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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产业数据，一季度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9030 亿元；Gartner 发

布 2020 年全球云计算 IaaS 市场数据，阿里云排名第三，华为云排名第五。政

策发布，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条件，人社部印发《提

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信创生态，2021 年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论坛在太原

开幕，龙芯发布完全自主指令集架构 LoongArch。技术创新，腾讯发布自研第

四代数智融合计算平台，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超大规模语言模型 PLUG。企业动

态，腾讯智慧零售联合京东物流推出京腾云仓，微软将联合马来西亚建设区域

数据中心。市场拓展，AI 企业来也科技完成 C+轮 5000 万美元融资，松下宣布

71 亿美元收购美国 AI 软件公司 Blue Yonder。产业生态，首届中国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融合大会在广州举行，2021 年浪潮数据中心合作伙伴大会

（IPF2021）在苏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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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9030 亿元，同比增长 26.5%，比

1-2 月提高 5.2 个百分点。3 月软件业务收入实现增长 33.0%。其中，信息技术

服务实现收入 11375 亿元，同比增长 29.2%，比 1-2 月提高 6.3 个百分点，在

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59.8%。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不

断加快，共实现收入 1706亿元，同比增长 26.6%，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 15.0%；

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入 1934 亿元，同比增长 20.7%。（信息来源：工信部）

图 1 2020 年-2021 年一季度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一季度，软件业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2371 亿元，同比增长 25.9%，比 1-2

月提高 2.9 个百分点。（信息来源：工信部）

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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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2021 年一季度软件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一季度，软件业实现出口 1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比 1-2 月提高 2.3

个百分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 3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6%；嵌入式系统软

件出口 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信息来源：工信部）

图 3 2020 年-2021 年一季度软件业出口增长情况

Gartner2020 年云计算 IaaS 市场追踪数据显示阿里云全球排名第三、华

为云第五。4 月 21 日，Gartner 发布 2020 年全球云计算 IaaS 市场追踪数据，

亚马逊市场份额 40.8%,排名第一；微软市场份额 19.7%，排名第二；阿里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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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 9.5%，排名第三；谷歌市场份额 6.1%，排名第四；华为云市场份额 4.2%，

排名第五。（信息来源：中国软件网）

图 4 2016-2020 年全球公有云 IaaS 市场份额变动

国家政策

政策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21 年第 10 号

发布网址 https://www.miit.gov.cn/jgsj/xxjsfzs/wjfb/art/2021/a

rt_d148ef70d47447199babc08fad3ec04e.html

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政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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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精

神，根据《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

业所得税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

业条件,包括企业设立、知识产权等七方面内容。

政策名称 《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网址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rdzt/zyjntsxd/

zyjntsxd_zxbd/202104/t20210420_413150.html

内容提要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提升全民数字技能”

要求，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人社部研究制定了

《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该方案聚焦加强全民数字

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从 6 个方面提出

具体举措：一是完善提升全民数字技能政策措施。二是加强

技工院校数字技能类人才培养。三是加强数字技能职业技能

培训。四是推进数字技能类人才评价工作。五是积极开展数

字技能类职业技能竞赛。六是提升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基础能

力建设。

地方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推进广州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指导意见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6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网址 http://gzw.gz.gov.cn/gkmlpt/content/7/7209/post_7209

715.html#743

内容提要 为加快建设智慧国资，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构筑未来发展战略性新优势，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市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州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

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基于数字化转型对国资国企改革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核心

竞争力提升、监管效能提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出以产业

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转型主线，以“上云用数赋智”为重

点突破口，打造一个智慧国资系统、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项

目、一批竞争力强的重点数字化产业和企业。

政策名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浙江省数字经济

“飞地”示范基地的通知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发布网址 http://jxt.zj.gov.cn/art/2021/4/16/art_1582899_22643

.html

内容提要 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加快全省数字经济“飞

地”示范基地建设，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围绕集成电路、

高端软件、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及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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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纺织服装等产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发布了《浙江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浙江省数字经济“飞

