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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回答的问题，这里尝试给出一些分析逻辑。 

 

电信巨头爱立信在今年 5 月推出了一份关

于 5G 消费者调查报告《5G 消费者的潜力》。

报告中有这样一项调查结果：2018 年全球智能

手机用户平均每月使用数据流量为 5.6G/ 月，

到 2024 年，这一数据将上升为 21G；五分之一

2010 年，手机上网流量以 M 计，手机还是

个通讯工具。 

2019 年，手机上网流量以 G 计，手机已然

成为社交、娱乐、网购、支付的载体，用户每

点开一个 APP，就是在启动一场商业交易。 

这是一个变革的缩影。不到十年，通信技

术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商业模式。 

5G 时代，商机在哪里，商业模式又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在当下还难以被准确预

5G 会如何颠覆当前的商业模式，又会如何催生新的业态？对于这一问题，现今还难
以准确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数据的价值将被发挥到极致。

文  |  本刊记者   张琴琴

抓住数据的价值

2C端：时间即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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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7％的无线营收将是 5G 网络和设备功能带

来的。该报告做出这种增长预测的关键原因是，

假设 5G 和 5G 设备到来，人们将消费比今天更

多的内容，因为它速度更快，更具身临其境之

感。这些内容包括移动媒体、广告、家庭宽带、

电视等。到那时，视频预计将占所有 5G 流量

的 90％。 

2B端：痛点即商机 

2019 年初，《经济学人》推出一期 175 周

年纪念版：2019 年的世界。此期报道对 2019 年

作出预测，其中提到“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

躲避甚至逃避技术”，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面

部识别将无处不在。 “2019 年的世界”视频里

列出了十大关键性改变，其中就有智能穿戴、

会飞的汽车和 VR 在医学上的应用。 

全球科技创新产业专家王煜全表示，过去

20 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黄金期。众多大型科

技企业及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无不是因为抓住了这一轮持续多年的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的增长红利。但随着这种红利的逐

渐消退，全球的企业开始面临新一轮以科技为

核心的竞赛挑战。 

对于 5G 商用的未来，两种思考方法依旧

实用：第一性原理和类比迭加。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 rethinking），从功能而非技术出发，

思考如何借助技术达到功能。比如在考虑 5G

如何助力智能驾驶，我们应该思考的其实是如

何借助 5G 技术能让人更快、更安全地从 A 地

到 B 地。类比迭加即是利用技术对现有基础进

行改进。 

第一性原理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埃隆·马

斯克的 space X。在马斯克之前，购买运载火箭

的价格不菲，成本达到 6500 万元。马斯克开始

的受访者表示，未来使用 5G 设备，他们一个

月使用的数据流量甚至会达到 200G；用户每周

通过 5G 观看视频的时间会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3

小时。 

暴增的数据流量用什么内容来填充，用户

增加的上网时间该怎么打发？ 

在 4G 时代，各方对流量的探讨以及挖掘

已经很多，发现用户不会持续停留在某一个应

用平台上，而是早已被多种应用严重碎片化了，

互联网平台公司对用户数量的争夺早已悄然上

升到对用户时间的争夺。 

时间即金钱，这个时代从未如此真切的诠

释过这一点。正如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在 2018

年极客大会上所言，流量红利和场景红利已经

越来越少，接下来竞争的焦点应该是时间资产

红利。而其中的关键是，创造并利用时间资产

红利。如果能增加用户的时间，就有机会参与

对这部分红利的分配。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社交视频等

已经在商业模式上作出了商业创新，缺少的是

基于技术发展的“硬核创新”。5G 技术的加码，

或许能以新供给带动新需求，视频和游戏会是

主流。 

说到游戏，其发展轨迹与互联网脉络相似。

从文本、图像到声音、影像，再到虚拟现实和

浸入式场景，这是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脉络，

也是游戏产业的发展路径。腾讯帝国目前最赚

钱的业务板块依旧是游戏，就可以判定 5G 时

代游戏产业的前景。 

2018 年 10 月，英特尔联合咨询顾问公司

Ovum 发布了《5G 娱乐经济报告》。报告预测，

在未来 10 年（2019~2028 年）中，传媒与娱乐

产业将争夺累计近 3 万亿美元的无线市场营收

机会。其中 5G 网络带来的业务将占到营收机会

的近一半（近 1.3 万亿美元）。2025 年将成为

5G 娱乐和媒体行业的“转折点”。那时，全球

2025 年 将 成 为
5G 娱乐和媒体
行 业 的“ 转 折
点”。那时，全
球 约 57 ％ 的 无
线营收将是 5G 
网络和设备功能
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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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用户体验、云计算等方面的研究经验，

