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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六届软交会上，业内人士热议行业发展——

软件业：新技术催生新格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苏大鹏

近年来，我国软件行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行业

发展的重要风向标，第十六

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

交易会上，新IT技术构建的

新产业形态，数据经济共创

共享共赢，“云+网+端”的企

业业态跨界整合等问题受到

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6月12日至15日，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在大连举行。
以“软件定义智能新时代”为主题，本届
软交会云集了国内外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5G、网络安全等领域的
著名专家、知名学者等资深人士。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软交会
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软件及相关
产业新技术、新思维、新模式的同时，前
来参会的业内人士还围绕我国软件和服
务外包产业发展展开了深入思考和讨
论，传递出我国软件产业实力显著增强、
软件技术新变革不断涌现、相关产业格
局变化趋势等重要信息。

软件业价值链跃向高端

在本届软交会期间，商务部服贸司
专门举行发布会介绍我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发展情况，指出我国软件信息
技术服务业实力显著增强。据介绍，在
2017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
成软件业务收入 5.5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9%，全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接近
11%。商务部服贸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然自“十三五”开始以来，我国软件出
口增速趋缓，但软件出口实力明显提升，
价值链持续向高端跃升。据介绍，目前
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呈现跨越式增
长 ，由 2011 年 首 次 突 破 10 万 件 ，到
2016年突破40万件，2017年突破70万
件。2017 年工信部发布的中国软件业
务收入前百家企业中，超过100亿元的
企业达 9 家，百强企业中有 40%企业收
入增长率超过20%。

软件业增长态势明显，实力显著增
强。参会的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明
显感受。

作为连续 16 届中国软交会的举办
地，大连是我国软件产业高速发展的地
区之一，当地软件业发展就是我国软件
产业的缩影。近 5 年来，大连的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收入平均年增长达 10.2%。
目前，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已超
千亿元，相关企业达2000多家，从事软
件及相关产业人员超20万人。英特尔、
IBM等119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大连投
资，戴尔、爱立信等20余家跨国公司的

服务总部设在大连，大连还一直保持每
年至少5家跨国公司软件和信息服务机
构的引进速度。

据悉，华为集团目前从事研发的人
员将近14万人，去年研发投入累计接近
900 多亿元，今年预计会达到 1000 亿
元。在强大研发投入支撑下，企业的软
件产业已经形成一系列优势产品，华为
集团副总裁杨瑞凯表示，目前正通过云
服务形式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中车公司副总裁楼齐良表示，作为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国中车主动融入
世界数字经济。目前，该公司已经成立
数字公司、工业互联网公司，基于工业互
联网平台构建了中车制造体系，明确了
中车数字产业发展蓝图，包括中车互联
网工业平台，智能工业链、智能制造、智
能产品、智能运营服务，致力于实现工业
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产业生态圈。

新技术引领行业新变革

在本次软交会开幕式上，商务部副
部长王炳南表示，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
加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
融合，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同经济社会发
展正在实现历史性交汇。“软件是信息技
术的基础，以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
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模式是科技革命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也是产业变革的亮
点。”王炳南说。

软交会期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技术一直是关注热点，记者在展区看
到，人工智能新一代软件产品特别受欢
迎。大连大华中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复合型助老助残机器人是一款紧凑
型智能复合机器人平台，可全方位移动、
在三维空间内取物、智能避开障碍物、实
现人机智能交互。在由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海归博士创建的大连云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展区，记者看到自主研发的无线智
能感知硬件及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平台
可实现温湿度、光照、震动、加速度等高
精数据实时采集上传。

据了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
术在我国也面临一系列发展难题。中国
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
部主任高文表示，人工智能的入门门槛

并不高，因为有很多系统、代码都是开源
的，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但是在个
性化需求，以及进阶的深度学习等方面，
很多中小型企业难以逾越。高文认为，
政府、企业应该协同开发一个国家级的
开源平台，为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作出
实际贡献。

正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
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
现，不断推动软件及相关产业加速转型
升级。

对于新技术，用户市场正表现出相
当的期待。希捷科技全球副总裁黄俊表
示，目前92%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不同
业务领域采用人工智能。同时，有99%
受访者期待在未来 12 个月内采用或者
增加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我国企业同样
对人工智能的市场前景看好，有90%受
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将在未来3年内对其
组织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有三分
之一受访企业有大量专门用于部署人工
智能的预算。