地”示范基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

定了具体的申报程序及工作要求，目标是到 2021 年，全省培

育建设数字经济“飞地”示范基地 10 个以上。

政策名称 苏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新三年

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的通知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府办〔2021〕81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bgswj/202104/9561

5671007b49e58a1efeba604cb107.shtml

内容提要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地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苏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办

公室发布了《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新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从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保障

措施共四方面推进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壮大高新

技术企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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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创生态

2021 年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论坛在太原开幕。4 月 15 日，以“融合发展，

拥抱生态”为主题的 2021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论坛在太原开幕。本次论坛通过

主题演讲、专题报告等活动，分享实践经验、研判产业趋势、探讨发展路径，

共话信创产业创新，促进信创产业生态健康发展。（新闻来源：山西工业和信

息化厅）

龙芯发布完全自主指令集架构 LoongArch。4 月 15 日，龙芯发布了完全自

主指令集架构 LoongsonArchitecture，简称 LoongArch。LoongArch 包括基础

架构部分，以及向量扩展 LSX、高级向量扩展 LASX 等扩展部分，总共接近 2000

条指令，同时不包含龙芯此前使用的 MIPS 指令系统。（新闻来源：CSDN）

华云数据与蓝凌软件完成产品兼容互认证。4 月 23 日，华云数据国产通用

型云操作系统安超 OS 2020 与蓝凌企业知识化平台软件 V15.0 完成产品兼容性

互认证。本次认证经华云数据与蓝凌联合测试得出：产品相互兼容，系统功能

运行稳定，产品体验良好，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简单、安全、可靠的云办公解

决方案。（新闻来源：科技快报）

 技术创新

腾讯发布自研第四代数智融合计算平台。4 月 18 日，在“腾讯大数据高峰

论坛”上，腾讯正式发布自研第四代数智融合计算平台“腾讯大数据-天工”，

该平台以最新的“数据协同、技术互通、平台大脑”技术理念为基础，在确保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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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这一重要前提下，实现万亿级数据分析无人“自动驾驶”，进而推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为一。（新闻来源：36 氪）

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超大规模语言模型 PLUG。4 月 19 日，阿里巴巴达摩

院发布语言模型 PLUG，该模型参数规模达 270 亿，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中文

纯文本预训练语言模型。PLUG 的目标是通过超大模型的能力，大幅提升中文自

然语言技术在各类任务中的表现。（新闻来源：中国软件网）

华为云发布容器集群服务等六大创新技术。4 月 25 日，在华为开发者大会

上，华为云发布六大创新技术，包括容器集群服务 CCE Turbo、智能编程助手

Cloud IDE、金融级数据库 GaussDB（for openGauss）等。（新闻来源：CNMO）

 企业动态

腾讯智慧零售联合京东物流推出京腾云仓。4 月 17 日，京东物流与腾讯智

慧零售共同宣布推出“京腾云仓”，以腾讯智慧零售为线上私域场，以京东物

流云仓的商品和物流服务为供应链场。京腾云仓将集成京东物流的云仓技术、

物流中台能力和供应链行业标准方面的优势，以及腾讯智慧零售所拥有的腾讯

全域数字化触点、智慧零售产研技术等能力。（新闻来源：中国软件网）

微软将联合马来西亚建设区域数据中心。4 月 19 日，微软将推出的“与马

来西亚齐心共赢”计划，包括在该国成立首家区域数据中心，预计将创造 46

亿美元新收入，创造 19000 个新工作岗位，其中包括 4000 个与 IT 相关的工作

岗位。（新闻来源：联合早报）

 市场拓展

AI 企业来也科技完成 C+轮 5000 万美元融资。4 月 21 日，人工智能企业来

也科技宣布完成 C+轮 5000 万美元融资。本轮融资由中国平安旗下平安全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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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基金与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基金联合领投，光速中国、红杉中国及双湖资本继

