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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技术创新方面，苹果近期获得远程实现照片合影的新专利；高通推出

全球首款支持 5G 和 AI 的机器人平台 RB5。企业发展方面，字节跳动上

线“番茄畅听”App；饿了么已完成 100%上阿里云；Aruba 发布业界首款

服务智能边缘的云原生平台 Aruba ESP。市场拓展方面，数据库业务

OceanBase 升格为独立公司；字节跳动 Q1 营收 400 亿元同比增长 130%，

今年目标 2000 亿元。Facebook 收购地图公司 Mapillary，将制作沉浸式地

图。生态服务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媒体报道 App 侵

害用户权益问题开展问询约谈；欧盟“双管齐下”对苹果应用商店和苹果

支付发起反垄断调查。行业标准方面，信标委宣布征集有关 ISO/IEC JTC1 

SC27 国际标准的提案，并宣布 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标准项目提案。 

软
件
产
业
发
展
半
月
报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2 

 

20830 亿——5 月 27 日消息，工信部公布《2020 年 1-4 月软件业经济

运行情况》。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复工复产成效明

显。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20830 亿元，同比下降 0.1%，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6.1 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2398 亿元，同比下降 2.3%，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 10.8 个百分点。 

 

图 1   2019年-2020年 1-4月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3446 亿——5 月 27 日消息，工信部公布《2020 年 1-4 月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业运行情况》，1-4 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简称互

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 3446 亿元，同比增长 4.9%，增速较 1-3 月回升 3.4

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去年同期 15.3 个百分点。截止 4 月末，APP 数量为 359

万款，4 月新增上架 APP19 万款，下架 11 万款。 

 

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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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建设指南（试行）》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教高厅函〔2020〕11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miit.gov.cn/ 

内容提要 《指南》聚焦国家软件产业发展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特色、

统筹规划、改革创新、开放合作的建设原则，提出了强化使命驱

动、突出专业特色、创新培养模式、注重产业导向、加强队伍建

设等 10 大建设任务，明确了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立项建设的

申请条件和立项立项和程序等有关要求。 

政策名称 《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 

沪府〔2020〕27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shanghai.gov.cn/ 

内容提要 《行动方案》立足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跨界融合化、品

牌高端化，坚持新老一体、远近统筹、建用兼顾、政企协同，提

出了指导思想、行动目标、4 大建设行动 25 项建设任务、8 项保

障措施，形成了上海版“新基建”“35 条”。 

政策名称 《福州市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的若干措施》 

发布机构与 福州市人民政府 

政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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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 榕政综〔2020〕103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fuzhou.gov.cn/ 

内容提要 《措施》包括支持 5G 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加快数字应用创新

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建设、鼓励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等方面内容。 

政策名称 《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 

发布网址 http://fgw.beijing.gov.cn 

内容提要 《行动方案》聚焦“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

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可信

安全基础设施”六大方向，暨“新网络、新要素、新生态、新平

台、新应用、新安全”，实施 30 个重点任务。 

 

 

 技术创新 

苹果新专利：远程实现照片合影。6 月 8 日消息，苹果公司近期获得一份

新专利，可以让用户远程实现拍照合影。这项专利能让用户远程邀请其他人一

起与自己合影。 

高通宣布推出全球首款支持 5G 和 AI 的机器人平台 RB5。6 月 18 日消息，

高通宣布推出全球首个支持 5G 和 AI 的机器人平台 RB5。高通机器人 RB5 平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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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是专为机器人设计的，由大量硬件、软件和开发工具组成，融合了该公司在

5G 和 AI 方面的专长，可以帮助开发者和制造商打造下一代具备高算力、低功

耗的机器人和无人机。 

 企业发展 

字节跳动上线“番茄畅听”App。6 月 7 日消息，字节跳动推出了一款名

为“番茄畅听”的 App。该产品是将番茄小说中的海量正版小说，以音频的形

式播放出来，同时采用了 AI 真人主播的声音。 

饿了么 100%迁至阿里云，可支持 1 亿人同时在线点单。6 月 17 日消息，

饿了么已完成 100%上云，所有业务系统、数据库设施等均已迁移至阿里云。

阿里方面称，高峰期，饿了么可在阿里云上快速扩容，可以支持 1 亿人同时在

线点单。 

Aruba 发布业界首款服务智能边缘的云原生平台 Aruba ESP。6 月 18 日

消息，慧与公司旗下的 Aruba 推出业内首款 AI 驱动的云原生平台 Aruba ESP

（边缘服务平台），该平台建立在 AIOps、零信任网络安全和统一架构基础上，

提供跨网域数据的持续性分析、跟踪 SLA，识别异常情况并进行自动优化的平

台，同时监控网络上的未知设备以确保设备安全。 

 市场拓展 

数据库业务 OceanBase 升格为独立公司。6 月 8 日消息，蚂蚁集团今天对

外宣布，将自研数据库产品 OceanBase 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成立由蚂蚁 100%

