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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18 年 1 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随着“互联网+”“工业 4.0”“智能制造 2025”等概念风生水起，物联网已经从“概念
阶段”跨步到了“稳步落地”
，并且其行业应用也愈发凸显，呈现出从琐碎化到系统整体化
的发展趋势。据悉，到 2020 年我国移动物联网市场将超过四万亿，智能制造、公共事业/
智慧城市、车联网/交通物流、智能家居和可穿戴五大领域将成为物联网发展热点，其中智
能制造和公共事业/智慧城市将成为万亿市场。
我们该如何把握住这次重要的机遇？世界一流企业是如何在他们的企业内部开展物联网项
目并获得流程上的极大改善，最终实现在销售收入以及利润上的非比寻常的增长的？你的公司
又该如何实施物联网项目来转变业务，接受新的商业模式并发展出新的收入现金流？
这本书将回答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相关的问题。

《腾讯传 1998-2016：
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

《如此不同，如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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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优衣库和 ZARA
的创立和成长历史，深刻剖析了
两家公司在开店选址、店面布
置、商品陈列、品牌定位、价格
策略、人才培养、物流周转、风
险控制等方面的独到之处，为从
事服装生意和零售业的人们提供
了国际品牌运作的宝贵的实操经
验。本书还依据大量的数据统计
和分析，对优衣库、ZARA 乃至
整个世界服装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作出了预测。

《马云：未来已来》

本书全景式地记录了腾讯崛起的经
历，并以互联网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
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与独特性。
从 1998 年开始创业到成为世界级互
联网巨头，腾讯以即时通信工具起步，逐
渐进入社交网络、互动娱乐、网络媒体、
电子商务等领域，在超高速发展的同时亦
饱受争议，在“3Q 大战”的激烈冲突之
后又进一步走向开放……腾讯的发展路
径，亦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成长的缩影。我
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人在应用性迭
代和对本国消费者的行为了解上，找到了
自己的办法，并开始领跑全球。
读懂腾讯，读懂中国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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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马云宣告新时代
即将到来：一场电子商务的革命即
将展开。“人类正从 IT 时代走向 DT
时代，EWTP 平台必将建立。
”
马 云 预 测 未 来 发 展 趋 势 ——
“十年后需要什么，我们今天就开
始做！”他相信纯电商时代很快就
会结束，未来 10 年、20 年，将没
有电子商务这一说法，只有“新零
售”这一说法。
这是青年人的时代，相信青年
人就是相信未来。马云在书中预测
未来的三十年是每个人的机会，所
以他呼吁各国为三十岁以下的青年
人制定独特的政策，在政策的帮助
下，青年人只要利用好技术、数据
和创新，每一个人都将会有很好的
发展机会，世界经济发展也将因此
更加美好。
马云说：“谁去抵触未来，谁
不把握未来，谁不改变自己的今
天，谁就一定会被历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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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张波

!"#$%&'()
7"$%
=>?1 @A BCD$ EF =>GA

!"$%
CHIJ

IJ?1

IJ`a

Ogb @Aj= Dnj= EFj=

!"!#"#""$%!" + ")%(-!#-"% ./ 4567
KL
!"!#"#"$!#!"!"
<=
cde
kl
#0,A+
:/
!"!%"#"$"%!" , "))'-"$-!# ./ 4587 HWMNOg !"!#"#"$!#!"!$ >?<@
cde
kl
#0,A+
:/
!"!#"#"$"&!" + ")%'-"!-$! 01 9:87
PQO
!"!$"("""'!"!& AB=
fge
kl
:/
B%
!"!#"#"$"'!" , ")%)-"!-*" 21 9:87
RSSTU
!"!$"("""'!"!' CDE=
fge
kl
88,B%
:/
!"!#"#"!"'!" + ")%#-!(-"$ 21 4567
VWXw
!"!"""!$"&!"!#
FG
hie
m
8%,A+
:/
!"!#"#!#!&!" + ")#"-"!-$* 3/ 4567
YgO
!"!"""!$"&!"!(
HI
hie
m
8%,A+
r/
!"!#"#!("(!" , ")%!-""-$& 01 45;7
VZ[v
!"!#"#!%"'!"!" JKLM
cde
kl A%opq
5D
!"!#"#!%$'!" + ")%*-""-!) 21 4587
\;
!"!#"(!("$!"!"
NM
hie
m
B+,A%
:/
8+,B%
r/
!"!#"#!)$'!' + ")($-!)-"& 01 4567
]^
!"!%"#!(!(!'!" OPM
fge
kl
%+opq
!"!#"#!)*!!" + ")%%-!*-!( ./ 45;7
2w_T
!"!""$!($#!"!* QRS
cde
m
r/
!"#$%&!" #$ #%&'( )*
++,##*
++-./0123456789:;<=>?12@ ABCDE
FGHIJKLMNO
'($%&PQR2STUVWSWXYZ[\]^_S`aSbcS/dUefgS
hijkSlmnoSpqrfgsO
:;<=>?tu12vw/0
)*&xy
y
z*
{
{
|||}
~!"#
}
$%
&}
"~
:;<=>?12vw'
)*&xy
y
z*
{
{
(z}
~!"#
}
$%
&}
"~
+,-$.&~!",
%
,
:;<=>?12)*vwT+
/*0
/./ #B012354 #56
1234560
050##7)#S050#%78)S050#%587S050#%58%S050#%78B
'(3456&05+88))#S#B555+000BA9: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