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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产业数据，1-4月我国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达4676亿元，Gartner预计2021

年全球信息安全与风险管理支出超过 1500 亿美元。政策发布，工信部、中央

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

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办公室印发《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21 年工作计划》。

信创生态，科蓝软件携手华为打造数字金融全栈信创解决方案，蚂蚁自研数据

库 OceanBase 正式开源。技术创新，苹果发布全新操作系统，百度 AI 原生云

发布新品牌。企业动态，Prosus 公司收购全球第三大程序员社区 Stack

Overflow，腾讯云宣布四大国际云计算数据中心开服。市场拓展，工业低代码

平台云丹网络完成千万级人民币融资，存储技术公司苏州库瀚信息科技获新一

轮战略投资。产业生态，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立，2021 中国工业软件大

会在渝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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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月，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达 4676 亿元，同比增长 27.8%。工信部公布

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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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 4676亿元，同比增长 27.8%，实现营业利润 445.1

亿元，同比增长 27%；营业成本持续较快上升，同比增长 27.7%；研发费用投

入 236.4 亿元，同比增长 19.3%。（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

局）

Gartner 预计 2021 年全球信息安全与风险管理支出超过 1500 亿美元。6

月 1 日，Gartner 公司最新预测，全球信息安全与风险管理技术及服务支出预

计将增长 12.4%，2021 全年将达到 1504 亿美元；2020 年，全球安全与风险管

理支出较上年已经增长 6.4%。其中比例最低、但增速最快的细分市场为云安全，

特别是云访问安全代理（CASB）。（数据来源：Gatner）

2020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达 11847.3 亿元。6 月 1 日，国家版权

局发布《2020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网

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达11847.3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3.6%。

相比 2016 年的 5003.9 亿元，“十三五”期间我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增长

超过 1 倍，年复合增长率近 25%。（数据来源：国家版权局）

图1 “十三五”期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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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工信部联信发〔2021〕62 号

发布网址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rjy/art/2021/art_851

f2059f13d41a8bba59c8dce9401a8.html

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区块链在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

和产业发展，6 月 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部署了五项重点任务，一是赋能实体经济，二是提升公共服

务，三是夯实产业基础，四是打造现代产业链，五是促进融

通发展。

政策名称 《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21 年工作计划》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办公室

发布网址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1/art_a02

effb156344a408e8ca5d60d0442de.html

政策发布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rjy/art/2021/art_851f2059f13d41a8bba59c8dce9401a8.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rjy/art/2021/art_851f2059f13d41a8bba59c8dce9401a8.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1/art_a02effb156344a408e8ca5d60d0442de.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1/art_a02effb156344a408e8ca5d60d0442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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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6 月 7 日，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办公室印发《工业互联

网专项工作组 2021 年工作计划》（以下简称“《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提出网络体系强基行动、标识解析增强行动和

平台体系壮大行动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在平台体系壮大方

面，《工作计划》指出，截至 2021 年 12 月，培育 15 个跨行

业跨领域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遴选 40 个左右面向电力装

备、民爆、能源、食品、纺织等重点行业和区域的特色型工

业互联网平台。

政策名称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令第 33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

html

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

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科学界定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

范围，全面统计数字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满足各级

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的统计需求,5 月 27 日，国

家统计局公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本分类将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

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大类。其中，第 01-04 大类为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第 05 大类为产业数字化部分。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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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征集青岛市首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案例的通

知》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布网址 http://gxj.qingdao.gov.cn/n28356049/n32561444/2106071606

39403204.html

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工信部《“5G+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推进方

案》（工信厅信管〔2019〕78 号）、《青岛市工业互联网三

年攻坚实施方案》（青工信字〔2020〕22 号）等文件，加快

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全力争创国家首批千

兆城市，6 月 7 日，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首批“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案例，并发布征集范围、申

报方向、征集要求等具体要求。

政策名称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首”工程扶持计划操作规程》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工信规〔2021〕2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cfg/szsfg/content/post_

8826350.html

内容提要 为规范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三首”工程扶持

计划的组织实施，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6 月 3

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

http://gxj.qingdao.gov.cn/n28356049/n32561444/210607160639403204.html
http://gxj.qingdao.gov.cn/n28356049/n32561444/210607160639403204.html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cfg/szsfg/content/post_8826350.html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cfg/szsfg/content/post_8826350.html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zcfg/szsfg/content/post_88263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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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工程扶持计划操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三首”工程是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重点新