控股的数据库公司北京奥星贝斯科技，并由蚂蚁集团 CEO 胡晓明亲自担任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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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 Q1 营收 400 亿元同比增长 130%，今年目标 2000 亿元。6 月 17

日消息，知情人士称，字节跳动公司今年第一季度获得大约 400 亿元人民币（约

合 56.4 亿美元）营收，同比增长逾 130%。 

Facebook 收购地图公司 Mapillary，将制作沉浸式地图。6 月 19 日消息，

Facebook 收购了瑞典地图科技公司 Mapillary，后者通过数万贡献者提供的图

像来制作最新的沉浸式地图。Mapillary CEO 表示，苹果将使用他们的技术支

持 Facebook Marketplace 等产品，并为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数据。 

 生态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就媒体报道 App 侵害用户权益问题，开

展问询约谈。6 月 10 日，针对近期央视新闻曝光手机 APP 侵害用户权益的问

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

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检查，

并对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了集中约谈，要求相关企业于 6 月 17 日前完成

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欧盟“双管齐下”对苹果应用商店和苹果支付发起反垄断调查。6 月 16

日，继 2016 年裁定苹果公司在欧洲巨额逃税，欧盟宣布对苹果应用商店和苹

果支付发起反垄断调查。据欧盟委员会当日发布的公告，苹果应用商店案源起

知名流媒体音乐服务商声田（Spotify）向欧盟递交“诉状”，指控苹果公司与

应用程序开发者签订的许可协议及《苹果应用商店审核指南》影响流媒体音乐

服务竞争，随后欧盟委员会展开初步调查，结论为“苹果公司限制条款可能会

扭曲苹果设备上的流媒体音乐服务竞争”。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7 

 行业标准 

信标委宣布征集有关 ISO/IEC JTC1 SC27 国际标准的提案。6 月 9 日，中

国国家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宣布，征集有关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隐私

保护的 ISO/IEC JTC1 SC27 国际标准的提案。信标委特别指出，建议可以包括

但不限于数据安全性、隐私保护、商业密码算法和人工智能安全性。此外，信

标委指出，征集提案旨在促进中国网络安全的国际标准化。 

信标委宣布 2020 年国家网络安全标准项目提案。6 月 11 日，中国国家信

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宣布关于在 2020 年建立国家网络安全标准项目的提

案，并要求对此发表公众意见。该提案包括信息技术和区块链安全框架等网络

安全标准，以及统一的安全评估框架。 

 

 

 

杭州 

✓ 6 月 12 日，华立公司旗下的华正新材与国内电路板头部企业深南电

路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成为深南电路的战略供应商，标志着杭州临

安在进军 5G 产业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济南 

名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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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3 日，济南市工业互联网牵手行动启动，现场 50 个供需项目签

约。济南开展工业互联网牵手行动，意在搭建工业互联网供需对接平

台，发掘一批创新示范项目，全力建设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城市。 

南京 

✓ 6 月 15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表示，南京网络通讯与安全紫金

山实验室已研制出 CMOS 毫米波全集成 4 通道相控阵芯片，并完成

了芯片封装和测试，每通道成本由 1000 元降至 20 元。 

无锡 

✓ 6 月 15 日，江苏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无锡举行。会议旨在加快

推进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构建完

善产业生态链。会上，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生态基地正式揭

牌。 

宁波 

✓ 6 月 15 日，“宁波专区”在“企业码”系统正式上线。目前在“宁

波专区”内共有帮企一把、甬易办、甬惠金融，甬匠工坊，甬上信用，

一十百千公共服务体系等六大板块 11 项应用。 

上海 

✓ 6 月 16 日上午，以“智行生态 智绘未来”为主题的上海市智能制造

特色产业园区推进大会在奉贤博物馆召开。本次大会采取“云直播云

参会”，对上海市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园区推进大会现场进行滚动直播。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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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京东集团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上市代号“9618”，

成为港交所第四家“同股不同权”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继阿里、网易

后第三家在香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企业。 

 

 

微软“剽窃”AppGet 惹争议 

◼ 事件：6 月初微软在 Build 2020 大会上发布了新的软件包管理工具 

WinGet（WinGet，Windows 软件包管理器），并将其开源。而就在 

WinGet 发布之后不久，开源软件包管理工具 AppGet（AppGet 是一

款开源的 Windows 软件包管理工具，它可以在 Windows PC 上自动

安装软件,这款新工具允许开发者轻松下载服务，帮助 APP 开发。）

项目作者 Keivan Beigi 发文宣布 AppGet 项目“死亡”，矛头直指微

软的 WinGet 抄袭了 AppGet 。（开源中国） 

◼ 观点：尽管开源项目源代码的确受到开源协议的保护，但个人开发者对

法律武器应用程度与微软这种巨头公司相比，难以抗衡。从行走在道

德和法律的边界来看，微软这种将别人的劳动成果“窃取”的行为的

确违反了开源社区应有的道德规范，但从法律判决层面来看，微软是

否真正意义上违法是尚存争议的。建议个人开发者今后理性评估项目

开源后可能带来的后果，尽可能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钟新龙）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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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各地政策频出，地方建设大幕徐徐拉开 

