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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互联网五大猜想：

你的生活将有哪些改变？
时光的脚步迈进2018。 在海洋般宽广
的互联网世界中，我们遨游其间， 捕捉动向、
分析变化、 研判趋势…… 透过媒体视角， 为
这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把脉问诊、 建言献策，
以期激发更多活力、 释放更多潜力， 促进行
业规范、推动良性发展。

猜想1
大数据红利普惠生活

过去一年， 大数据成为城市治理的“ 智慧大脑”： 通
过实时监测交通流量， 及时发现堵情， 优化信号灯配时
方案，交通管理更加高效；家庭收入状况统一入库，一键
查找核对便可识别骗保情况， 扶贫救助更加准确； 为路
灯、井盖加装物联设备，全面掌握城市公共设施状态，发
现异常立即排查，市政管理更加精细。
随着各地成立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和创新应用中心
陆续投入应用，来自电信、交通、商业等领域的大数据资
源将获得更完备的管理保障和更活跃的创新刺激。
数据将进一步从城市管理的“ 高级参
， 大
2018 年
谋”化身惠及日常生活的“贴心管家”。 集纳个人医疗信
息汇编电子健康档案， 随用随取便于异地会诊； 把公共
服务网点位置搬上数据“活地图”，按图索骥即可便捷到
达； 通过分析学生学习过程数据并灵活调整教学计划，
因材施教将更加精准； 用户浏览习惯的数据化， 则将继
续提升社交网络、 新闻推送、 广告营销的个性化和智能
化水平。
未来，如何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和使用数据、如
何保障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 将成为大数据应用于社会
治理的重要课题。 随着未来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领
域“一展身手”，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聪明度，便民应用进
一步提高贴近性，将令普通人享受到更多数据红利。

猜想2
智能产品串起智联网

过去一年，国内外科技企业纷纷在人工智能领域谋
篇布局，投资融资、强强联手、发布新品，动作不断。
连出台的政策为人工智能开启“ 黄金窗
，接
2017 年
口期”。 3 月，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7 月，
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人工智能
发展总体规划和战略目标；11 月，科技部宣布成立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公布首批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12 月， 工信部印发《 促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提出涉及17 个产品或领域的4 项重要发展目标。
着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深入， 智能音
，随
2018 年
箱、 智能机器人、 无人驾驶汽车等“ 黑科技” 产品将崭露
头角，并以更自然、更实用的方式融入生活。 不仅如此，
随着5G、物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场景下的智能
产品将串联成“智联网”，产生“1+1>2”的效果。 比如，智
能音箱除了可以播放新闻和音乐， 还能成为智能家居
“指
挥部”，用户只用对智能音箱发号施令，不用伸手、不
出房间，就能遥控位于家中各处的窗帘、电灯、空调或热
水器。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 从物联网到智联网， 人工智能
在飞速发展的道路上，不可忽视安全问题。 人工智能产
品应像一位披着隐身衣的可靠助手，带来无处不在的便
利， 却决不能在隐身衣的庇护下肆意妄为， 危害个人信
息安全、生命财产安全和整个网络的安全。

猜想3
共享行业专注硬需求

托有关政策支
，依
2017 年
持进入全面爆发期的共享经
济，遭遇“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 创业项目多点开
花，成绩不少。 共享单车、共享
旅馆、共享办公室等项目，不只
在国内发展顺利，还在海外“攻
城略地”。 另一方面，行业洗牌
期提前到来。 共享充电宝热潮
兴起半年就有多家公司退出，
数月间酷骑单车等6 家单车企
业“ 阵亡”， 共享雨伞、 共享马
扎、 共享篮球等概念型项目更

是迅速匿迹。 据不完全统计，
年已有26 家投身共享经
济的企业倒闭或终止服务。
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中
测，到2020 年，分享经
2017 》 预
济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
亿人， 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
重将达到10%以上。 真
GDP 比
正满足用户需求、 解决用户痛
点的共享模式， 将得到更多稳
健发展的机会。
国共享经济市
，中
2018 年
场预计将趋于理性， 去年涌现

的一些较好的发展模式， 或将
进入收获期。
住房领域， 共享住宅在
深圳兴起， 通过提供在线短
租服务， 盘活大量闲置房产
资源； 制造业领域， 国家智能
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推出“ 行
业共享工业云”， 提供企业云
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 医疗
领域， 北京地区30 家试点医
院启动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工
作…… 共享市场方兴未艾，
将迎来更多机遇。

行支付； 网约专车或快车用户
规模达2.17 亿， 一些共享单车
品牌已涉足海外市场…… 移
动在线生活已深刻改变了商
业生态和全民消费习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8 年，
各种新技术、 新应用将加速从
创新构想向商业应用迈进， 人
们将拥抱更便捷的新生活。
导航时， 行车路线选择将
更智能更畅通；网购中，个性化

推荐将更准确地“猜”出你的需
求；想去旅游，将会得到一份量
身定做的攻略；在线学习，可以
享受私人定制的学习计划； 智
能家居、在线医疗等，也将加速
发展，解决更多生活痛点。
尽享“ 万物互联” 红利的
同时， 也不能忽视背后隐藏的
风险， 一些新技术应用在呈现
多彩互联生活的同时， 也将在
新的一年继续完善， 为民众提
供更智能、 更便捷、 更安全的
在线新生活。

基本法律制度；7—9 月， 中央
网信办等四部委首次联合测评
并发布10 款互联网产品和服
务隐私条款评审结果；10 月，
由中央网信办印发的《互联网
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正式施行，压实信息发布和
运营安全管理责任。
有专家指出，2017 年称得
上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和个人
信息保护发展史上的突破年，
或将进入个人信息保
2018 年
护的法治深化年。
电子商务法草案稿结束

二审， 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已
纳入其中；《 网络安全法》 配套
制度正在制定， 对敏感个人信
息及其收集与使用行为的规
范将更加明确具体； 多位人大
代表建议2018 年加快个人信
息保护法立法进程， 并对部门
职责进一步予以明确……
技术革新不断演变出新挑
战。 新的一年，个人信息保护仍
任重道远， 期待有关法律规定
加速落地， 让个人信息“保护
网”不断升级、更加有力。
（据
《人
民日报》）

2017

猜想4
“
掌”上新生活更加便捷

一键下单生鲜上门， 足不
出户享全球好货， 手机支付让
钱包闲置在家， 共享单车化解
后一公里”…… 过去一年，
“最
衣食用行尽在“ 掌” 中， 生活更
加舒适、方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四十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我
国网络购物用
2017 年
6月
户规模达到5.14 亿； 移动支付
用户规模达5.02 亿，4.63 亿网
民在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进

猜想5
个人信息升级保护伞

部分公民数据被恶意采
集、 加工及非法使用； 部分政
府和高校网站过度公开公民
个人信息； 无人机、 智能摄像
头等科技产品， 成为偷窥公民
隐私的“帮凶”…… 2017 年， 个
人信息泄露问题依然严峻。
去年， 国家层面的个人信
息保护工作持续推进：5 月， 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
案件的司法解释；6 月， 《 网络
安全法》 正式实施， 专章、 较大
篇幅地设置了网络信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