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2021 年第 22 期                2021 年 10 月 22 日总第 36 期  

 

【本期提要】 

产业数据，2021 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GDP 同比增

长 19.3%，全国建设“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800 个。政策发布，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山东省发布《山东省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信创生态，安捷中科发布

国产工业软件“纳秒级”实时数据库系统，麒麟软件 OpenStack 开源贡献度位于

全球 Top3、中国 Top1。技术创新，MIT 开发的新 AI 工具可加速发现新 3D 打印

材料，美的基于 OpenHarmony2.0 推出“美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1.0”。企业动态，

京东商用与戴尔达成战略合作，金山办公再次认购创客贴 12.79%股份。市场拓

展，无代码开发平台“轻流”完成近亿元级 B 轮融资，新一代数字化工厂云平台

服务商欧软完成数千万级 A 轮融资，纳税自动申报 SAAS 平台神州云合获亿元

级 B 轮融资。产业生态，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在江西南昌召开，2021

（第二届）中国软件教育年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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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GDP 同比增长 19.3%。

10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 年第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现价总量 1048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1%。2021 年前三季度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价总量 3367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3%。（数据

来源：国家统计局） 

全国建设“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800 个。据 10 月 18 日工信部发

布会消息，目前全国建设“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800 个。其中，平台化

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

模式新业态加速向国民经济大类延伸，采矿、电子设备制造、装备制造、钢铁、

电力等行业成效显著，形成 10 大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

断加速。（数据来源：工信部） 

2021 年上半年中国 IT 安全软件市场厂商整体收入为 58.1 亿元人民币。10

月 18 日，据 IDC 发布的《2021 年上半年中国 IT 安全软件市场跟踪报告》显

示，2021 年上半年中国 IT 安全软件市场厂商整体收入为 8.97 亿美元（约合 58.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6%。其中，阿里巴巴在软件安全网关方面份额第

一（32.5%）、亚信安全在身份和数字信任软件方面份额第一（10.3%）、奇安

信在终端安全软件方面份额第一（17.2%）、奇安信在安全分析和情报方面份

额第一（10.5%）、绿盟在响应和编排软件方面份额第一（19.5%）。（数据来

源：IDC） 

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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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政策名称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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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技术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能源局 

工信部联科〔2021〕130 号 

发布网址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gzdt/art/2021/art_e18c8420f3b2

42dc8adb1c3e9618e26f.html 

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打造系统完备、高

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物联网在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制定本计划。

此次《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3 年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

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推动 10 家物联网企业成长为产值

过百亿、能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龙头企业；应用规模持

续扩大，物联网连接数突破 20 亿；支撑体系更加健全，完成

40 项以上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修订等。 

地方政策 

政策名称 《上海市数据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政策发布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gzdt/art/2021/art_e18c8420f3b242dc8adb1c3e9618e26f.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gzdt/art/2021/art_e18c8420f3b242dc8adb1c3e9618e2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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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发布网址 http://www.spcsc.sh.cn/n8347/n8481/n9119/index.html 

内容提要 当前，上海为落实体现国家政策和上位法精神，固化数

字改革创新经验，制定了本部数据领域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成为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的重

要举措。本次征求意见稿共十章九十一条，分为总则、数据

权益保障、公共数据、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

浦东新区数据改革、长三角区域数据合作、数据安全、法律

责任和附则。 

政策名称 《山东省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发布网址 http://sft.shandong.gov.cn/articles/ch04361/202110/e4db616e-4a

7e-450d-b5e4-9452bf59b1b1.shtml 

内容提要 2021 年 9月 30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山东省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是山东省大数

据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分为总则、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发展应用、安全保护、促进措施、法律责任和附