◼ 事件：近期，各地政府高频次发布新基建相关政策，5 月 12 日，上海市

政府审批通过了《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6 月 2 日，《福州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和《福州市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的若干措施》正

式印发出台；6 月 3 日，宁波市政府审批通过了《宁波市推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6 月 10 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员会发布了《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各地政府纷纷引发关于新基建的行动方案和措施方案，加速推动新基

建的迈进步伐。（搜狐新闻） 

◼ 观点：新型基础建设引擎轰鸣声已经响起。上海、福州、宁波等市率先

发力，目标力指在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处于全国领先

水平，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国领先、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全国领先、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前列、新基建赋能产业全国领先等细分领域。

从各地的动作来看，着力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布局完备、融合基础设施

广泛赋能、创新基础设施驱动发展的良好格局是新基建政策的核心任

务和主要方向。（钟新龙） 

 

 

 

 

专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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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供应链韧性》 

疫情持续蔓延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疫情持续

蔓延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全球供应链网络。第二，产业分工越细供应链体系越脆

弱，汽车、电子、机械等链条长且复杂的行业受冲击最大。第三，供给端和需

求端双向承压，供应链全面恢复需要较长时间。第四，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国际

“大三角”循环，但将加速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 

当前我国供应链面临三大挑战。首先，疫情多点暴发形成连锁反应冲击供

应链体系，我国部分重点行业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其次，疫情和外部环

境变化形成叠加效应影响供应链稳定，我国供应链关键环节面临“外迁”风险。

最后，疫情持续蔓延产生重构效应冲击供应链格局，我国供应链全球地位面临

被“削弱”风险。 

疫情全球蔓延给我国供应链带来巨大挑战，但也是我们主动调整优化供应

链布局的重大机遇。必须坚定不移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更深度融入全球分

工体系基础上，不断提升重点行业供应链韧性、根植性和控制力。优化我国供

应链布局的对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点： 

实施国家供应链创新战略。供应链竞争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阵地。我国

也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将供应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系统部署“补短板”“拉

长板”“筑底板”，打造完整、高效、开放、安全的供应链体系。补短板方面，

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市场机制作用，瞄准关键领域

基础研究、共性技术、核心零部件等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关，

提高供应链韧性。拉长板方面，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制造能力、超大规模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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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超大规模人力资本优势，支持优势企业在低成本创新、高效率制造、综合

集成、快速交付等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培育供应链领先企业，创造非对称竞

争优势。筑底板方面，建立国家供应链安全防控体系，完善关键领域供应链安

全评估制度，确保关系国家安全、对国家经济命脉有重要影响的供应链安全可

靠。 

加强供应链分级分类管理。以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为主线，开展重点领域

供应链风险评估评价，分析评估供应链各环节、重点企业等情况，制定差异化

的对策措施。对汽车等可能遭受“断链”风险的行业，在推动产业链协同有效

复工同时，协助企业建立多边采购与后备供应风险管理机制，提升供应链弹性。

对集成电路等可能遭受“断供”风险的行业，支持企业实施供应链备链计划，

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部署推进重点产品国产化替代方案。对装备制造等可能

遭受“回流”风险的行业，通过激发内需市场、营造良好生态、提高供应链效

率、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措并举，增强产业根植性。对纺织服装等可能遭受“分

流”风险的行业，千方百计留住供应链核心环节，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向研发、

设计、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建立健全供应链救济帮扶机制。以畅通供应链为着力点，在生产组织、供

需对接、中小企业等方面下功夫，提高产业政策的精准度和实效性。生产组织

方面，重点围绕机械、电子、汽车等可能“断链”的行业，对全国各地的生产

资源进行临时性重配与行业内统筹，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供应、技术合作、物

流、融资等难题，促进上下游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供需对接方面，面向家电、

汽车、钢铁等需求下滑明显的行业，支持企业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推动供需

信息对接、采购协同和制造能力共享，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新，拓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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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销渠道。中小企业方面，协助企业解决防控物资保障、原料供应等问题，

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对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

对融资能力低、现金流脆弱的中小企业开展短期贷款，解决资金周转压力。 

打造区域供应链命运共同体。顺应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发展趋势，主动调整

优化供应链全球布局，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一是推动东亚地区供应链

网络更加顺畅和高效。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强协作与信息沟通，建

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改善贸易物流设施，提高透明度要求，消除或减少供

应链各个环节的壁垒。二是强化“10+3”供应链深度合作。大力推动与东盟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

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持续提升中日韩及东盟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主

动引导失去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和安

全。三是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供应链共同体。通过境外直接投资、重大工程

承包、境外产业园建设等措施，深化沿线国家产能合作，鼓励企业设立境外生

产基地、分销网络、物流中心等，提高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的能

力，缓解区域供应链需求和供给压力。（本文作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院

院长 张立）      

（全文详见赛迪智库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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