材料、首版次软件推广应用。《规程》从职责分工、申报条

件和资助标准、项目申报和审核、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操作标准。

政策名称 《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产业导则》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发布网址 http://gxj.gz.gov.cn/zw/zfxxgkml/xxgkml/gzsgyhxxhfggzjzcw

j/cyzc/content/post_7317186.html

内容提要 为引导推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以下简称

“广州试验区”）“一江两岸三片区”各展其能，又握指成

拳，以发展数字产业化、推动产业数字化、加强数字化治理、

推进数据价值化为方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强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高端产

业的引领功能，建设全球数产融合标杆城市，5 月 29 日，广

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产业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导则》从产业布

局与产业导入、产业融合与产业协同、产业科研平台与公共

服务平台等方面对广州试验区内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的

产业、科技规划和人才配套项目建设及管理活动进行指导，

并提出“到 2025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超

http://gxj.gz.gov.cn/zw/zfxxgkml/xxgkml/gzsgyhxxhfggzjzcwj/cyzc/content/post_7317186.html
http://gxj.gz.gov.cn/zw/zfxxgkml/xxgkml/gzsgyhxxhfggzjzcwj/cyzc/content/post_7317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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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亿元，产业数字化覆盖率过半”的发展目标。

 信创生态

科蓝软件携手华为打造数字金融全栈信创解决方案。6 月 3 日，科蓝软件

携手华为发布了鸿蒙移动金融兼容工具与方案，标志着科蓝软件全互联网产业

链产品+科蓝软件分布式数据库+鸿蒙操作系统+鲲鹏服务器的全国产化技术架

构完成构建。（新闻来源：证券日报网）

蚂蚁自研数据库 OceanBase 正式开源。6 月 1 日，蚂蚁集团自主研发的分

布式数据库 OceanBase 正式宣布开源，并成立 OceanBase 开源社区，社区官网

同步上线，300 万行核心代码向社区开放。（新闻来源：TechWeb）

 技术创新

苹果发布全新操作系统。6 月 8 日，2021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在线召开。

苹果发布了 iOS 15、macOS Monterey 等全新操作系统。在 iOS 15 中，FaceTime

首次支持跨系统视频通话，SharePlay 功能可以跨设备使用，同时增加 Focus

模式、LifeText（即图像识别功能）等，macOS Monterey 的重要突破在于支持

多设备互动。（新闻来源：中国证券报）

百度 AI 原生云发布新品牌。6 月 3 日，百度智能云发布百度沧海存储技术

与百度百舸 AI 异构计算平台两大新品牌，同时发布一系列 AI 原生云产品，包

行业动态

https://www.oschina.net/news/137214/baidu-opensource-easyf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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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百度太行弹性裸金属服务器 3.0、百度沧海并行文件存储 PFS、第五代云服

务器实例、智感超清一体机等八大新品。（新闻来源：百度 AI）

网易智企发布安全通信产品和全球智能路由网络。5 月 29 日，网易智企在

MCtalk 泛娱乐科技峰会上发布了安全通信产品“安全通”和全球智能路由网络

“WE-CAN”。安全通由网易云信和网易易盾合作开发，可应用于 IM、RTC、直

播点播三大场景，为泛娱乐用户提供内容风控等一站式安全通信解决方案；

WE-CAN 基于大规模、多模式的分布式传输，是业内首个独立于业务逻辑的传输

层基座。（新闻来源：腾讯网）

 企业动态

Prosus公司收购全球第三大程序员社区Stack Overflow。6月2日，继微软

以75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后，仅次于CSDN的全球第三大技

术社区Stack Overflow，被世界上最大的技术投资者之一Prosus公司宣布以18

亿美元收购。（新闻来源：CSDN）

腾讯云宣布四大国际云计算数据中心开服。6 月 3 日，腾讯云宣布在泰国

曼谷、德国法兰克福、日本东京以及中国香港新增的四个国际数据中心同步开

服，正式对外提供云计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腾讯云此次新增的四大

国际数据中心全部采用 Tier3+国际高标准机房，且均位于全球网络枢纽位置，

拥有完善的骨干网络接入条件。（新闻来源：中国 IDC 圈）

火币集团成立区块链实验室。6月3日，专注于打击利用区块链进行违法违

规行为的火币集团“无极安全实验室”正式成立。实验室专注于区块链链上数

据分析、安全攻防对抗和风控研究，并将探索区块链合规策略。（新闻来源：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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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拓展

