、

企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跨界联动，为健康产

业链上的关联性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产业

赋能，助力健康产业有序发展和转型升级，

共同绘制“健康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宏伟蓝图。

银打造健康产业样本工程，引
领行业发展时速

“授牌产业创新基地，打造健康产业样

本工程，对于加速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李小军向杭商传媒表示，“健康产

业的创新发展需要成功的企业样本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为在健康产业领域内处于摸索

前进状态的企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会上，御湘湖国际健康城凭借健康管理

整体解决方案的创新发展模式，被授予“中国

产业促进会康养旅居产业创新基地”称号。据

悉，御湘湖国际健康城是三江控股集团联合

国家发改委、萧山区政府共同打造的国家级

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先行试验区的典范，

是以健康管理方案为核心，以“生物细胞技

术”为重点的一站式健康管理综合体。

御湘湖国际健康城总裁孙燕在接受杭

商传媒采访中表示，作为投身大健康产业的

先行者和标杆企业，御湘湖国际健康城一直

致力于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健康服务的需求，

也承担着引领健康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使命和责任。依托对基因组医学、再生医学

等世界前沿医学技术体系的应用，御湘湖国

际健康城在产品开发和服务品质等方面不

断优化升级，专注于提供集“预防疾病、治疗

专病、延缓衰老、调养身心”于一体的健康管

理整体方案，帮助人们预防重大疾病，逆转

亚健康与慢性病，实现健康美好生活。

（本文图片由御湘湖国际健康城提供）

创新无限 健康无界
———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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