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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以集成电

路、计算机、互联网、光纤通信、移动

通信的相继发明和应用为代表，信

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最近几年，又迎来了以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的信息化浪潮的

冲击。这些将重塑信息技术服务产

业生态链，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拉开新产业革命的序幕，对

经济和社会及全球竞争格局产生深

刻的影响。

面对诸多有利条件

信息技术服务实现跃升

近年来，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规模、质量、效益实现了全面

跃升，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业务收

入从 2012 年的 2.5 万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4.9 万亿元，年均增速高

达1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在2016年达到2.51万亿元，占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的 52%；云

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业

态快速兴起；软件企业数达到 4.28

万家，比 2012 年增加了 1.45 万家。

2017 年前三季度信息技术服务收

入 达 到 2.1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3%，增速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

比上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运

营相关服务收入增长 21.8%，同比

提高 8 个百分点；电子商务平台技

术服务收入增长 27.5%，同比提高

10.9个百分点。

2017 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

规划，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

键性一年。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

济结构调整，产业体系已相对完善、

基础较好，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或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市场空间很大，

有条件、有能力为人民美好生活需

求提供更加务实、更加贴切的服

务。整个行业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规模增速呈现持续较快发展态势，

加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行各业；

产业结构规模不断优化，技术密集

型业务占比不断提高，带动产业格

局的深刻变革；信息消费扩大升级，

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和内需潜力。在

当前要加快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深

化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信息技术

服务业以各种重大技术研发应用为

核心，不断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提

升网络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迎来更大的发

展机遇。

此外，我国发展信息技术服务

业面对诸多有利条件。首先，我国

政府对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政策支持

力度进一步加大。近年来，《关于促

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

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

等政策的接连落地，有助于推动相

关领域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加速发

展。其次，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数字经济、物联网、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加速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信息技术服

务业加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

次，国内信息消费市场持续升级、电

子商务增势迅猛、各省市积极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等将释放出更多的信

息技术服务需求。如我国电子商务

发展迅猛，将带动电子支付、数据挖

掘、云服务、资格认证等为电子商务

提供支撑服务的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的发展；我国 300 多个城市提出或

正在建设智慧城市，将大大提高对

信息技术服务的需求。最后，企业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为产业规模壮大和结构升级提供有