工业低代码平台云丹网络完成千万级人民币融资。6 月 2 日消息，由前思

科研发团队联合创办的海量工业制造企业低代码平台工具提供商云丹网络完

成千万级人民币融资，本轮融资将会进一步用于中国大陆及海内外核心工业制

造产线的轻量级低代码平台一站式开发及部署应用。（新闻来源：36 氪）

存储技术公司苏州库瀚信息科技获新一轮战略投资。5 月 31 日，36 氪获

悉，存储技术公司苏州库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于 2021 年 5 月成功完成新

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推动公司自主研的存储主控芯片 SPU(Storage

Processing Unit)平台及存储基础软件 LSE(Lightning StorEngine)的产业化。

（新闻来源：36 氪）

 产业生态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立。6 月 3 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

下简称国创中心）在浦江论坛全体大会上揭牌成立。国创中心主要面向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领域，以及电子信息、新能源环保、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聚创新资源，突破关键共性核心技术，致力于打造

长三角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探索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制度体系、路径模式

及一体化发展机制，在人才的引进培养与激励、研发机构的建设与治理、财政

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改革探索，将先进经验复制推广并结合当地实际

再创新，营造促进科创一体化的良好生态。（新闻来源：科技部）

2021 中国工业软件大会在渝成功召开。6 月 7 日，2021 中国工业软件大会

在渝州宾馆举行，工信部领导，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软件企业高管，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专家围绕工业软件创新发展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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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育、汽车软件应用创新、工业智能化发展、工业软件在新基建领域的应用

等前沿话题发表意见、碰撞观点。（新闻来源：重庆日报）

成都

5 月 26 日，成都市经信局和财政局发布《成都市加快网络信息安全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该细则从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建设产业人才高地、提升产业服务能级、实施应用示范工程、营造产

业发展环境五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支持要求。

5 月 28 日，成都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高端峰会在成都举行。

峰会现场四川成都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宣布揭牌，AI 精准

赋能中小企业四川行活动正式启动，同时公布了未来三年成都市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路线图”，成都高新区和锦江区同期发布落地执行方

案。

6 月 1 日，成都市经信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申报工作的通知》。试点示范内容包括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信息安全

能力提升和中德智能制造合作等。

广州

5 月 26 日，广州市工信局转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

组织开展 2021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申报工

作的通知》。可申报的试点示范方向包括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特

名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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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信息安全能力提升和中德智能制造合

作等。

6 月 4 日，广州市工信局公示 2021 年广州市促进工业和信息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资金（软件与信息服务专题芯片产品流片补助方向）拟扶

持项目名单，名单中共包含 9 个项目。

上海

6 月 1 日，上海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全面推动上海数字化转型，加

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提案专题，并围绕“全面推

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市场化力量参与机制”重大调研课题进行座谈交

流。

福州

5 月 28 日，福州市工信局发布福州市第一批软件业龙头企业名单。

全市共 31 家企业入选，包括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福州达

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苏州

5 月 25 日，苏州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启动。该中

心集展示、创新、孵化、实践、教育、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将成为苏

州深度推进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平台。

5 月 31 日，微软创新赋能暨生态加速计划—苏州云芯智联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在

苏州市吴中区正式启动。该中心致力于为初创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配套支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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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创业培训、赋能优秀创业项目，打造产业集聚、企业汇聚、人才广聚的

创新生态系统。

武汉

5 月 28 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东湖高新区智

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提出加快推进

东湖高新区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东湖高新区

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着力推进“产业数字化”。

厦门

6 月 7 日，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开展厦门市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企业备案和年审工作的通知》，对备案和年审工作受理时间、

有效期限、办理流程等内容做出说明。

北京

6 月 9 日，北京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启动活动成功举办。启

动活动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常委、

副市长殷勇分别致辞。先导区的成立，是北京“两区”建设和数字经

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标志着北京人工智能建设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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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鸿蒙大军”启航：倡导万物互联 构建智能生态新秩序