则，共 8 章 52 条。 

政策名称 《北京市关于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http://www.spcsc.sh.cn/n8347/n8481/n9119/index.html
http://sft.shandong.gov.cn/articles/ch04361/202110/e4db616e-4a7e-450d-b5e4-9452bf59b1b1.shtml
http://sft.shandong.gov.cn/articles/ch04361/202110/e4db616e-4a7e-450d-b5e4-9452bf59b1b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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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北京市商务局 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知识

产权局  京商服贸字〔2021〕36 号 

发布网址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10/t2021

1014_2512595.html 

内容提要 为落实中央、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促进数字贸

易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助力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建设，制定本措施。《措施》提出，北京将打造数字

贸易公共服务平台，畅通与海外市场渠道对接；建设数据流

通专项服务平台，开展数据来源合规审查、数据资产定价等

服务；构建数字贸易会展交易平台，促进各领域数字贸易发

展。根据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北京将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数

字技术影响力、数字资源配置力和数字规则话语权的数字贸

易龙头企业；基本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数字

贸易发展体系，打造具有国内示范作用和全球辐射效应的数

字贸易示范区。 

政策名称 《关于加快构建山东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实

施意见》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山东省大数据局、山东省委网信办等 7 部门 

发布网址 http://gxt.shandong.gov.cn/art/2021/10/19/art_15164_1029529

8.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10/t20211014_2512595.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10/t20211014_2512595.html
http://gxt.shandong.gov.cn/art/2021/10/19/art_15164_10295298.html
http://gxt.shandong.gov.cn/art/2021/10/19/art_15164_102952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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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0 月 18 日，山东省大数据局、山东省委网信办等 7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山东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

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十四五”期间，创建 50 个以上的新

型数据中心，布局一批低时延敏捷型的边缘数据中心，链接

各类物联网终端总量超过 2.5 亿个，初步建成全国领先的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省级节点和全国工业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示范

区。 

 

 

 

 信创生态 

安捷中科发布国产工业软件“纳秒级”实时数据库系统。10 月 15 日，工

业软件企业安捷中科（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一款“纳秒级”实时数

据库系统，该系统支持“云、边、端”实时数据的采集、存储和计算，代表着

国产工业软件在追求零延时的实时能力上又更进一步。（新闻来源：经济观察

报） 

麒麟软件 OpenStack 开源贡献度位于全球 Top3、中国 Top1。10 月 14 日，

根据 stackalytics.io 网站提供的社区贡献统计显示，在全球 125 个组织的参与

贡献中，麒麟软件麾下的银河麒麟云团队（Kylin Cloud）在核心指标 Resolved 

Bugs、Commits、Completed Blueprints 中的代码贡献均进入全球排名 Top3（国

内榜单 Top1）。（新闻来源：麒麟软件） 

 技术创新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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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开发的新 AI 工具可加速发现新 3D 打印材料。10 月 18 日，麻省理

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 AI 工具，来优化具有多种特性的 3D 打印

材料，如韧性和压缩强度。该工具可以提出生成独特化学配方，同时简化材料

开发、降低成本并减少化学废物的排放。（新闻来源：cnbeta. com） 

美的基于 OpenHarmony2.0 推出“美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1.0”。10 月 14

日，美的发布“美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1.0”，该系统是除华为以外首个基于

OpenHarmony2.0 开发的物联网系统，由美的与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合作推出，

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和跨场景体验。（新闻来源：网易新闻） 

 企业动态 

京东商用与戴尔达成战略合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10 月 14 日，戴尔

科技集团与京东商用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 IT 采购需求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IT 解决方案，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商品层面的

合作，双方还将推动多方深度融合，携手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生

态。（新闻来源：中国青年网） 

金山办公再次认购创客贴 12.79%股份。10 月 13 日，金山办公发布公告，

拟使用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875 万美元认购参股公司 Chuangkit Inc.（“创客贴”）

