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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窝窝商城董事长徐茂栋认为家乡日照今年将迎高新产业发展新机遇

中中国国梦梦日日照照梦梦

徐茂栋，山东日照人，中国互联网风云人物，曾先后
创立或投资多家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多年来一直专注于
利用互联网变革传统行业。2013年开始，他把创立投资的
窝窝商城、艾格拉斯、百分通联等几个互联网领军企业
迁至日照。

徐茂栋还担任一些社会职务，他是现任北京日照同
乡会副会长、北京日照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日照一中
校友会会长，力所能及地为在京老乡提供帮助。

徐茂栋过去是日照经济发展的旁观者，今天是日照
经济发展的参与者，身份的转换，能够从不同的视角观
察和思考日照经济的发展，他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
变得更小、更通达，让人和
人的距离变近了，产业分工
变细了，区域经济分工更合
理了。

日照依靠得天独厚的

条件，诞生世界级大企业也
不再是什么神话。

自然环境、大学城、日
照港、机场、高铁、港口南移
都日照企业的超级正能量，
为日照企业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硬件条件，而市领导对
经济的专业把握，对城市经
营的得心应手，以及超强的
执行力，为日照企业跳跃发
展、加强竞争力创造了多年
不遇的难得机遇。

大学城是日照的知识、
学研、人才聚集区，这些能量
迫切需要转化为社会效益，
产业平台就是转化器。

有了产业平台，大学城
的 7 万名在校大学生临时人
口，就可以转化为常住人口。
只有产业平台才可以留住这
些人才，形成人才聚集，有了
人才聚集，产业集群就容易

形成。
打造产业平台最难的是

培育产生龙头企业，一般来
说，有了产业的集群，通过市
场机制经过长期的优胜劣汰
才可以诞生出龙头企业，目
前即将上市的窝窝，百分通
联，艾格拉斯都是互联网某
些领域的领头羊，帮助日照
一下子解决了互联网龙头企

业的问题，日照打造高新技
术产业平台的条件具备了大
部分。加之，政府给予一些培
育政策，制造出成本洼地，这
些在校大学生的大部分就会
留下来，如果大街上每 10 个

人里面有3、4个是大学毕业
生，那么，日照的城市人口结
构就升级了，高新产业的势
能更具备了。

日照的高新技术产业
需要差异化定位，需要发挥
三张王牌的优势，尤其大学
城这张牌，大而全的高新技
术很难形成产业的竞争优
势，区域高新技术的发展尤
其需要单点突破，即聚焦在
高新产业某个领域，建立起
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地位，也
就是建立起龙头企业和人
才聚集，吸引周边产业和同
行 业 聚 集 ，形 成“ 马 太 效
应”，打造产业集群。成功的
区域聚焦发展高新产业的

例子有很多，例如中关村的
互联网产业，深圳的电子制
造产业等。

基于日照大学城大量
大学生和工程师的优势，日
照具备发展手游渲染和电
商运营产业集群的良好条
件，如果聚焦在这两个领
域，政府给一些配套的产业
鼓励政策，依托现有的几个
龙头企业，通过几年的努
力，形成手游渲染和电商运
营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就会
出来，产业集群就会形成。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一
个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来
源，区域高新产业集群加上
网络经济，会很好地帮助日
照抓住长尾经济的机会，是
日照的”蓝海“，是建立新兴
日照的强大的推动力。

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平
台，特别需要个性化的培育
政策和从投融资到产业结
构构建的专业运作，这样才
能承担起日照高新技术产
业平台建立、产业结构升级
的使命。

互联网代表着一个时
代，就象农业时代、工业时
代，今天是互联网的时代、
信息的时代，是人类的第三
次革命。

互联网对大部分日照
人来说，即熟悉又陌生，说
熟悉，是因为自己也是互联
网用户，说陌生，是因为自
己对互联网产业的认识不
够深刻。

互联网正在深刻变革
传统行业，深度影响人们的
生活，这些影响都是革命性

的，就象火对人类的影响，
电对人类的影响。

互联网让区域的专业
分工加速，让区域经济的格
局重新划分。例如，电子商
务，让零售业的纳税地发生
变化，拥有配送中心和体验
店的区域将获得税源，而中
间流通环节的消失，使大部
分地方的传统贸易出现了
快速下滑。

在互联网的革命大潮
中，一场区域经济的竞赛正
在隐形地展开，在这场角逐

中，谁培育出互联网的龙头
企业，谁打造了互联网某个
领域的产业聚集平台，谁就
取得了竞争优势。这场竞争
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展开，这
个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且完全是基于人才和区
域政策的竞争，原有的能
源、矿产、传统产业技术劳
动力等资源根本派不上用
场，传统的竞争优势一切归
零，日照可以跟一些老牌城
市在一个起跑线上展开竞
争，这是日照难得的机遇。

