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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4.9%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18年1—4月网络游戏收入增长情况

2018年1—4月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增长情况

2018年1－4月，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营业利润同步增长，网络游戏、电子

商务领域保持活跃。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呈加快趋

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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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9亿元，同比增长

24.9%，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 5.4 个

百分点。

研发投入较快增长。1－4月，

全行业研发投入144.5亿元，同比增

长22.3%。

分业务运行情况

网络视频直播、共享经济、家庭

医疗等行业领域创新不断，带动互

联网信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

（一）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1－4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

网数据中心业务收入 35.6 亿元，同

比下降 5.8%，降幅较 1－3 月收窄

4.3 个百分点；截至 4 月末，部署的

服务器数量达120.5万台，同比增长

39.6%。

（二）互联网接入服务

1－4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

网接入业务收入 72.7 亿元，同比下

降27.1%。

（三）信息服务业务

1－4月，信息服务收入规模达

2347亿元，同比增长 23.8%，占互联

网业务收入比重为 88.6%。其中，

网络游戏（包括客户端游戏、手机游

戏、网页游戏等）业务收入 587 亿

元，同比增长27.9%。

在信息服务收入中，电子商务

平 台 收 入 9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4%。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主要省份呈加快发展态势。互

联网业务收入总量居前三位的广

东、上海、北京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别增

长20.1%、69%和26.4%。

App数量增长情况

我国市场上移动互联网应用数量

有所增长。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我国

市场上监测到的移动应用为 414 万

款。4 月份，我国第三方应用商店与

苹果应用商店中新上架 14 万款移动

应用（App）。截至4月底，我国本土第

三方应用商店移动应用数量超过 231

万款，苹果商店（中国区）移动应用数

量超过183万款。

游戏类应用数量保持增长。截至

4 月底，游戏类数量为 145 万款，较上

月底增加近11万款；生活服务类应用

规模达 49.8 万款，排名第二。排名第

三和第四的分别是电子商务类应用和

影音播放类应用，规模分别为 39.2 万

款和36.6万款。在市场热点类应用当

中，以物流企业应用、货运运输服务应

用和具有自有物流服务能力的电子商

城为代表的智慧物流类应用数量超过

1.83万款；而提供二维码扫码、转账等

金融支付功能的网络支付类应用数量

约为1.3万款。

四类应用下载量超过千亿次。截

至 4 月底，第三方应用商店分发累计

数量超过 1.25 万亿次。游戏类应用、

系统工具类应用、社交通信类和影音

播放类应用下载量均超过千亿次，分

别为 2101 亿次、1998 亿次、1602 亿次

和1586亿次。其余各类应用中，下载

总量超过500亿次的应用还有日常工

具类（891.3 亿次）、生活服务类（702.6

亿次）、资讯阅读类应用（667.1亿次）、

电子商务类（580.3 亿次）和金融类

（522.6亿次）。

注：1.本文将手机应用程序划分
为游戏、影音播放、生活服务、资讯阅
读、日常工具、社交通信、系统工具、办
公学习、拍照摄影、运动与健康、电子
商务、网络支付、智慧物流、互联网金
融、主题壁纸、外文等16个领域。

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统计对象
是持有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企业。

3.规模以上指上年度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收入300万元以上，完成年报工
作的省份按照2017年年检结果核定。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见》，继续推进贵州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

作，参照《关于做好贵州省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创建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经过县级筛选、市级初荐、省级审核、专家评

审、对外公示等流程，贵州省民营经济发展

局（中小企业局）公布了2018年度贵州省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

贵阳市的良知山创客空间等10个基地

被授予“贵州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称号。示范基地要在现有基础上，不

断优化创业创新设施和环境，创新服务和运

行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能力；要规

范内部运营管理体系，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监

督，提升服务水平；要集聚社会服务资源，畅

通信息渠道，不断满足小微企业的创业创新

需求；要主动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承担政

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要加强与其他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的交流学习，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定

期对辖区内示范基地的服务质量、服务收费

以及服务满意度等运营情况进行检查；做好

示范基地年度工作总结和检查情况报告；要

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做好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的培育和认定工作。

本报讯 6月5日，2018年湖南省电子制

造业和软件服务业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

议总结分析了2017年全省电子信息行业工作

成绩和不足，研究部署了2018年重点工作。

湖南省经信委副主任陈松岭在讲话中

总结了近年来湖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取得

的成绩，对比分析了湖南与发达地区和周边

省份在产业发展上的差距，提出了下一步的

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他指出，加快湖南省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必须提升战略定位、加

