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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江西网站开发与 IDC 市场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主体：江西省网站开发企业、主机域名和 WEB 软件开发厂商 

研究单位：华夏营销网专家组 

研究方法：技术数据、对比分析、数据库筛选 

首次发布：二〇一〇年一月四日 

 

研究概述： 

中部崛起看江西—长期以来，江西作为承接长三角与珠三角之地，也是中部地区最靠

沿海的地区。 

然而，长期以来，互联网的发展与江西绝缘，甚至是江西网吧系统都依赖于领省湖南

“长沙进口”，足见整个产业链接的低端。 

然而，随着外部市场的逐渐成熟，江西市场也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企业，比如美容行

业的妆点网(www.zdface.com)、主机排名第一的华夏互联(www.hx008.cn)、以服务商家为目

标的生意家(www.31home）等，再加上大量的地区市县站点，组成了一幅璀灿的互联网发展

局面。 

本报告即从多个方面试图解读江西到联网市场，虽然我们认识到发展的蓝图不可能一

天绘就，但尝试从多个角度来描述，力争能读者一个全貌、给行业一个指引、给行者一个座

标、给智者一个思考。 

 

第一部份：综合类网站发展研究 

长期以来，缩合类门户是考量地区门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研究报告，我们抽取了湖南较为出名的“红网 www.rednet.cn”作为参照对比，而

江西省内站点，将大江网 www.jxnews.com.cn、中国江西网（www.jxcn.cn）、今视网

(www.jxgdw.com)三者作为主要考量对象，其对比结果如下： 

网站名称 红网 大江网 中国江西网 今视网 

网址 www.rednet.cn www.jxnews.com.cn www.jxcn.cn www.jxgdw.com 

ALexa 排名 1570 7106 7759 33936 

主管部门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 

江西日报社 江西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 

江西省广播电视局 

网站语言 主站为 ASP 主站为 JSP 

社区部份为 PHP 

.NET 

ASP 

PHP（含 JSP） 

用户模式 统一会员中心 分散会员协议 分散会员协议 分散用户协议 

界面 宽屏 传统窄屏 宽屏 宽屏 

http://www.jxnews.com.cn/
http://www.jxgdw.com/
http://www.rednet.cn/
http://www.jxnews.com.cn/
http://www.jx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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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原创栏目 有 无 有 无 

网站性质 区域新闻门户 江西日报网络版 区域新闻门户 江西电视台网络版 

表现层 DIV+CSS Table 表格 DIV+CSS Table 表格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从江西省内的三个综合门户的发展来看，整个网站面监着技术

差、流量小、平台技术不统一的特征，网站很多时候在此表现为单纯的网页展示和政策传达。

而临省的湖南红网，在整体架构上，甚至引入了统一会员中心（http://reg.rednet.cn/）的理

念，其内容的创新、栏目的创新，均值得学习和借鉴。 

 

 

 

第二部份：IDC 市场发展调研发 

江西 IDC 机房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赣州、景德镇等地，其机房（注：仅指商业租

用 IDC 机房）相关情况如下： 

机房名称 相关介绍 

江 西 电 信

长 途 枢 纽

机房 

    江西电信所属的江西电信 IDC 数据中心（IDC——Internet data center）是伴随着互联网发

展而建立起来的针对各类网站提供大规模、高质量、安全可靠的服务器托管、租用、虚拟主

机以及 ASP（应用服务提供商）等增值服务的业务。江西电信 IDC 数据中心依托 CHINANET

骨干网（CHINANET163）为接入平台，所提供的机房环境、设施、接入带宽、技术支持等

在整个江西都是一流的。企业用户的主机通过托管在我们的机房接入互联网，实际上就是直

接接入到中国电信的 CHINANET 的骨干网上，其主机能享受到的带宽速率、服务质量、技

术支持是其他网络服务商所无法比拟的。江西电信 IDC 数据中心，目前已拥用 40G 的出口带

宽，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托管子网在带宽速率上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九 江 铁 通

机房 

 （一）江西三线机房.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中国铁通投资建的机房.技术网络产品全部是华为

提 供.带宽分布线路介绍.(网通+电信+铁通)电信是从广东骨干接入的带宽.网通是从江西省骨

干接入的带宽.铁通是从江西省铁通接入带宽.这个是大概带宽分布情况. 

