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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数据产业增幅全球领先——

互联网服务实体经济前景广阔互联网服务实体经济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李芃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20 年，我国“三新”经济

增加值再创新高，占 GDP比重目

前已超过 17%。可以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经济增速

率先实现由负转正，与近年来以

“三新”经济为主体的新动能蓬勃

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三新”经济，是指以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

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自 2018 年

我国首次公布“三新”增加值以

来，这一数据保持了连年增长，展

现出旺盛活力。

网络购物、在线教育、互联网

诊疗、远程办公、数字娱乐、无接

触配送……“三新”经济已渗透到

衣食住行娱各领域，在便利人们

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同时，也提升

了经济运行效率，带来大量新的

有效供给和投资消费需求，成为

经济增长新引擎。借力新技术、

新业态，许多传统产业得以重塑

研发和生产经营方式，实现“老树

发新枝”，工农业生产、对外贸易

等纷纷开辟出新的市场机会。

以外贸为例，近年来我国外

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其中

跨境电商规模 5 年增长近 10 倍，

企业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定制

化、个性化商品快速增长。新业

态新模式促进了外贸转型升级，

尤其在疫情冲击下为稳外贸等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领域，在

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带

动下，徐闻菠萝、潜江小龙虾等多种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变

身“网红”，线上销量大幅增长，大大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

之路。数据显示，2020 年，“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为7423亿元，比上年增长11%，占比为4.39%。

又如，基于网络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撑了新

型消费逆势快速发展，且潜力巨大。加快发展信息消费、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

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将为消费市场的未来发展打开更大

想象空间。再如，顺应人口老龄化加快趋势，“银发经济”

成为新蓝海，通过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智慧养老等新

业态正迅速崛起。

拥抱“三新”经济，就是拥抱未来经济。“三新”的基础

在于“新”，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让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公平竞

争，引导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打造发展新优势

和新机遇。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进展，已建

成全球最大光纤网络、4G 网络和 5G 独立组网网络。”近日，在

2021 中国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如

是说。

技术创新亟待提升

日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

我国互联网行业实现快速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全面覆盖，移动

通信总基站已达 931 万个，IPv6 规模部署广度不断推进；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市场规模达39.2万亿元；网民规模稳定增长，互

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70%。

“网络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为我国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坚实

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

铨介绍，我国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已达到 98%，光纤用户占固

定宽带用户比例超过 94%，已建成 5G 基站 91.6 万个，5G 连接

数已超过3.65亿，占全球的80%。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何桂立看来，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了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有力支撑了传统制造业

和国民经济各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石。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为互

联网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互联网企业强劲的创新活力让网络

迅速融入人们生活的各类场景，并形成新的商业和服务模式。

而庞大的应用场景和消费需求也倒逼企业不断学习新技术。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快与互联网

深度融合。《报告》显示，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3031亿元，同比增长 15%；云计算市场规模达 1781.8亿元，增速

为 33.6%；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718.7亿元，同比增长 16.0%，增幅

领跑全球大数据市场。

“在强大市场的推动下，我们的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但

我国在技术与产业能力方面仍存差距。”余晓晖说。

邬贺铨认为，我国互联网企业依旧面临诸多发展难题，一

方面，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另一方面，对实体经

济的支撑不够，大部分还停留在消费互联网层面。

为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冰建议，互联网行业要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高端芯片、网络切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技

术突破。围绕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技术创新、业务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推进产业链协同

创新发展，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着力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

在应用需求的牵引下，在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驱动下，与工业和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将是互联网下一步重点