新发行股份，未来将合计持有创客贴股份比例 20.95%。金山办公本次收购旨在

加深双方的合作关系，将创客贴图片设计能力全面接入金山 WPS，为金山办公

的文档、PPT、Excel 等产品提供有益补充，更好地服务团队与企业用户。（新

闻来源：科创板日报） 

 市场拓展 

无代码开发平台“轻流”完成近亿元级 B 轮融资。10 月 18 日，无代码开

发平台轻流宣布完成近亿元级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启明创投领投，零一创

投跟投，原股东腾讯、新进创投持续加码。轻流可为企业用户量身定制，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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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在专属的云资源或自有服务器上部署轻流产品，实现独立专属的无代码

开发平台。（新闻来源：动点科技） 

新一代数字化工厂云平台服务商欧软完成数千万级 A 轮融资。10 月 18 日，

江苏欧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由天鹰资本独家投资。

本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迭代、直分销渠道建设和人员扩充等方

面。（新闻来源：36 氪） 

消费者数字体验的中台解决方案服务商云徙科技获近亿美元级 D 轮融资。

10 月 15 日，云徙科技正式宣布完成近亿美元的 D 轮融资，由凯欣资本领投，

交银国际、湖畔宏盛跟投，老股东腾讯、襄禾资本继续跟投，融资总金额超过

2 亿美元。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行业生态体系建设合作、客户运营

以及整合并购。（新闻来源：投资界） 

纳税自动申报 SAAS 平台神州云合获亿元级 B 轮融资。10 月 11 日，神州

云合宣布近期完成 B 轮融资，麦星投资及嘉实投资领投，老股东红杉中国、IDG

资本跟投。本轮融资将用于新产品研发、销售体系及市场推广以及服务体系建

设。（新闻来源：36 氪） 

 产业生态 

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在江西南昌召开。10 月 19 日，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在南昌开

幕。大会以“VR 让世界更精彩——融合发展 创新应用”为主题，举办了 16

场主题论坛，分别围绕标准化、游戏、传媒、教育、影像艺术、文化和旅游、

健康医疗、应用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展开。（新闻来源：新华社） 

2021（第二届）中国软件教育年会在四川成都召开。9 月 28 日至 30 日，

2021（第二届）中国软件教育年会在成都召开。本届年会以“双一流、特色化、

重认证”为主题，聚焦面向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新时期软件人才发展之

路及“新工科 新理念 新发展”等三大专题开展交流。（新闻来源：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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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10 月 12 日，由浙江省委网信办、浙江省经信厅联合主办的浙江省第

二届工控安全技能大赛在宁波举行。本次大赛作为 2021 年网络安全宣

传周的重要活动之一，共有来自浙江省的 35 支参赛队伍在虚拟的工业

网络环境中开展竞赛，将为浙江省工控安全发展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10 月 15 日，2021 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一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

博览会在宁波开幕。本次大会以“数字驱动、智能发展”为主题，举

办论坛会议、展览展示、创新大赛、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世界

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共计 17 个项目在开幕活动现场签

约。 

广州 

 10 月 14 日，广州市印发《广州市加快 5G 应用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提出到 2023 年，将广州打造成网络支撑完备、

应用场景丰富、核心技术领先、生态环境优越的 5G 应用示范城市。  

苏州 

 10 月 15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工商联、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第二届两化融合暨数字化转型大会在苏州召开，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黄荣，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工业和信息化部总

经济师许科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发布了《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数

据地图（2021）》《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指数研究报告》等成果。国

名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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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中心江苏分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监测分析区域

试点工作在开幕式正式启动。 

武汉 

 10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 2021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 1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湖北省

武汉市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韩夏，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曹广晶，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等

出席发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0 月 19 日，2021 中国（武汉）人工智能安全高峰论坛开幕。论坛以

“智能可控 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安全，邀请 14 位院士、

专家齐聚武汉，共 200 余位学界、业界专家与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

高层次人才代表交流研讨，共同助力武汉人工智能及安全产业高质量

发展。 

杭州 

 为充分发挥杭州人工智能场景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率先落地应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杭州市经信