 

  (二)机房硬防介绍: 

  江西三线机房是买的遐迩硬防.这个硬防是千 M 级的.但是双核心.因为现在的光纤都是

1G 接入.2G 硬防接到 1G 光纤上也是只有相当于千 M 硬防的效果.但是随着线路的扩充硬防的

效果也会跟着提高.但是最高限度为 2G 

  (三)江西三线从运营到今天所经历汇总: 

  江西三线机房我们是 2006 年 6 月中旬拿的资源到今天一年多了.中间出现的问题不管是

线路不稳定还是客户不满意.或是客户发贴发广告骂我们也好.但是作为新机房我们一直在努

力，一直在解决。中间有两次调整,网络质量短暂改善,但是维持的时候不长.希望有对江西多

网不满意或是比较看好江西多网机房的朋友,听我给大家说下江西机房这 5 个月来的经历. 

 

  2006年 6月中旬左右江西多网机房与中国信息港正时合作运营江西机房前一个月也就是

到 7月 15号左右江西机房速度稳定性相当不错.也得到了很多网络朋友的认可。 同时很多 IDC

同行也都比较看好这个机房.并且很多散客户也都是在这个机房租用或是托管.IDC 拿的都是

http://reg.red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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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但是好戏不长.于 7 月底 8 月初线路出现问题.电信线路一直都是可以的.出现问题的线路

(网通+铁通)最早的时候铁通网通用的 IP是:222.49.118...但是出现丢包很严重.导致客户无法正

常的使用.作为新机房出现问题相信很多人也都能理解.客户也是很支持我们.中间我们调整线

路.直到换新 IP(铁通+网通)就是现在用的 58.17.32...机房扩充线路重新拉江西省网通的线路中

间整整用了将近 2 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到 10 月初线路调整完毕.同时又买了台遐迩千 M 双核心

硬防. 为了防止攻击特花费几十万来投资硬防.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完善我们的网络质

量，让客户能够尽早受益！ 

景 德 镇 电

信机房 

九大电信 A 级数据中心，带宽充足，群集硬防，安全性高，为您提供 7*24 小时无休服务。

机房位于中国瓷都景德镇的市中心电信新大楼 8 楼 IDC 中心，30G 直连 CHINANET 骨干网，

2000平方米的超级数据中心，我司委派 3个技术驻机房 7*24小时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4G 硬防，为您提供全方位安全防护，思科核心设备接入，华为交换设备直连服务器，为您提

供强大的交换能力，灵活 M-G 级独享带宽供您选择，满足各种客户需求！ 

赣 州 电 信

机房 

机房位置: 赣州电信 IDC（多网数据）机房地处交通便利、环境优雅的黄金新区.座落于章江

南大道赣州电信互联网数据中心 9 楼.可乘做 3 路,15 路公交车到水南新村下. 

   

  机房状况: 机房由中国电信赣州分公司投资 8000 万元，于 2006 年建设了互联网数据中

心（简称 IDC）。机房按物理位置分为：核心设备区、VIP 客户托管区、普通客户托管区、客

户操作监控区等多个功能区。 

   

  机房优势: 多网数据自主经营机房,机房已经安装 8G 的绿盟黑洞及傲盾防火墙. 值班工

程师 7x24 小时轮流值班服务. 江西赣州电信 IDC 数据中心依托 CHINANET 骨干网（CHINANET）

为接入平台，所提供的机房环境、设施、接入带宽、技术支持等在整个江西都是一流的。企

业用户的主机通过托管在我们的机房接入互联网，实际上就是直接接入到中国电信的

CHINANET 的骨干网上，其主机能享受到的带宽速率、服务质量、技术支持是一流的 

  机架规格 :标准 42U,每个机架可容纳 20-23 台服务器设备. 

  交换机: 拥有思科 12000,华为 S9306 及 S8016. 

  防火墙: 8G 的绿盟黑洞及傲盾. 

   

  网络资源:  

  (1）20 光纤双路由直连国家骨干网接入，  

  （2）高端路由器支撑 IDC 内部骨干网络  

  （3）IDC 内部重要网络设备采用双点备份，避免单点故障，增强网络可靠性； 

   

  网络监测: 网络运行监测服务提供 7X24 小时的网络运行监测，分析网络在使用高峰期间

的负载承受能力。网络运行监测不仅能提供网络运行现状的分析，而且能提供 WEB 访问者的

相关信息，这种监测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网管系统，它能够监测服务器，网络设备，甚至应用

系统的使用状态，并且在故障出现时启动报警系统通知技术人员及时排除故障，这是数据服

务中心管理监测的核心之一。 

   