发展方向。“面向实体经济的互联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这也与

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邬贺铨表示，发

展产业互联网不能照搬消费互联网的模式，必须脚踏实地耐心

做事。而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互联网企业虽然懂 IT，但未

必懂制造业，这就要求互联网企业转变思维方式，尽快培养一

批既有技术基础又有工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

认为，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通过优化配置资源，降低企业

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数字平台对传统制造业产生的颠覆性赋能源于其自身的

‘五全’基因。”黄奇帆解释说，全方位的信息系统能够对各类生

产活动进行全时域、全流程数据采集，而将数据变成有价值的

信息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全智能的解析挖掘。如此一来，数据通

过对制造、金融、物流等行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可以为产

业链带来1%至10%的新产出，形成全场景价值链。

余晓晖认为，互联网对产业带来的最大价值是变革创新范

式。“当基于互联网数据驱动的敏捷性和智能化程度与传统制

造业结合后，通过对数据的建模分析，将实现从生产制造、经营

管理到产品服务的资源协同，从而形成新的创新范式。”余晓晖

说，新范式更多体现在企业形态和产业组织方式的变化上，企

业利用互联网已经可以共享订单、产能，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

的价值匹配、企业内部边界都会被打破重构。

在数字化采购行业深耕多年的阳光印网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张红梅对此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通过数据采集和算法

分析能够帮助企业精准匹配供应商从而降低采购成本，同时供

应商在得到更细化的产品需求时可以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制造。

根据麦肯锡对全球首席采购官分析结果显示，端到端的

数字化采购可节省企业 20%至 30%的采购成本，节省工作人

员 30%的操作时间，更重要的是减少 50%的漏损。“打通采供

的商业边界带来效益是数字化为企业带来的真正价值。”张红

梅说。

未来发展兼顾“快”与“稳”

过去 20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但

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隐忧，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快”

与“稳”的关系，与会专家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互联网行业已经开始从早期的利用人口红利快速复制阶

段向融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转变，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门槛

和所需的专业知识，因此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拓展。”余晓

晖说，企业需要坚持长期主义，但长期主义并不意味着发展放

缓。例如，华为在3G时期坚持很久才获得回报，但后续迅速成

长为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

在黄奇帆看来，“稳”和“快”应该辩证看待，协调统一。“企

业在制定发展目标和行动方案时，要‘稳’字优先，守住底线原

则，做到系统周密、环环相扣，体现战略上的完整合理，一旦目

标确定，在实际操作中要追求效率。”

“去年以来，不少互联网企业在监管中受到处罚，有的叫停

上市，有的被下架应用，这也释放了我国对互联网行业强调发

展治理并行不悖的信号。”邬贺铨说，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互联

网企业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同时也要大力保护网民

的隐私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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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关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于广受关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于 77 月月 1616 日正式开市日正式开市。。

在日前举办的国务院新闻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在日前举办的国务院新闻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生态环境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赵英民透露部副部长赵英民透露，，中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中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

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

赵英民表示赵英民表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是利用市场

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

重大制度创新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首首

批纳入覆盖的超批纳入覆盖的超20002000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家电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40亿吨亿吨，，中中

国碳市场的启动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增添新的动力和国碳市场的启动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增添新的动力和

信心信心，，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

20112011 年年 1010 月份月份，，北京北京、、天津天津、、上海上海、、重庆重庆、、广东广东、、

湖北湖北、、深圳深圳 77 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

20172017年末年末，，经国务院同意经国务院同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方案方案 （（发电行业发电行业）》）》印发实施印发实施，，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放权交易市场。。

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截至20212021年年66月份月份，，试点省市试点省市

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为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为44..8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成交额约

114114 亿元亿元。。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试试

点的成果体现在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很高水平点的成果体现在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很高水平，，以及以及

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

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全国碳市场建设逐步落地全国碳市场建设逐步落地。。赵英民介绍赵英民介绍，，生生

态环境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方案态环境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建设方案，，牵头组织全国碳市牵头组织全国碳市

场建设工作场建设工作。。

生态环境部明确发电行业作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明确发电行业作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

行业行业。。市场启动初期市场启动初期，，只在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之间开只在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之间开

展配额现货交易展配额现货交易，，并衔接我国正在实行的碳排放强度管理并衔接我国正在实行的碳排放强度管理

制度制度，，采取基准法对全国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分配核发采取基准法对全国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分配核发

首批配额首批配额。。

““从国际经验看从国际经验看，，发电行业都是各国碳市场优先选择纳发电行业都是各国碳市场优先选择纳

入的行业入的行业。。””赵英民介绍赵英民介绍，，在全国碳市场选择以发电行业为在全国碳市场选择以发电行业为

突破口突破口，，主要是由于发电行业直接烧煤主要是由于发电行业直接烧煤，，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较大较大，，而且发电行业的管理制度相对健全而且发电行业的管理制度相对健全，，数据管理规范数据管理规范、、

