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规模迅速扩
大，企业实力不断提升，涌现出一
批竞争力强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
行业应用持续深入，质量效益全面
跃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
软件业务收入近5万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超过4万家——

“软”实力成为经济发展硬支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防刷单技术屏障，其反刷单系统识别准确率已达
99%以上。腾讯搭建“互联网+医疗”开放平台，利
用自身强大的社交平台和大数据技术为医疗产业提
供互联网化的后端服务。奇虎 360 凭借大数据技术
和自有基础设施采集市场主体疑似违法违规信息与
社会共享并推送到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软件无处不在，将带动产品、业态、模式不
断创新，刺激新需求，实现精准供给，催生分享
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等新型网络经济模
式，开启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谢少锋说。

信息消费不断升级

①
从支撑“双 11”巨大交易量的大数据，到人机对
弈围棋赛背后的人工智能；从外国学生津津乐道的
共享单车，到大街小巷通用的手机支付……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无疑是当下创新最为活跃的产业之
一，已成为引领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
核心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软件业务收入近 5 万亿元，企业
实力不断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4 万家，创新能力
大幅增强，涌现出一批竞争力强的创新性产品和服
务，行业应用持续深入，质量效益全面跃升，在由大
变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是建设制造强国和
网络强国的重要支撑。”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
司司长谢少锋如是说。

产业规模迅速壮大
谢少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推动软
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
深入推进
中国软件名城建设，充分发挥地方发展积极性；
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等举措，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规模、质量、效益实现了全面跃升。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业务收入从 2012 年的 2.5 万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4.9 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
1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2016 年达到 2.51

万亿元，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的 52%；
云计
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快速兴起和发展。
软件企业数达到 4.28 万家，
比 2012 年增加了 1.45 万
家。2017 年 1 月至 7 月，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完成软件业务收入29914亿元，
同比增长13.5%。
“同时，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中国软件名
城示范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全国 8 个软件名城业务
收入合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 60%。云计算、大数据
应用加速落地和普及，为产业发展汇聚新动能。在
软件的带动下，2016 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3.9
万亿元，对 GDP 增长直接贡献 0.26 个百分点。”赛迪
智库软件产业研究所分析师吕海霞说。
创新能力方面，2016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
数量达 40.78 万件，是 2012 年的 2.9 倍；软件业务收
入前百家企业共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005 亿元，是
2012 年的 1.76 倍；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
资 122478 元，首超金融业跃居首位，是 2012 年的
1.52 倍。
5 年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骨干企业还
加快了全球化布局，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面向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的支撑能力大幅提高。
据吕海霞介绍，多个大企业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华
为、联想已经成为全球最佳品牌的百强企业。涌现
出了一批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独角兽”企业，在全
球上市互联网企业市值前 10 强中我国企业占到 5
家，分别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网易。

技术创新不断突破
走进山东济南浪潮集团总部宽敞明亮的办公大
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面高高的
“标准墙”和
“专
利墙”。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兴山对记者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浪潮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加速企业数字
化转型为战略核心，布局产品云化和智能制造两个
重要方向，从大数据到“互联网+”，再到构建企业智
慧大脑和助力企业上云，不断进化战略产品，5 年如
一日。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正步入加速创新、快速
迭代、群体突破的爆发期，加快向网络化、平台化、服
务化、智能化、生态化演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等快速发展和融合创新，先进计算、高
端存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神经科学等新技术加
速突破和应用。”吕海霞说。
5 年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不断实
现技术创新，积极参与全球技术路线主导权、价值链
分工、产业生态的竞争，抢占未来发展的主导权。
比如，阿里云利用飞天技术平台的大数据技术，
构建异地双活技术和基于大数据支撑的全链路压力
测试体系，实现了“双 11”每秒钟 17.5 万笔的订单交
易和每秒钟 12 万笔的订单支付。京东利用大数据
打击黄牛与刷单，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用户社
交关系网络和交易风险行为，形成一个完整可靠的