  电力保障: 采用双路 UPS 电源直接向机柜供电，大容量的 UPS 可以提供 4 个小时的在线

电力保障。所有机柜单独直流接地，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每个机柜足够的电 力供

应，留出足够的电源插座。机房设有备份柴油发电机组，可以进行持续的在线发电，完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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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电信机房的电力保证标准，承诺 99.9%的持续电力保障。 

   

  安全保障: 使用技术领先的门禁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电子感应锁，自动识别客户身

份并对客户进入时间等详细资料进行记录。所有机柜和 VIP 包房都有独立门锁，保证 了客户

托管主机的安全。  

   

  空调系统: 7 万大型专业空调 24 小时运转保障机房恒温恒湿 

   

  消防系统: 七氟丙烷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机房各项指标达到一级标准，设备运转高度安全 

 

 

第三部份：域名注册服务机构 

域名服务，作为互联网接入的网址服务，承载着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纽带。 

虽然紧领中国域名之都—福建厦门，但整个江西市场的域名注册服务还是力显低端。 

2000 年，随着华夏互联自主构建的 DNS 服务器开通，江西正式宣告没有提供自主 DNS

解析服务市场的空白（非电信企业）。 

目前江西省内域名注册服务，均以二级分销为主，即主要承载上级分销。 

其中分销的来源有三大系： 

新网系：由新网宁波公司负责，近年来在新网宁波公司大区经理葛国祥先生的精心耕

作下，新网的销售体系由不足三成，渐成气候，成为最稳定的代理营销队伍。 

万网系：由于万网普遍的代门槛代理机制，域名代理队伍参差不齐，目前正面临一个

整顿的形态。 

新网互联系：早期过度的炒作、再加上“手机域名”的不实运作，虽然是三家中唯一

在南昌设立分公司的机构，但已呈现下滑趋势。 

在域名市场，新网宁波公司片区经理葛国祥先生有一个经典的论述：代理商做的是稳

定加服务，而仅仅靠低价的运作换来的只是低端的市场。 

目前江西域名市场注册主要受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基础的硬件投入：目前江西省内除了华夏互联 hx008.cn 具备自主 DNS 域名

解析服务器外，还没有其它任何一商家提供解析，域名的解析权受制于它方，发

布处处受制，更无法为用户提供可靠的 DNS 解析服务。 

二、缺乏品牌意识：大多数域名 IDC 服务商主要业务不是域名，而是以服务器租用托

管为主的“大件”服务，而忽视了域名这一市场。 

三、受制于基础业务成长：基础业务的市场成长，决定了域名业务的成长，企业没有

长期的运营规划，从而使本省的客户外流，而本土企业缺乏向外的业务张力，从

而造成了市场空间日益变窄。大多数商家以低价销售，甚至是以进价销售，目的

是期待以此带动主机服务器的销售，从而使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崩溃，不能建立

起良好的域名价值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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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网站开发及语言基础研究 

网站开发市场，江西由三大体系组成： 

一、 政务集成商 

政务集成商主要以传统的政务系统开发为主要目标，其客户主要面向政府、事业单位

和大型国有企业展开营销，这类客户的基本营销行业主要以维护客情、围标应标为主。 

在这样的基础上，本土政务集成商如先锋软件、泰豪集团、金鼎软件走的都是一条快

速下降的抛物线轨迹。有的改行不再做软件、有的直接投身教育、有的则三五年后业务直线

下降，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研发体制，完全以应付政府投标为主，过度的依赖人脉关系，显

然不能承载起一个产业的进步。 

 
http://wopingit.com/tag.aspx?tagid=feeea9df-8b39-44f9-89bb-27ea8c07017b&companyi

d=a86376d0-450e-49cb-9e3b-d2e86be9c5c5 

 

二、 业务型推广型开发商 

业务推广型开发商，其团队基本上以销售为主，而技术上以整合集成为主，同时还采

用外包的方式处理业务。 

其中典型的有北京中企动力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该公司在南昌保留了近二百人的销

售团队，而技术研发则以北京公司为承揽平台，其开发的 WEB 产品也是采用智能建站这样

的平台，技术原创性无法与市场的发展相匹配。 

这一部份厂商占市场的大多数。 

三、 专注型技术研发厂商 

2009 年是江西省唯一自主知识产权逐浪 CMS 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其系统经历了三