局组织开展第三批重点建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工作，在企业申报

的基础上，遴选了涵盖智慧城市、智慧农村、智慧文旅、智慧教育等

多个领域的 53 个应用场景，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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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能否靠 IronHeart 计划抢占汽车操作系统话语权 

 事件回顾：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苹果正在开展一个名为“IronHeart”的项

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升级当前的 CarPlay 系统，让用户通过 iPhone 能够接

入汽车的空调系统、速度表、广播和座椅控制等功能。目前，苹果与宝马、

奥迪、别克等主流车企 600 多款车型达成合作，驾乘人可通过基于 iOS 系

统的 CarPlay 使用包括导航、拨打电话、收发信息和播放音乐等 iPhone 各

项功能，是定位在车载娱乐功能的智能系统。（来源：中国电子报） 

 专家媒体评论（盖世汽车研究院王显斌）：从软件技术层面来看，“IronHeart”

计划可以进一步深化 CarPlay 的功能，帮助苹果从车载中控系统向底层操作

系统下探，与汽车硬件和行驶数据联通，也可以基于 iPhone 的系统接入一

系列控制器、传感器和设置。从合作层面来看，“IronHeart”计划需要与

车企进一步加深合作。但当前车企越来越重视车联网功能，更愿意将用户

和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中，iOS 系统的封闭性可能会让车企对苹果 CarPlay 系

统的进一步深化望而却步。无论是搭载操作系统还是造车，系统封闭都是

苹果面临的现实挑战。“IronHeart”计划需要考虑如何与供应商达成良好

的融合模式。 

 赛迪评论（吴昊）：近年苹果传出造车项目以来，一直没有实际进展，若

此次“IronHeart”计划消息可靠，可以看出苹果依然打算在车载操作系统

上加强自己在汽车行业的部署。根据透露的消息介绍，“IronHeart”可以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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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 CarPlay 的强化版，苹果需要和汽车厂商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来获取更

多的系统接入权限。但随着近年车联网汽车行业飞速发展，各大汽车厂商，

尤其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电动汽车厂商纷纷布局自研车载操作系统，从而

加强对数据和用户的掌控能力，而他们是否愿意将这块蛋糕分给苹果仍是

一个未知数。 

 赛迪评论（赵春玉）：从主机厂角度来看，苹果推行“IronHeart”计划挑

战巨大，“IronHeart”涉及到车速、发动机转速和燃油数据等核心数据的

访问，在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时代，说服主机厂分享核心数据

存在难度。从消费者角度来看，“IronHeart”计划虽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

用户体验，但现有的 CarPlay 不是完整的汽车 OS，更多的是手机功能在车

载屏幕上的映射，与汽车的联系不够紧密、交互方式不够丰富。当前

“IronHeart”计划可对空调和座椅等的控制，能够增加更多的交互方式，

提升 CarPlay 用户体验。 

 

欧拉和鸿蒙打通后，如何界定二者边界？  

 事件回顾：近日，华为开源操作系统欧拉（openEuler）全新发布，提出全

栈原子化解耦，支持版本灵活构建、服务自由组合，通过一套架构灵活支

持南向多样性设备、面向全场景应用，可广泛部署于服务器、云计算、边

缘计算、嵌入式等各种形态设备。欧拉和鸿蒙已经实现了内核技术共享，

未来计划在欧拉构筑分布式软总线能力，让搭载欧拉操作系统的设备可以

自动识别和连接鸿蒙终端。后续两者将进一步在安全 OS、设备驱动框架

以及新编程语言等方面实现共享。（来源：华为全联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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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媒体评论（InfoQ 媒体评论）：当前不同的领域各自有不同的操作系