续跟投。融资将主要用于全球化扩张及 AI 技术研发，打造一体化端到端的智

能自动化平台。（新闻来源：环球财富网）

松下宣布 71 亿美元收购美国 AI 软件公司 Blue Yonder。4 月 23 日，松下

公司（Panasonic）已同意以 71 亿美元收购美国人工智能（AI）软件开发商 Blue

Yonder。声明称，松下将从 New Mountain Capital 和黑石集团管理的基金手

中收购 Blue Yonder 剩余股份，价格为 56 亿美元。（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AI SaaS 服务商乐言科技完成数亿元 D 轮融资。4 月 25 日，电商 AI SaaS

独角兽乐言科技宣布完成由中金资本旗下基金、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领

投，老股东阿米巴资本、云锋基金、常春藤资本等机构跟投的数亿元人民币 D

轮融资。本轮所融资金将用于产品研发投入，加速新业务拓展与服务体系升级。

（新闻来源：36 氪）

 产业生态

首届中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融合大会在广州举行。4 月 22 日-23 日，首

届中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融合大会在广州举行。本次大会围绕“湾区智造数

产融合”的大会主题，对大湾区数产融合发展趋势与战略展开讨论，以推动各

领域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数字化转型，展现广州在数产融合发展中产业链

条齐全、创新要素汇集、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条件，打造广州成为数产融合的

全球标杆城市。（新闻来源：新浪网）

2021 年浪潮数据中心合作伙伴大会（IPF2021）在苏州举行。4 月 15-16

日，主题为“智算·向新”的 2021 浪潮数据中心合作伙伴大会（IPF2021）在

https://36kr.com/projectDetails/539055
https://36kr.com/projectDetails/5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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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举行。大会着眼于发展格局和产业变革，围绕浪潮智慧计算战略、专家趋

势洞察及前沿技术实践展开深入探讨。（新闻来源：浪潮官网）

南京

4 月 15 日，江苏省工信厅公布江苏省 2021 年大数据、区块链产业发

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共 64 项。其中，南京市共有 25 个项目入围，列

全省第一。

济南

4 月 19 日，首届济南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高端峰会暨黄

河流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博览会开幕。峰会以“应用驱动创新，融合

智造未来”为主题，展示了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和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两区”同建成果。

4 月 26 日，济南市工信局组织召开软件企业资质认证政策说明会，

宣讲济南新一代信息技术暨软件业发展情况、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内

容，介绍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标准（DCMM）有关要求。

成都

4 月 2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支持四川省和重庆市建设成渝地区

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渝地区成为继长三角之后第二个跨

省级行政区域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名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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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4 月 23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与 GSMA（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就依托深

圳市 5G 产业丰富资源，打造国际一流的全球 5G 应用创新加速中心正

式达成战略合作。据悉，深圳市人民政府将支持 GSMA 成立 5G 创新战

略委员会，协调合作战略方向与重大课题，并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牵头组建“加速中心”筹备工作组，推动合作项目尽快落地。

北京

4 月 16 日，为进一步推动朝阳区及北京市产业数字化转型，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与华为合作共建了北京鲲鹏联合

创新中心。未来，北京鲲鹏联合创新中心将汇聚各方自主创新力量和

成果，加快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信息产业关键核心产品的自主

化之路，构建鲲鹏计算产业生态体系，助力北京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苏州

4 月 22 日，2021 华为云城市峰会首站在苏州举行。会上，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工信厅签署“数字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苏州市

工信局签署助力苏州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发展框架合

作协议，与吴江区政府签署华为（吴江）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心建设合

作协议。

武汉

4 月 21 日，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第十六次全会上，湖北省首个 5G+

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正式揭牌落户武汉市洪山区。据悉，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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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将在政策、产业发展等方面大力开展先行先试举措，三年内落实专

项政策资金 1 亿元。

青岛

4 月 20 日，2021 青岛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发展论坛在青岛召开。本次论坛以“智能网联、智慧出行、智引