力支撑。此外，我国是网络大国却

远非网络强国，信息安全形势较为

严峻。国内信息安全投入占 IT 整

体投入的比重不足1%，发展信息安

全行业也将开拓我国信息技术服务

业的增长空间。

开展六方面工作

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劳

动力及物业配套等生产要素的成本

不断上升，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原有

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有所减弱，面临

较大经营压力。国内大多数企业研

发能力弱、业务层级不高，处于全球

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在新的形势

下，通过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联

盟的长期跟踪调研和深入研究，建

议重视以下六方面的工作，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增强我国信息技术服

务业的增长动力，促进我国信息技

术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切实转变“重硬件、轻软

件”的理念，建议在国家大型采购项

目、援外项目中列入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务，为国内企业创造发展

机会，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服

务”的品牌。

二是在进行短期政策激励的同

时，更加注重建立政策的长效机制，

推动我国信息技术服务业转型升

级，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三是支持信息技术服务企业

开展海外并购，加快“走出去”步

伐，加强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建

设，充分依托我国的市场、人才等

优势，借力全球创新资源，加大要

素整合力度，增强全球交付能力，

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是面对日益细分的市场需求

和产业集聚化发展的态势，进一步

加强产业园区的智能化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引导企业间、产学研用间加

强专业化分工合作，构建协同发展

的产业生态系统。

五是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服务产

品化、标准化进程，支持国内重点信

息技术服务企业开展信息技术服务

支撑工具软件研发与产业化。

六是重视在岸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外包业务市场，使离岸和在岸

业务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编制服

务外包在岸业务政策扶持的认定标

准和扶持政策，遴选符合条件的外

包业务企业进行试点示范。

古城西安，正在爆发

城市求贤，君子择城

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浪潮里，在陕西省“创新驱动、追赶超

越”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今的西安，正

处在“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打造硬科技之

都和“大西安”建设的黄金叠加期，以

创新科技驱动“数字引擎”，西安正在

成为“一带一路”的信息高地。

公元 2017年秋，一个注定将载

入史册的秋天，古老的西安和年轻

的程序员相遇、相知、相爱，终于成

功牵手，孕育了周秦汉魏隋唐以来

首个打破“结界”的程序员盛会——

首届全球程序员节（11 月 9 日—10

日）。该活动以“Coding the Future

（码未来）”为核心主题，以“数字丝

路 码动未来”为年度主题，通过举

行“码”动思想论坛、“码”出智慧大

赛、“码”唤激情嘉年华、“码”创科技

展览等活动让来自全球的程序员聚

集于此，共同探索“一带一路”发展

契机，让数字世界的构建者在这里

碰撞出未来数字丝路的火花。同

时，也树立西安成为“中国软件第一

极”“中国软件名城”的城市品牌形

象，吸引更多的程序员落户西安。

西安高新，正在领跑

投资佳地，产业热土

大道前行，创新擎旗，风云际会

看今朝。作为陕西自贸试验区的核

心功能区，高新区迎来了自贸区、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西安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核心区三个“国字号”叠加

的机遇与挑战。目前，西安高新区

已启动“三次创业”，发布了“5882”

路线图，将围绕追赶超越的大局，高

举高新技术产业的大旗，高举创新

改革的大旗，高举干事创业的大旗，

在三次创业的浪潮中领风向前，击

水而歌，以勇气和魄力推进改革创

新，以智慧与担当发挥核心引领作

用，以实际行动为西安、陕西经济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软件新城，正在蝶变

机遇之城，未来之光

缘何越来越多的高端软件人才

从北上广回流西安，软件企业从东

部向中西部迁移？无疑，软件产业

正日益成为西安的“新名片”。

西安软件园作为西安高新区发

展软件信息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的专业园区，始建于 1998 年 12 月，

是我国 4 个拥有国家软件产业基

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双基地”称

号 的 园 区 之 一 ，是 西 安 高 新 区

“5882”战略中“中国西部硅谷”“中

国软件名城”引领者，是重点发展的

8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之一，聚合

西安高新区“双自联动”优势，聚力

“追赶超越”，聚焦“自主创新”，奠定

西安软件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

园区充分发挥科技、人才资源

优势，营造产业生态环境，不断提高

服务效能，已吸引三星、IBM、富士

通等世界 500 强软件企业 31 家、中

国软件百强企业38家、国家火炬计

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 14 家。

2016年，西安高新区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实现总收入1994亿元，同比增

长 21.06%；出口 10.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3.37%，行业企业数量达到