 事件回顾：6 月 2 日，华为正式发布 HarmonyOS 2。这也意味着“搭载

HarmonyOS（鸿蒙）的终端”正式面世。华为鸿蒙商标获转让，美的、格力、

魅族等众多企业已加入 HarmonyOS 生态。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

“今天我们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有别于体验复杂的系统，我们的系

统将有着更好的体验。今天的 IOT 时代，需要系统有很强的续航能力和处

理性能，今年我们带来全新的鸿蒙 OS，是一个能够支持多设备、多硬件的

系统，可以搭载到广泛的智能设备上，实现万物智能时代，HarmonyOS 将提

供最广泛支持的操作系统。华为将继续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来源：证

券日报）

 专家媒体评论（袁博）：HarmonyOS 将对智能家居、智慧家庭界带来颠覆

性的变革，提升终端厂商的智能能力，真正打通原本独立的生态。鸿蒙的

问世，也代表着华为的转型，从硬件到成为软件供应商，这点对华为意义

重大，其有意借此转型成为像谷歌这样的 OS 供应商。HarmonyOS 已经初

步可用，但是生态方面可能还要努力，华为要更开放一些，转型要彻底，

至少先覆盖中国的主流应用。

 赛迪评论（李文轩）：HarmonyOS 2 已经具备相对完善的体系架构，拥有

多终端部署、多设备协同等特色功能，是华为在操作系统领域长期投入所

换来的成果，能够有力地支持华为提升产品竞争力。但是客观来看，围绕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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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蒙系统构建的软硬件生态仍略显单薄，原生支持鸿蒙的移动 App、手机、

平板以及 IoT 设备比较有限。华为需要进一步利用开源模式，寻找自身与

竞争对手的利益共同点，广泛吸纳开发者加入鸿蒙阵营，争取早日建立起

可以与安卓、iOS 相媲美的应用生态。

 赛迪评论（钟新龙）：鸿蒙操作系统准确来看，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物联网

操作系统，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手机，只不过是物联网智能终端之一。

在手机之前，鸿蒙系统其实早已搭载在华为智慧屏、智能手表、IoT、车

联网等终端上了。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鸿蒙系统通过一套系统统一

OS，各种设备融为一体，形成超级终端，实现硬件互助和资源共享，串联

所有设备和终端，最大程度上提升用户的体验舒适感和方便性。当前，如

何吸引更多的智能终端设备厂商使用和加入鸿蒙生态圈，如何消弭与国产

手机的商业利益的冲突，将他们拉到鸿蒙的生态圈来，才是影响鸿蒙系统

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的关键点。

 赛迪评论（尹伊）：在万物互联时代，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间无界限沟

通的需求被快速放大。HarmonyOS 作为一个为满足物联网时代的多设备交

互而生的操作系统，弥补了安卓、iOS 系统无法满足物联网时代的多硬件

交互需求、无法为 IoT 设备所通用的缺陷。HarmonyOS 2 通过分布式技术，

实现了硬件能力互助共享，提供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软

件体系，让整个体系中的所有硬件设备成为节点，体系中的其他设备在需

要时可以直接进行调用，进而满足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为万物

互联提供了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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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迪评论（贺倩怡）：HarmonyOS 2 的正式发布打破了安卓、iOS 在智能

终端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它创新性地采用了分布式技术，用软总线将平

板电脑、可穿戴设备、智能家电等不同的智能终端设备连接起来，真正实

现了万物互联。虽然鸿蒙生态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应用和服务伙伴的数

量远低于安卓和 iOS，但是随着鸿蒙系统的不断优化，一定会有更多的软

硬件厂商愿意加入到鸿蒙生态系统之中，逐渐动摇安卓和 iOS 在全球智能

终端操作系统市场的主导地位。

中国首位 AI 虚拟学生“华智冰”亮相

 事件回顾：6 月 1 日，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清华大学教授

唐杰在2021北京智源大会上发布了中国首个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2.0”。

与此同时，脱胎于“悟道 2.0”的中国首个原创虚拟学生“华智冰”，也以

视频形式登台亮相，并现场展示她为 2021 北京智源大会创作的音乐、诗词

和绘画作品。唐杰说，“悟道 2.0”可以用“你是(实)最大”四个字来概括：

“大”表示其达到 1.75 万亿参数，创下全球当今最大预训练模型纪录，并

具有简单易用、灵活、高性能等优势，支持大规模并行训练，是实现“万

亿模型”基石的关键；“最”意味着最准确，“悟道 2.0”已在世界公认的

9 项精准纪录上取得重大突破；“实”代表“悟道 2.0”模型的实用化，相

关用户能利用实用框架实现快速部署；“你”指基于“悟道 2.0”建立起悟

道社区生态的愿景，研发团队邀请每一个“你”即“数据者”加入。据记

者了解，“悟道 2.0”是完全基于国产超算平台打造，其基础算法是在中国

的神威超算上完成模型训练的。（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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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媒体评论（张宏江）：AI 超大模型就相当于发电厂，将数据“燃料”