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与软件相关
的技术变革，产业业态和模式正在发生
重大变革。对此，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
山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快
速朝着智能和智慧方向发展，随着需求
不断深化和拓展，其结果一定是软件产
业的大发展。软件产业在中国经历了
20年大发展之后，我们还将迎来比较快
的增长速度。同时，软件内部行业结构
将发生变革，软件企业也将面临重新洗
牌。”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以区块链业务
为主营业务的区块链公司数量达456家，
产业初步形成规模。随着区块链技术创
新发展逐步成熟，产业应用的实际效果
愈发显现，区块链的应用已从金融领域
延伸到实体领域，其中包括电子信息存
证、版权管理和交易、产品溯源、数字资
产交易、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
等领域。区块链技术已开始与实体经济
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一批“产业区块
链”项目。

上下游深度融合前景无限

软件行业并不是孤立静止发展的行

业，未来将呈现终端厂商、运营商等行业
上下游企业深度融合、携手前进的局
面。小米本次带来小米 8 旗舰机和 75
寸小米电视来到软交会现场，电视全面
植入小米人工智能AI系统，可以用语音
控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一
直是软交会的常客，这些企业对于小米
手机的发展同样有推动作用，随着移动
5G网络技术逐步成熟，小米下一代手机
将偏重于5G网络的产品研发。

用高端技术软件赋能传统企业，进
而打造出新的发展模式，是很多软件企
业打开市场、挖掘行业潜能的一个重要
渠道。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郑时雨有自己的想法。“原来包人包活
的模式是不够的，一定要创造一种新的
价值，我们要把我们过去 IT 的基础、业
务流程的基础与数据很好结合起来，把
我们的客户从 IT 服务内容转到数字创
新中心上来。”亿达信息帮助全球最大农
药和种子公司先正达做成数字化农业企
业，让先正达的经销商用户可以及时了
解企业动态，实时更新物流信息，在线查
看数据报表，提高了用户满意度。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连续四
年位居世界第二位，2017 年达到了 4.7
万亿元。王炳南表示，软件业前景无限，
要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
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继续大
力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国务院刚刚批复
了17个国际贸易发展试点地区，重点推
动六个方面的推进决策和 31 项试点内
容，着力打造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新高
地。“要用好服务贸易发展引导基金，在
全国推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扩大规模、提升水平，同时采取
措施，扩大先进技术进口，主动利用国际
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
新。”王炳南说。

软件技术外包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服务贸易重要领域。2017
年软件服务外包金额达到了 364 亿美
元，同比增长10.2%。王炳南指出，未来
要推动服务外包延伸，拓展服务外包业
务领域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同时积极承
接全球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提高国际化
水平，力争到2020年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

产量世界第一，但行业集中度低

从“茗”牌到名牌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刘 瑾

来自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茶园面
积占世界的60%，居世界第一，有20个省份、900多个县产
茶，是世界上唯一生产绿茶、白茶、青茶、黄茶、红茶、黑茶六
大茶类的国家。2017年我国茶叶总产量达到261万吨，占
全球的40%左右，茶叶消费量180万吨，出口30多万吨，是
世界上生产种植和消费茶叶第一大国，出口第二大国。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我国茶叶的产量在增加，品质在提升，品牌在发展，新
产品研发成为热点，茶叶深加工和茶叶衍生品等多板块轮
番发力。但是生产和消费的地域特征都过于明显，主要表
现为公共品牌很响，企业品牌没有跟上，“有名茶、无名牌”
的短板始终困扰着茶产业的发展。

“我国茶叶市场集中度很低，企业技术水平不高，研发
和创新能力比较落后，市场推广引导能力弱。”王庆表示，尽
管现在每个产茶大省都有一两个大品牌，如华祥苑、巴马、
大益、泾渭等，但整体来看茶叶品牌过多，有的一个县甚至
就有上百个品牌，不利于行业发展。

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做大做强茶叶等优势特色
产业，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
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
提升传统名优品牌。

“今后茶叶品牌将逐渐呈现兼并态势，要让企业品牌能
够跟得上，鼓励企业品牌做大。”王庆表示，这既要靠市场，
也要靠政府有序推动。

标准化是整个中国茶叶的软肋。多位业内专家表示，
标准化可以解决茶叶从种植、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系列问
题，中国茶叶产品从安全质量、等级标准、理化指标等方面
都应该是一致的。中国茶要发展，将来一定是标准化基础
上的工业化模式，向中外消费者讲好中国茶的故事主要靠
标准，这就需要打好文化牌，特别是科技牌。

“从茶叶消费角度来讲，市场还不够规范，品牌要更注
重口碑。”王庆表示，茶叶流通协会每年评选诚信企业，今年
还成立了中国茶叶产业集群品牌联盟、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品牌发展工作委员会，专门帮助会员协调解决品牌建设发
展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升茶企品牌效益、扩大茶业品牌影
响力。