个版本的发展演进，并得到了 CSDN、凤凰网、网易科技等多家一线平台的认同。 

作为江西省内唯一一家以通用 WEB 软件为定位的厂商，逐浪 CMS 的母体—江西聚合

实业有限公司，依托华夏互联的开发团队，走的是一条扎实的研发道路，通过多年的研究创

新，打造出了江西 IT 之魂。 

行业软件：江西市场的软件以此为主，根据一项通过，近九成的软件著作权认证均由

公司网站一

年没有更新 

http://wopingit.com/tag.aspx?tagid=feeea9df-8b39-44f9-89bb-27ea8c07017b&companyid=a86376d0-450e-49cb-9e3b-d2e86be9c5c5
http://wopingit.com/tag.aspx?tagid=feeea9df-8b39-44f9-89bb-27ea8c07017b&companyid=a86376d0-450e-49cb-9e3b-d2e86be9c5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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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软件，且并非公开销售的软件。 

市场缺少研发精神，已成整个江西的软肋。 

第五部份：年度点评 

年度最退步网络营销方案：小刀在线 

小刀在线（www.ncdiy.com）是江西省内一个以服务于电脑攒机市场的网站，近年来，

由于没有年到技术的进步和社区变化，网站流量直线下降，目前已在江西省同行站点中逐渐

下滑。 

 

年度最进步网络营销方案：博士男科医院 

博士男科医院依靠与华夏互联的紧密合作，通过 www.bsnkyy.com 这个营销平台，快

速的建立了自主的网络营销体系，并成为江西省内第一家以.net 为技术内核的医院营销门户。 

而其竞争伙伴—南昌市第五医院只采用成都风讯 CMS，其使用的 ASP 系统跟不上营销

脚步，后期采用的平台亦无法达到逐浪 CMS 的技术内核水准，无论是站点质量、内容更新、

媒体推广力量还是技术水准，都落后于博士男科。 

 

年度最新锐网络营销方案：AutoMT 汽车网 

www.automt.cn 是江西省 2009 年发展最快的汽车垂直门户，该网站凭借专业的图库、

资讯、数据，为用户提供了专业的汽车信息数据服务，赢得了客户尤其是广大汽车经营销商

的认同。 

做经销商的专业媒体伙伴，AutoMT 汽车网已经成为江西网民上网了解汽车的最佳门

户。 

 

年度最成功网络营销方案：妆点网 

妆点网是目前江西省内流量最大的网站，其通过买断网易、QQ 等网站的广告，然后

通过分销产品、面向城市青年群体开展营销，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虽然背后依靠着庞大的广告投入拉动，却依然是整个江西互联网的一阵新风，带动了

行业的创新之路。 

 

年度最失败网络营销方案：外包在线 

外包在线是由“中国软件的先锋”—江西先锋产业集团运作的项目，其域名是：

www.obpo.com。 

先锋软件企业希望借助这个项目，能够将这个日渐与“软件”毫无关系的企业再次送

上 IT 之路，并通过与政府结盟、央视天天故事会节目广告宣传、美女 CEO、上海挖角等事

件来进行营销宣传。 

然而，再漂亮的枕头也还是绣花枕头，最终这个项目没有做成，连其自身的网站都没

有看到真正的成品，成为本年度最可笑、可悲的江西 IT 闹剧！！！ 

从这一案例中也可以看到南昌、江西市省两级政府对于 IT 企业的扶持把控不准，为了

一个“南昌服务业基地”的牌子，毫不顾技术专业，胡乱规划，过于浮虚，造成投资的极度

浪费。 

http://www.ncdiy.com/
http://www.bsnkyy.com/
http://www.ob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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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深远网络营销方案：炎黄在线服务器推广案 

炎黄网络不是江西企业，来自安徽的 IDC 厂商，看准了江西市场的潜力，多次通过赞

助站长大会等机会，积极的推广其 IDC 产品，利用市场的“外向偏好”心理，承销江西电信

地市公司的部份机房业务，准确的抢占市场，更为精巧的是，本土企业却无人呼“狼来了”，

可见营销之准确，被评为本年度最深远网络营销方案。 

 

年度最经济网络营销方案：江西律师网营销方案 

江西律师网（www.nc148.com）由南昌朗秋律师事务所、刘平律师主持的地方律师网

站，网站以提供公益的法律信息服务为己任，并为同行提供律师服务。 

多年来，江西律师网先后在与“三面向恶意版权案”等为代表的民声案件中代言弱势，

正义建站，赢得了省内外诸多企业、个人的好评。 

 

年度最精确网络营销方案：保时洁 

保时洁(www.clean100.com)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博大的经典网络营销案例。 

保持洁企业，凭借准确的 SEO、逐浪 CMS 优化，成为江西一流的保洁公司实业营销典

范，企业通过少量的投入赢得了丰厚的回报和订单，堪成同行典范。 

 

 

 

[以下无正文] 

http://www.nc148.com/
http://www.clean100.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