未来”为主题，展示了各产业链技术进步的新成果，增强了创新发展

的新支撑。

厦门

4 月 27 日，为抢抓 5G 产业发展新机遇，推动 5G 创新应用和产业集

聚，厦门市工信局、厦门市通信管理局、集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第

一届厦门 5G 应用大赛，旨在以新基建助力厦门再创营商环境新优势、

打造万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无锡

4 月 15 日，无锡市工信局组织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企业赴上海复旦

大学开展产业对接交流活动，加强企业同高校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内的合作交流，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推动最新科研成果来锡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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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

 事件回顾：4 月 25 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届峰会以“激发

数据要素新动能，开启数字中国新征程”为主题，定位为我国信息化发展

政策发布平台，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展示平台，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理

论经验和实践交流平台，汇聚全球力量助推数字中国和数字丝路建设的合

作平台。峰会充分发挥平台效应，邀请四川、安徽、广西三个省（自治区）

作为主宾省，介绍数字化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突出成效；在峰会期间还将举

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深化交流合作

提供更加开放的平台，推动各地一批数字经济项目在峰会期间签约落地。

（来源：新华社）

 专家媒体评论（王钦敏）：数字化转型正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主要特

征，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治理高效化、数据要素化是数字化转型的

标志。其中，产业数字化正在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稳定器”“加速器”；

数字产业化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器”；数字化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数据资源优势，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正成为我

国抢抓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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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迪评论（赵振利）：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成功举办，旨在“激

发数据要素新动能，开启数字中国新征程”，“加快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成为各方关注热题。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数据的

资产属性逐渐凸显。如何挖掘、培育、释放数据价值，激活数据要素市场，

使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建设数字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快数字中

国建设，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提升实体经济创新活力，扩大数字应用场景，推进数字生态建设。

 赛迪评论（孙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

数字中国”。当前，我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

进程持续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创新引领作用愈发凸显。本届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以“激发数据要素新动能，开启数字中国新征程”为主题，

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数字中国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速开启数字

中国建设新征程。近年来，数字峰会的举办推动“数字福建”建设不断深

化，打造了数字中国建设的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吸引数字经济领域项目落

户福建。同时，数字峰会的溢出效应明显，新技术新产品亮相数字中国建

设成果展览，助推着中国信息化加速发展。

 赛迪评论（刘梦冉）：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数据资源已经成为推动

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这也是此次峰会将“激发数据要素

新动能”作为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本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为各地谋划数字经济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平台，各地政

府和企业齐聚福州，通过信息交换和经验共享，将共同推动“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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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迪评论（邓赛赛）：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

键力量，关注其发展过程，积极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是加速数字经济

发展的核心。通过分析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发现，目前区域层面在推进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协同发展政策少、发展重点不明确等问题，建议各

地统筹布局数字经济，避免同质化竞争，并结合地区比较优势和资源可得

性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利用区域协同创新带动数字经济发展。

华为云宣布 1 亿美元沃土云创计划

 事件回顾：4 月 25 日，华为云在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1（Cloud）宣布沃土

云创计划正式启动。华为云将投入 1 亿美元，提供云资源、技术赋能和商

业推广支持，覆盖容器/微服务、SaaS 化、大数据、AI、音视频、智能边缘

等六大技术领域。华为 Cloud BU 总裁、华为消费者云服务总裁张平安表示：

“2021 年我们将大力投入沃土云创计划，重点赋能 SaaS 和 ISV 伙伴，实现

全面云化和智能升级。华为云致力成为各行各业应用创新的黑土地，与全

球开发者共成长。”据介绍，沃土云创计划是华为沃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0 年华为沃土计划 2.0 已投入 2 亿美元，在全球建设了 120 个华为

云创新中心和 24 个鲲鹏/昇腾创新中心，构建了海量应用使能当地产业发

展。(来源：澎湃新闻)

 专家媒体评论（郑凯）：产业创新是中国未来十年的重要机遇，也是数字

经济实现升维质变的关键要素，其中开发者是实现突破的关键力量，华为

已面向开发者实施了沃土、耀星等开发者培养计划，助力开发者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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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开发者们，可以依托华为云边端协同的全栈能力和根技术优势，成长