2043 家，聚集了西安市 90%以上的

行业企业。预计到2021年，西安高

新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收入将达

到 5000 亿元，出口 21 亿美元，从业

人员25万人以上。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联盟

（CITSIA，以下简称联盟）（原中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联盟）

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信息产业

部）指导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

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简称CSIP）联

合31家企事业单位，于2007年6月

15日正式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营利

性组织。2014年10月，在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的指

导支持下，正式更名为“中国信息

技术服务产业联盟”。现有联盟成

员 236 家，设有 4 个专委会，分别是

金融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医疗健

康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园区和公

共服务专业委员会、呼叫中心与电

商后台专业委员会。

联盟宗旨：以平等互利、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为原则，协

助政府推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纳培育一

批专一化、特色化、业态新型化的信

息技术服务企业；促进联盟成员建

立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形

成应用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的协调

机制，向市场推荐专业化服务的优

秀企业；以统一的品牌参与国内外

市场竞争，塑造中国信息技术服务

产业良好形象，推动中国信息技术

服务产业的发展。

联盟理念：联盟以推动基于信

息技术服务的产业链合作与市场合

作为己任，促进技术合作、市场规

范、产业发展环境建设，协同各方共

同建立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信息技

术服务体系。

园区和公共服务专业委员会：

主要支撑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载体建

设，推动软件服务业公共服务体系

的建设和运营，促进我国软件服务

业区域产业集聚均衡发展。

金融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以

“对接行业发包方、受包方、学术与科

研领域、政府，建立四方合作关系，打

造真正一体化的行业组织，为金融信

息技术服务产业链更多机构提供服

务”为宗旨，努力建立金融信息技术

服务标准及自律准则，积极听取各类

会员意见，服务会员机构。

医疗健康信息技术专业委员

会：以科技进步和产业融合发展为

宗旨，以信息技术为医疗健康的新

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服务为目标，

提升传统产业能力。建立生产、学

术、科研领域和政府的多方合作关

系，制定医疗健康信息技术服务标

准及自律准则，积极听取各类会员

意见，服务会员机构。

呼叫中心与电商后台专业委员

会：由全国从事与呼叫中心及电商

后台服务等相关业务的运营商、制

造商、供应商、用户等单位以及一切

关心和推动中国呼叫中心和电商后

台服务事业发展的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组织和协调

呼叫中心与电子商务后台服务产业

链的机构和企业，为广大成员提供

一个积极的交流平台。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联盟

推动产业链合作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科技贡献奖

获奖单位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2017年度奖项评选结果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

产业贡献奖

获奖单位

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软件行业协会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沃嘉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

张家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风云人物奖

姓名

陈锡民

侯志国

贾红

荆书典

王长春

王涛

徐国安

左春

获奖单位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西安智多晶微电子有限公司

济南大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盈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务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副总裁

首席运营官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执行董事

董事长兼总裁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

产业最佳服务奖

获奖单位

北京瑞克博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蓝汛欣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美林数据股份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

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万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示范企业奖

获奖单位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大数据示范园区

齐鲁软件园

西安软件园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区

中关村软件园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创业孵化示范园区

成都天府软件园

上海浦东软件园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创新服务示范园区

西安环普科技产业园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移动互联网示范园区

中国（南京）软件谷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智慧健康示范园区

武汉软件新城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金融创新示范园区

深圳软件园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优秀园区奖

获奖单位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科技金融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

上海虎犇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医疗健康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重庆众康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循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盈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交通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南京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北佳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制造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鹏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中服软件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教育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重庆和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谷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思海辉汇智产业学院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云计算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软件园汇智软件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有限公司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节能降碳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智华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通信领域优秀解决方案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名称

额度与限额管控解决方案

国内首例多法人资产负债管理云平台

基于深度搜索和金融图谱的虎犇智能化

投研平台

院外管理云平台

医养一体化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中小医院管理服务软

件研发及应用

云智一体化医疗云服务平台

心医基于云计算的医疗大数据分析服务

平台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桥梁监测系统

交通交警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

阿里云ET工业大脑

工业互联网公共云平台优秀解决方案

WIZ Solution 智慧电厂解决方案

工业云平台建设解决方案

智慧教育环境解决方案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GISmanager设备故

障在线巡检与运维管理关键技术

华钦虚拟银行实训系统

汇智联合教育管理平台

智慧服务厅

东软社交化CRM

汇智智慧园区整体解决方案

博云容器云平台解决方案

云端LED显示屏远程信息发布与监控

解决方案

擎天“云碳”企业碳资产管理云平台

智能节能路灯照明3+1系统集成

项目

亚信能力集成平台AIF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优秀解决方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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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1.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医疗健康领域示范企业：

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2.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科技金融领域示范企业

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文思海辉金信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拓金服集团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旭胜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呼叫中心领域示范企业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盈科技有限公司

中唐国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电子商务领域示范企业

家乐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山东浚嘉移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交通领域示范企业

山东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北佳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高新区为程序员筑巢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让古都西安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今天，古都西安正从古“丝路”迈向新“硅谷”，聚集大量
高校科研院所，促成海量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成本洼地、人才
高地、投资佳地、产业热土……

数据互联 资源共享 消费升级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联盟

北京德塔精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众康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点击律（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钱包行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万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钛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钢谷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朗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鹏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人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

优秀创业企业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