容易核实容易核实，，配额分配简便易行配额分配简便易行。。

结合国家排放清单的编制工作结合国家排放清单的编制工作，，生态环境部连续多年生态环境部连续多年

组织开展了全国发电组织开展了全国发电、、石化石化、、化工化工、、建材建材、、钢铁钢铁、、有色有色、、造纸造纸、、

航空等高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航空等高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和核查工作报送和核查工作。。因此因此，，这这

些高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些高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报送、、核查工作有比较扎实的核查工作有比较扎实的

基础基础。。

““下一步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我们将按照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

加快对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的修订加快对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的修订

工作工作，，研究制定分行业配额分配方案研究制定分行业配额分配方案，，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

康运行以后康运行以后，，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赵英民说赵英民说。。

从试点省市的碳交易数据来看从试点省市的碳交易数据来看，，按截至按截至 20212021 年年 66 月份月份

的总计交易量和交易额计算的总计交易量和交易额计算，，平均成交价格约为平均成交价格约为 2323..7575

元元//吨吨。。赵英民透露赵英民透露，，全国全国 77个试点地区近两年加权平均碳个试点地区近两年加权平均碳

价约价约4040元元。。

碳价在碳市场交易中肩负着引导碳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碳价在碳市场交易中肩负着引导碳减排资源的优化配

置置、、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推动绿色低碳产业投资推动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引导资引导资

金流动等重要作用金流动等重要作用。。赵英民说赵英民说，，从微观和近期来看从微观和近期来看，，碳价主碳价主

要还是由配额供需情况决定要还是由配额供需情况决定；；从宏观和长远看从宏观和长远看，，碳价由经济碳价由经济

运行和行业发展总体状况和趋势决定运行和行业发展总体状况和趋势决定。。不过不过，，碳价过高和碳价过高和

过低都不好过低都不好。。碳价过低碳价过低，，将挫伤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将挫伤企业减排的积极性；；碳价过碳价过

高高，，也将导致一些高碳企业负担过重也将导致一些高碳企业负担过重。。合理的碳价既可以合理的碳价既可以

彰显我国实现碳达峰彰显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决心和力度碳中和目标愿景的决心和力度，，又能又能

够为碳减排企业提供有效的价格激励信号够为碳减排企业提供有效的价格激励信号。。

赵英民表示赵英民表示，，目前在全国碳市场相关的制度设计中目前在全国碳市场相关的制度设计中，，生生

态环境部考虑通过改进配额分配方法态环境部考虑通过改进配额分配方法、、引入抵消机制等政引入抵消机制等政

策措施来引导市场预期策措施来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形成合理碳价从而形成合理碳价。。

中国碳市场为国际合作增添动力
本报记者 刘 瑾

右图右图 在位于山东自贸在位于山东自贸

试验区青岛片区的海尔中德试验区青岛片区的海尔中德

智慧园区智慧园区，，洗衣机互联工厂洗衣机互联工厂

在加紧生产在加紧生产。。

张进刚张进刚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位于安徽省蒙城县位于安徽省蒙城县的华能蒙城小涧风电场的风力发电机组与金黄色的麦浪相互映衬的华能蒙城小涧风电场的风力发电机组与金黄色的麦浪相互映衬。。 胡卫国胡卫国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
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代理营业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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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西藏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分行
机构编码：B0001L2542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98860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6月22日
电话：0897-2577988
邮编：859400
住所：阿里地区狮泉河镇文化路 27号（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对
面）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2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喀则分行
机构编码：B0001L2542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98861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6月22日
电话：0892-8305008
邮编：857000
住所：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山东北路 106 号（日喀则市政府对
面）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23日

以 上 信 息 可 在 中 国 银 行 保 险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

局核准，以下机构获得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087747181M

机构编码：5A0600000000000000

营业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248 号 4

号楼3501室、3601室

联系方式：025-88866000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

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工程保险，

特殊风险保险，责任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23日

有效期：长期有效

关于核发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