为了不起的开发者。

 赛迪评论（孙悦）：Gartner 认为，到 2025 年，企业传统数据中心关闭率

将达到 90%。全面云化已不可阻挡，云是 ICT 产业的未来。华为云坚持“共

创共享共赢”的生态合作理念，为开发者打造最佳应用构建平台。面对美

国的制裁、疫情的反复等不确定性因素，加快构建产业生态、加强产业发

展韧性已成为华为的重中之重。“沃土云创计划”是华为当下对最核心技

术方向的针对性培育，不仅紧跟技术发展方向，更注重技术与行业需求相

结合，持续加强了华为对软件生态的构建。

 赛迪评论（赵振利）：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

的出现和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企业及个人协作模式不断向

云化、移动化和虚拟化升级。云计算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

要领域之一，作为华为沃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沃土云创计划通过端云

协同+云云协同，为开发者提供统一服务与体验，包括统一开发平台、统

一应用分发及运营服务，给开发者创新带来福音。

 赛迪评论（王越）：华为沃土云创计划是华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重

要布局，也是华为沃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投入规模高达 1 亿美

元，这是华为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开发抢占未来信息技术战略点，凝聚

各行各业应用数据资源的重要举措。

 赛迪评论（吴昊）：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近日 IDC 发布的

报告指出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增速达 49.7%，全球各区域中增速最高，而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18

阿里、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已成为瓜分公有云市场这块“大蛋糕”的主

力军。一方面，无论是技术的突破还是人才的培育，国内目前数字经济行

业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科技巨头所带来的创新能力与孵化能力；另一方面，

公有云市场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对于腰部企业，应积极寻找错位发展的道

路，同时也能够促进公有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

让数据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能源

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已席卷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增加，

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颠覆性创新变革正在发生。我们是亲历者、见证者和受

益者。具有思维能力的智能化机器正在向人类走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

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据作为生产

要素价值已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大国争夺的新财富。随着物联网和移动智

能终端的普及，尤其是 5g 的快速发展，每个人每个物品都能成为数据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我国在大数据产业方面具有巨大的空间，凭借着先进的技术，

巨大的人口基数、覆盖面广的制造业基础，中国正从人口红利转向。如何将

付红利转化为新的发展动能？是转换新蔡道，占领制高点，开辟新市场的战

略抉择。

专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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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如水，有序流通，滋润经济，势不可挡。数据如水，阻断流动，降

低效率，避之而用。然而，由于政府、企业等参与主体仍未突破传统思维，

数据观念相对滞后。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够。数据要素

市场发展面临系统性的困境。

为此，政府部门应坚持系统思维，要发挥引领作用，加快集成创新的制

度建设。理清数据要素主体的责任关系，构建数据治理体系，充分调动各方

的主观能动性，持续增加新型数据工具的供给能力。加快提升数据生产力，

探索开放共享的新模式，打造新型数据生产经营方式，强化数据安全保障能

力，培养一大批优质的大数据主体及新型的数据劳务者，构建一个良性的大

数据产业生态，重塑新型的数据生产关系。

培育数据市场，建议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坚持“两线”的原则。要牢牢的抓住数据经济发展的这条主线。

其次是牢牢守住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小底线，做到发展为先，安全为本。

第二，坚持两手的原则。第一就是要加强有为政府的建设，发挥好看得

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创建一个有效的市场，发挥好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这就是要协调好两个手的关系，让两个手有效的协作起来，充分发挥作

用，不断壮大数据要素市场。

第三，坚持两轮驱动的原则。要打造一个从供给侧高效核心工具的固体

能力。要解决好工具的供给的平台化、模块化、集成化的问题。另一个要打

造好需求侧推动融合应用场景迁移的发展，通过需求侧带动技术创新的不断

升级，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两轮驱动模式，进而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加

快数据要素市场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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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如数字泥沙。数据价值如数字黄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

狂沙始到金。数据要素市场则是淘沙成金的场所，数据恒久远，价值咏流传。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必须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和实践

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机

遇，加快统筹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建设实践。让数据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新能源，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来源：数字经济杂志 作者信息：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所长 吴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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