日照有独特的自然资
源，与海南三亚有很多相似
性，都是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在区域上一个南方，一
个北方，在淡旺季上与海南
的三亚形成很好的互补，对
于中高端度假来说，南方是
三亚，北方是日照，即南三
亚北日照。

就象三亚一样，日照更
是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而

不应该是一个大众旅游的地
方，度假是面向中高端人群，
旅游更大众化，消耗的是环
境资源，资源消耗型的大众
化旅游不会给日照留下什
么，大量的垃圾、交通的拥堵
以及自然环境的过度消耗。

日照是一个可以睡到
自然醒的地方，少了大都市
那份吵杂和污染，是工程师
等精英人群洗肺的好去处。

凭借日照得天独厚的
海滨资源，有机会打造全国
乃至世界健康养生小镇，就
象瑞士的蒙塔纳，吸引中产
阶级、工程师等精英人群来
日照养生度假、体检护理，
消除亚健康，与高新产业平
台形成呼应。通过与互联网
结合，可以快速走向全国和
世界，打造出日照在度假领
域的差异化品牌。

日照远离政治和经济
中心，不是顶级首富的首
选居住地，更适合中产阶
级和工程师居住。

通过打造高新技术产
业平台，有机会成为以工
程师为主的中产阶级的移
民城市，成为一个度假胜

地。
日照应该是一个小而

美的城市，是“中产阶级的
天堂，工程师的乐园”。

一线城市房价高，工程
师的生活压力大，很多优秀
工程师正在远离一线城市，
日照的三张王牌和三张好
牌，为吸引外部的互联网精
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也给
日照这样的城市提供了机
会。

日照大学城已经储备
了大量的工程师团队，通过
引进互联网龙头企业，给予

必要的培育政策，就可以制
造出成本洼地，一个互联网
产业平台雏形就可以出来
了。

日照通过给予培育政
策，降低工程师的生活成
本，有机会成为一个工程师
的移民城市，有了工程师的
聚集，工程师的文化就会形
成。工程师的文化一旦形
成，新硅谷的土壤和生态就

具备了。
政府通过对互联网龙头

企业的培育，可以帮助龙头
企业快速建立起竞争优势，
从而吸引更优秀工程师精英
加入和周边企业入住，反过
来加速产业平台的形成。

互联网龙头企业、产业
平台、某些领域企业集群、
工程师集群、工程师文化，
这就是日照的新硅谷。

什么是日照市的立身之本？是
什么让日照独秀于众城市之林？

徐茂栋说，是自然环境、大学城
和日照港，这是日照发展经济的三
张王牌。

冬暖夏凉的气候、清新的空气、
绵延的沿海线构成了日照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
日照港构建了日照物流的基

石，没有日照港就没有日照市，日照
港还是临港工业的前提。

大学城有7万名在校大学生，这
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是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的劳动力宝藏。

机场、高铁的开工建设、港口的
南移，让日照的交通、物流条件得到
进一步改善。机场、高铁的建设不亚
于当年日照港建设对日照的重要意
义，如果说日照港的建设改善了日

照的商品物流，那么，机场和高铁的
建设，大大改善了个人的交通，为吸
引中高端人才奠定了基础。

这是日照经济发展的三张好
牌。

自然环境、大学城、日照港是日照三张王牌

机场、高铁、港口南移，再添三张好牌

产业平台是日照高新技术产业的画龙点睛

发展高新产业需要单点突破

日照有机会在互联网引发的区域经济结构洗牌中取得优势

培育互联网龙头企业，打造日照新硅谷

南三亚北日照，日照旅游要面向高端人群

中产阶级的天堂，工程师的乐园

多个正能量叠加，日照企业迎来多年不遇的难得机遇

社会越来越朝着低消耗、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任何一个区域不再
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区域，日照应该
迅速建立自己的差异化优势。

依托自己的大学城优势，日照
正在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体，日照也必须建立以高新技术产
业为核心经济引擎，这个新的引擎
是可持续的、高增长的，没有选择。

只有这个高新技术产业群体建
立起来了，才谈得上产业升级，才有
机会环保和宜居。

高新技术产业不是可以有，是必须有

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推动服务业提速提效。支持企业剥离非
主营业务，加快培育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创意设计、信息软件、服务
外包等新兴业态，力争服务业比重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开工建设
文化创意与服务外包产业园，抓好窝窝商城互联网产业基地等重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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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窝商城董事长、日照老乡徐茂栋时刻都在关注着家乡建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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