与国家电网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打

造能源互联网的范例。 

不管是 2C 端的流量还是 2B 端的商机，在

落地过程中也都有一些短期的问题需要化解。

对 2C 端用户而言，他们面临流量资费高低以及

支付意愿问题，对 2B 端用户而言，在用 5G 技

术实现物联网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让其下

游有利润空间。这些都需要运营商在试商用阶

段发现合理的定价策略。 

 

金融服务：数据价值最大化 

5G 改变社会，相应地也对金融服务方式提

出改变。5G 技术将实现万物互联，产生海量数

据，这个数据就是金融机构可以用的资产。 

怎么利用数据价值呢？ Moven 银行创始人

布莱特·金认为，数据的应用要以服务金融系

统的功能为目的。 

他提出，价值的储存、支付能力和获得信

贷的能力将是未来银行所拥有的三种核心产品。

当基于这三种产品提供不同的客户体验时，就

不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个人贷款了，而是

基于情境来提供信贷，在客户所需要的时候提

供这样的服务。比如，过去我们去商场刷信用

卡购物，在一张信用卡余额不足时只能尴尬地

掏出另一张卡；而在不久的未来，可以通过声音、

VR 等媒介直接支付，在卡余额不足时，机构

会即时评估给出贷款额度来完成这笔支付交易。 

过去我们的金融机构往往是评估客户风

险，现在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客户过往的关联数

据，在市场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引导并教育客

户去改变客户行为。基于此，数据科学家将取

代银行家、交易员，成为金融机构招聘的热门

人选。 

思考：火箭是由什么制成的，这些材料在市场

上值多少钱，在发现火箭原材料的成本大约是

火箭价格的 2% 之后他开始自己造火箭，最终

SpaceX 公司将发射火箭的成本削减至原本的十

分之一。类比迭代的代表性案例之一是互联网

金融，即将线下金融产品在线上售卖，互联网

更像是一个优化的销售渠道。实践证明，第一

性原理带来的商业利益更大，但同时也意味着

较大可能性的失败。 

虽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躲避甚至逃

避技术”，但是各行各业依旧存在行业痛点。

在医疗方面，怎么能随时随地监测健康；各种

职业性生理病怎么预防；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怎

么化解；怎么提高工人工作环境等等痛点都等

待技术化解。 

科技巨头早已嗅到商机。2017 年中国联通

混改，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皆在其

战略投资者名单中；前几年，诸多互联网公司

都获得了虚拟运营商牌照，成为了电信运用商

的合作伙伴，提高市场效能，共享市场收益。

在 5G 商用之际，这些虚拟运营商将会更加频

繁地将自身资源，包括商业场景、技术能力、

用户流量等导入合作。 

除了运营商，互联网巨头也在与传统产业

探寻合作渠道。智能城市建设中，水表、电表

和燃气表将是首批智能化普及对象。2019 年初，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出“三型两网、世界一流”

的战略目标，“三型”即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

“两网”为“坚强智能电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

这种新型能源服务方式，即上述提到的第一性

原理的创新，它将打破不同能源品种单独规划、

单独设计、单独运行的传统模式，实现横向“电

热冷气水”能源多品种之间，纵向“源网荷储用”

能源多供应环节之间的协同以及生产侧和消费

侧的互动。今年 5 月马化腾也拜会了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表示腾讯公司愿分享在大数据、人

5G 改变社会，
相应地也对金融
服务方式提出改
变。5G 技 术 将
实现万物互联，
产生海量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金
融机构可以用的
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