王庆表示，近年来茶叶消费市场稳步扩大，消费人群接
近4.7亿人，同时消费人口向低端化年轻化发展，茶叶的市
场前景非常广阔。2018年作为茶叶流通协会确定的“中国
品牌年”，将重点围绕“名牌、名企、名家、名区（县）、名店”五
项重点开展工作，着力打造一批知名茶叶品牌、知名企业，
促进“茗”牌向名牌转化。

本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日前，综合水处理服务提供
商博天环境公告收购高频环境70%股权，这是博天环境在
集成电路产业等高技术水处理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随着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看好高技
术水处理市场，开始着手战略布局。

集成电路产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性产业。我
国集成电路在产能和技术上与国外尚存在明显差距。有机
构预测，2018年对国产芯片市场的需求规模估计在450亿
元左右，考虑5年的存量市场替代，市场总规模达2250亿
元以上，替换空间巨大。

据了解，集成电路产业水处理需求主要包括两块，一是
生产工艺中需要的超纯水制造，一是生产后端的排放废水
处理。芯片生产过程中水质要求高，用水量巨大，需要大量
超纯水，且水的重复利用率不高，大量废水排出对环境造成
了影响。因此，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对水处理技术要求非常
高，这关乎芯片质量。2017年10月份，新的《电子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经过2次征求意见后发布，对该行业的废水
处理要求有明显提升，政策的倒逼作用将促使部分存量芯
片企业水处理设施改造，同时新的芯片项目也将选择更优
的废水处理方案。

据集成电路产业专家介绍，芯片和液晶面板生产线单
条投资一般都会达到百亿元，相关水系统直接影响产品的
品质和性能，所以客户对于超纯水和废水系统供应商的业
绩和经验要求非常高。两大行业中超纯水系统和废水处理
系统所需投资占到项目总投资2%至3%左右，市场总量将
超过100亿元。

集成电路水处理市场前景可期

甘 肃：

新能源现货交易降低“双弃”率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王彦民

今年前5个月，国网甘肃省电力
公司共组织 1700 笔新能源现货交
易，成交电量20.77亿千瓦时，占国家
电网范围内电力现货交易的46.5%，
成为全国新能源电力现货交易最大

“供应商”。
新能源现货交易是在中长期交

易的基础上，由电力调度机构根据省
内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申请，按照价格
匹配西北区外的购电需求，达成第二
天或当天的新能源电力交易，这是以
市场化手段解放生产力、促进绿色发
展的生动实践。

2017年8月份，我国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组织新能源富集地区的风

电场、光伏电站、电力用户参与日前
和实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充分利用
特高压输电通道外送新能源。甘肃
省内 227 家新能源发电场站当时全
部接入现货交易系统，2017 年甘肃
新能源现货交易32.7亿千瓦时，占全
国交易量的46.1%，当年就成为新能
源现货交易的最大“供应商”。

“新能源现货交易的好处在于，
在不增加硬件投资的情况下，通过
市场机制建设，有效降低了新能源
弃风弃光率。”国网甘肃电力调度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 1 月份
至 5 月份的新能源现货交易电量占
甘肃全省新能源发电量的 15.8%，
降低甘肃省弃风弃光率12.72%。通
过现货交易减少的弃风弃光电量，
相当于为甘肃省内新能源企业增收
3.5亿元。

近年来，甘肃新能源发展迅速，

存在“装机规模大但省内用电负荷
小”的产业瓶颈，省内新能源外送愿
望强烈，国家电网公司搭建的全国电
力现货交易平台则为甘肃新能源外
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甘肃电力调控中心调度计划
处副处长杨春祥介绍，在国家电网公
司的支持下，国网甘肃电力充分利用
新能源全网调度的优势，采取了一系
列的创新措施，开展新能源西北电网
统一调峰、统一调度，提升了甘肃河
西地区电网的输电能力，降低了甘肃
火电开机率，大幅度提升了新能源消
纳能力。

记者了解到，国家电网公司对甘
肃新能源外送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加
大，除了组织签订中长期跨省跨区电
量交易合同，在国家电网范围内日前
交易、实时交易、现货交易、置换交易
规模也在迅速增加。

第十六届

软交会登录处

现场。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牛沙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30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68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5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通盈街302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01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72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东大街7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1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望丛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21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71
批准成立日期：1988年07月2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西大街318-324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1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郫都犀浦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72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73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5月0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珠江东街153、155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1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幸福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63
许可证流水号：00563870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8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258号、260号、262
号、262附1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06月13日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金沙支行
机构编码：B0207S3511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62762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5月22日
住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西区B-05地块溢香谷3幢1
单元1层10号、11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宜宾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8年05月25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
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