吕海霞认为，以数据驱动的“软件定
义”正在成为融合应用的显著特征，软
件
“赋能”
“赋值”
“赋智”作用日益凸显。
“5 年来，软件技术加速向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点行业领域渗透融合，有力
支撑了电力、金融、税务等信息化水平
的提升和安全保障。”谢少锋分析说，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有效提高了制
造企业精益管理、风险管控、供应链协
同、市场快速响应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加速催生融合性新兴产业，促进了信息消
费迅速扩大，移动出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
开放平台不断涌现，网上政务、远程医疗、在线
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加速发展。
具体来看，基础软件已大规模应用到党政机
关及重要行业领域。以 WPS 为代表的办公软件，在
政府和企业应用上取得重大进展。阿里 YUNOS 使
用超过 7000 万套，成为继安卓、IOS 以后第三大智
能终端的操作系统。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等重大
应用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信息服务领域创新活跃，
涌现出微信、阿里云等一批创新和技术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在工业研发设计、生产流
程、企业管理、物流配送等关键环节的应用不断深
化，企业两化融合迈向集成应用新阶段。据吕海霞
介绍，目前，航天、航空、机械、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等
行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 85%，钢铁、石化、
有色、煤炭、纺织、医药等行业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
率超过 65%。大数据在各行业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深
化，金融、电信、政务、电子商务、教育、医疗、能源等
诸多行业纷纷利用大数据提升服务能力，取得了明
显效果。如苏宁易购通过大数据系统进行差异化实
时定价，广发银行联合百度开发百度 100 指数系列
基金。
在软件的带动下，信息消费能力不断升级、潜力
持续释放，已成为当前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猛、辐
射最广泛的经济领域之一，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和
引领产业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信部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2016 年信息消费
规模达到 3.9 万亿元，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 2013 年
的 6.4%提高到 9.2%，平均增幅达 21%，为同期最
终消费增速的 2.4 倍，对 GDP 增长贡献约 0.26 个
百分点。基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费
快速增长，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26 万亿元，网络
零售交易额突破 5.1 万亿元。

图① 联想移动互联（武汉）生产基地贴片生
产线。
图 ② 江西鹰潭在很多自然村安装了基于
NB—IoT（窄带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垃圾深埋桶，在
桶容达到80%时自动发出信号，环卫人员接收后便
会及时赶来转运。
图 ③ 游客通过扫码支付进入无人值守的
NB—IoT智慧停车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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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钱直儒：

新技术正改变你我生活

式的5年。
此前，伴随着沪深交易所成长的中国金融软件公
司，基本都是以软件起家，通过出售软件，建立公司的
商业模式。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数据最大的市场之
一，各个行业的存量数据巨大，并呈现爆发式增长。
顺应这个趋势，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的证券业务在坚持传统的金融外包、系统集成
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以开放的态度积极拥抱着金融
行业因为数据而发生的产品、商业模式等变化。我
也得以在这个平台上不断历练，和同事们一起实现
2010年，我加入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 金融业务转型。
公司旗下北京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金融事
当下是智能硬件的时代，软硬产品形式正在发
业部。近5年来，我深刻体会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生革命性变革。因此，这几年，我带着小伙伴们坚持
务业正加速向金融、税务等重点行业渗透融合。这5 金融创新，以软硬件结合的产品——国产化的、安全
年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业 的、智能的数金一体机为切入点，以金融数据为基础，
态、新模式的5年，也是我不断学习新知识、挑战新模 希望为用户提供“硬件为先、云为先、智能为先”全新

体验的个性化金融业务。
如今，我们的产品已经改变了传统的金融服务
模式，开创了基于C2B的成熟服务模式，提供按需定
制、个性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简单来说，用户不需
要自己去对比各种复杂金融软件提供的数据，也不
用再花费昂贵的软件授权费，只要把自己关心的数
据需求提交给数金终端、数享APP就可以了。在任何
可以上网的地方，用户都会实时接收到我们根据用
户需求提供的数据服务。
5年的时光，让我深刻体会到，互联网、大数据等
新技术的交叉和融合正在改变着传统的金融行业，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金融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它可以变得更简单更贴心。我们还有更多的事
情要做，更多的问题待解决，同时也有更宽广的空间
去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本报记者 黄 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