统，操作系统“碎片化”现状带来生态割裂、应用重复开发和协同繁琐等

挑战。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必然需要云管边端打通，同样的操作系统要在不

同的硬件形态上适配，实现一次应用开发、不同场景部署。当前，欧拉和

鸿蒙操作系统内核已经实现了打通，未来搭载欧拉操作系统的设备可以自

动识别和连接搭载鸿蒙的终端，真正做到把端边云打通，为下一步协同发

展打下基础。 

 赛迪评论（王菲）：OpenEuler 与 OpenHarmony 既有互通，又各有侧重。

一方面，二者都以开源的形式实现能力共享、生态互通。在能力上，将基

于内核向软件整体能力方向进行共享；在生态上，将实现应用生态、设备

生态、开发者生态、高校生态上的互通。另一方面，二者定位与应用场景

不同。鸿蒙主要定位在应用，面向智能终端、物联网终端、工业终端等场

景，侧重于民用和工业应用，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推进万物互联；欧拉主

要定位在基础设施，面向服务器、边缘计算、云计算和嵌入式系统，侧重

于基础设施支持以及复杂计算领域的嵌入式开发，以推动复杂系统内部数

据搭建和处理。OpenEuler 与 OpenHarmony 两个操作系统联合起来可以覆

盖各种应用场景，对我国操作系统领域发展来讲是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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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仿真”发展白皮书 

8 月 31 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推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数字仿真”发展白皮书》（征求意见稿），在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工

业互联网+数字仿真”专业赛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 

《白皮书》剖析了“平台+数字仿真”的定义内涵，从整体、技术、企业、

生态等维度梳理了国际和国内数字仿真行业发展现状，从技术供给、应用范

围、产业生态三个角度给出了“平台+数字仿真”的发展趋势研判，并提出了

“一二二三三”的架构体系。 

《白皮书》认为，“平台+数字仿真”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资

源和能力，构建仿真模型进行模拟实验，开展平台化仿真服务的过程，对缩

短研发周期、提升生产效率、加快企业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平台+数

字仿真”，模型解耦重构是基础、平台开放共享是核心、新型能力打造是关

键。 

现阶段，国际仿真产业呈现寡头垄断态势。从整体看，美欧一骑绝尘，

CAE 技术积累深厚。从技术看，形成技术壁垒，多领域知识系统化富集。从企

业看，头部厂商领跑，并购成为主要扩张路径。从生态看，商业模式成熟，习

惯培养汇聚广大用户。 

国内自主仿真在探索中艰难前行。从整体看，仿真意识薄弱，数字仿真应

用程度不高。从技术看，遭遇双向挤压，尚缺乏高层次仿真产品。从企业看，

专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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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潜力巨大，国产仿真开展多点尝试。从生态看，公共服务优化，成果转化

机制逐步完善。 

“平台+数字仿真”创造了换道超车机遇。一是平台聚焦云化架构，助力

仿真技术体系升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产物，通过对人、机、料、法、环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

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数据采集体系和模型构建体系。二是平台贯穿制造过

程，助力仿真应用场景培育。随着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平台基于数据、模型、

软件等方面的优势，正不断加快与数字仿真技术的融合发展，深度挖掘企业各

领域仿真需求。三是平台汇聚资源要素，助力仿真生态体系构建。不仅有助于

重塑共性知识复用体系、变革研发创新协作方式，而且能够构建快速迭代创新

机制。 

基于此，《白皮书》认为“平台+数字仿真”从技术供给看，呈现部署方式

云化、服务形态APP化、新兴技术融合化的趋势。从应用推广看，使用用户普惠

化、覆盖行业多元化、应用场景复杂化将成为发展趋势。从产业生态看，开发范

式自主化、开发环境开源化、开发主体协同化将成为发展趋势。 

最后，《白皮书》提出了“平台+数字仿真”“一二二三三”架构体系，即

一个通用研发平台，实物仿真、系统仿真等两大模拟，工业机理模型、数据算法

模型等两类模型，模拟验证、预测评估、迭代优化三大功能，以及设备、产线、

工厂三大作用领域。 

（文章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作者信息：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宋颖昌 管桐 孙刚 张朝 徐靖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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