转换为智能能力，驱动各种 AI 应用。如果将大模型与所有的 AI 应用相连

接，大模型就能为各种应用场景提供统一的智能能力，全社会将形成一个

智能能力生产和使用的网络，即“智网”。随着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

融合，未来将基于大模型形成类似电网的变革性 AI 产业战略基础设施。

 赛迪评论（钟新龙）：“华智冰”这一虚拟学生形象脱胎于智能模型“悟

道 2.0”，相比于国外人工智能模型 GPT-3 小批量付费使用的模式，“悟

道 2.0” 将向 AI 社区和企业公开预测模型，公开 API，并免费使用。下

一步，如何吸引更多的开发者、使用者和企业加入生态，共同完善和优化

模型，建立悟道社区生态，同时寻找更多的应用场景，扩大公众影响力，

加快人工智能模型的推广应用应当是开发方首要关注点。

 赛迪评论（尹伊）：前有谷歌 Switch Transformer，后有 OpenAI GPT-3 模

型，智源研究院所研发的“悟道 2.0”和“华智冰”一路披荆斩棘，为世

界交出亮眼答卷。“华智冰”突破了全球预训练模型规模的历史纪录，而

“悟道 2.0”实现了在预训练模型架构、微调算法、高效预训练框架等方

面的原始理论创新，在世界公认的 AI 能力排名榜单中频频上榜。“华智

冰”作为首个 100%基于国产超算平台打造、全部运用中国技术实现的模

型，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超大预训练模型研发水平已迈向崭新台阶，并将

代表全球领先水平加快国际超大预训练模型更新迭代的步伐。

 赛迪评论（吴昊）：近日“华智冰”在北京亮相，意味着中国在人工智能

生态体系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 AI 技术上也达到了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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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悟道 2.0”也为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条可靠的

路径，即以国产智能模型为基石，数据为关键推动力，持续地完善 AI 社

区。在数字化越来越普遍的今天，自主可控的技术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数

据的更新注入则是数字经济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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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新 IT 产业生态体系

2021 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长期蔓延及错综复杂的

国际经贸环境，深刻影响着全球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

临重大调整，全球化产业秩序进入新的结构变动期，经济在深度下探后能否

上扬值得关注。虽受疫情影响，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统筹部署下，2020 年我国

经济率先恢复，实现逆势增长；今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启之年，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承载着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重要任务。

当今世界，IT 整体环境和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重点表现在以下两大

变革：

一是随着 IT 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方向不断出现，以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5G、工业互联网等新 IT 方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

正在深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支持作用不

断凸显。全球最大的零售巨头沃尔玛的服务器数量比微软总部还多，并且还

拥有自己的商用卫星，通过卫星网络，能够在一小时之内完成对全球 10000

多家门店各种商品的库存、上架、销售量的盘点。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速

专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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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消费者对产业数字化的需求，可以预见，未来 IT 企业将迎来进一步加

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二是全球产业环境的变迁，对 IT 产业全球布局和各国 IT 产业的发展提

出了新要求。当前，全球经济下滑趋势未改，各国都面临着提升整体经济增

速、降低失业率的挑战，也要应对 IT 制造业布局重构的风险。国际经贸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加剧了 IT 产业现有供应链生态的深度调整态势。在需

求端加速增长与供给端不稳定性加大的双重影响下，各国都在思考未来发展

IT 产业的新思路。

我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

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在

数字经济领域，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

要求。

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动 IT 产业更快、更好、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积极构建新兴的 IT 产业生态体系，不断完善产业链、人才链、资金

链、政策链，推进产业要素多元化协同，与实体经济体系融合发展。

二是优化产业布局，形成特点鲜明、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数字化产业

集群。

三是围绕基础软件、工业软件、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

技术创新，增强供应链的补给能力，有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

一步提速升级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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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重点针对新技术、新业态发展最核心和关键的问题，积极培养人才，

缩小 IT 产业的人才缺口，缓解 IT 人口结构不均衡矛盾，为新一轮的 IT 产业

发展储备力量，满足 IT 产业创新及持续发展的长期要求。

（文章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公众号 文章作者：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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