快战略布局、大力引进重大项目，着力培育

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骨干企业、充分发挥产

业投资基金在产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出台

支持鼓励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传达了2018年全国电子信息行业

工作座谈会精神，湖南省经信委电子通信

产业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负责人分别

对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发展

情况进行了通报，对 2018 年重点工作任务

进行了安排部署。

本报讯 根据2018年4月统计数据，四

川省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8138 万，成为西部

第一个、全国第五个突破 8000 万移动电话

用户的省份。在 4G用户快速增长拉动下，

四川省仅以一年半时间就实现移动电话用

户增长 1000 万，比前一次以三年时间增长

1000万用户快了1倍。

近年来，四川省积极发挥信息通信业基

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加快推进建设高

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建成西部规模最大4G网络，移动电话基

站 32 万、4G 基站 19 万，全国排名前六。实

现 4G网络城区和乡镇全覆盖、行政村通达

率 93%，移动网络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同

时，深入推进“提速降费”，推出大容量流量

包和不限量套餐，移动流量资费水平降幅达

84%，有效促进信息消费。

下一步，四川省信息通信业将按照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聚焦网络强省和提速降费，

2018 年年底 4G 用户占移动用户比例将超

过 75%，移动流量资费降幅 40%，基本建成

成都 5G试验网，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提

出的四川省 98%行政村通光纤和所有贫困

村宽带网络覆盖目标。

本报讯 6 月 5 日，河北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全省“双创双服”活动进展情况及

下一步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河北省发改

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住建厅联合

发布了全省“双创双服”活动总体情况以

及各自领域活动进展情况进行发布。河北

省工信厅厅长龚晓峰出席发布会，介绍了

小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培育和精准服务

重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两项重点工作的进

展情况。

龚晓峰表示，河北省工信厅以培育特

色鲜明、服务高效、孵化力强的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为目标，综合考虑基地基础

设施、运营管理、商业模式、创新链条、

服务功能等条件，在全省筛选确定了25家

小微企业“双创”基地进行重点培育。目

前，河北省重点小微“双创”基地已入驻

企业 3176 家，其中小微企业达 2683 家；

已孵化高新技术企业35家，帮助企业申请

专利 773件；组织开展各类服务活动 1000

余场次，服务企业 2263家次，累计服务 3

万人次。

龚晓峰介绍，按照省市县分级负责、

各级工信部门统筹协调、各级政府相关部

门协同服务的原则，他们以超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为重点，为重点企业提供“保

姆式”“代办式”和“专业化”“专家式”

服务。

自“双创双服”活动开展以来，河北

省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工业运行情况

看，1－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3.0% （其中，4 月份同比增长

5.3%），比第一季度高0.8个百分点，累计

增速全国排名较第一季度前进 2位。全省

40个行业大类中有28个行业实现增长，增

长面为 70%，较 1－3 月份提高 5 个百分

点，全省工业经济呈现“企稳向好”态

势。从政企服务平台运转情况看，截至 5

月底，省市两级包联的重点工业企业，共

有85家通过政企服务平台反映了123个问

题，集中在资金保障、土地需求、人才用

工、行政审批、能源供给等10个领域。目

前，123个问题已办结反馈109个，办结率

达90%。

下一步，河北工信厅将按照全省“双

创双服”活动的总体安排，着力做好如下

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落实对口联系协调责任制，督促

各地落实领导分包机制，因地制宜开展多

种形式的精准服务活动，进一步发挥政企

服务平台功能，做到个性问题一线解决、

共性问题统筹解决。

二是巩固提高小微基地建设水平。加

大对拟培育基地的培育指导力度，整合一

批服务产品，积极向基地推介，探索建设

一套基地运营管理体系范本。

三是强化重点督导。围绕精准服务企

业活动开展情况、工业增加值增长、技术

改造投资、新增规上企业数量等重点指标

完成情况，于 5 月中旬至 6 月底组织一轮

督导，以工业运行质量的提升检验服务企

业的成效。

河北重点小微“双创”基地已入驻企业3176家

湖南召开电子制造业和软件服务业工作会议

贵州公布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

四川移动电话用户突破8000万

本报讯 日前，我国宽带发展联盟发

布了第八期 《中国宽带普及状况报告》

（2018年第一季度）。

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

我 国 固 定 宽 带 家 庭 用 户 数 累 计 达 到

35282.6 万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

78.9% ， 环 比 2017 年 末 提 升 4.5 个 百 分

点；移动宽带 （3G 和 4G） 用户数累计达

到 11.99 亿户 （不包含移动通信转售用

户），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 86.3%，

提前两年多超过“十三五”规划 2020 年

末 85%的目标，至此，我国固定宽带家庭

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已双双超

过“十三五”规划2020年末目标。从国际

上看，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与OECD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对应相比，可在

全部 35 个国家中排到第 20 位，已超过法

国 、 德 国 、 加 拿 大 等 发 达 国 家 （根 据

OECD 官方网站的最新统计数据），但与

OECD国家平均101.8%的移动宽带用户普

及率还有一定差距。

宽带普及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信息化创新驱动力的

重要指标，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将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和移动宽

带用户普及率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制定了到2020

年末分别达到 70%和 85%的目标。近年

来，随着“提速降费”工作的不断深入推

进，在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基础电信企业

及宽带发展产业链相关各方的共同推动

下，我国宽带普及水平取得“跨越式”发

展：在我国人口基数巨大的情况下，固定

宽带家庭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年

度提升均接近 15 个百分点，继 2017 年第

三季度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提前三年

撞线“十三五规划”2020 年末目标后，

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移动宽带用户普及

率也提前两年多超越了“十三五规划”

2020年末的目标，并在全球排名靠前，超

过部分发达国家。

从各地的宽带发展普及状况看，固定

宽带家庭普及率方面，江苏省最高，达到

112.4%，浙江、福建、广东三个省也超过

了 100% （固 定 宽 带 家 庭 普 及 率 超 过

100%，主要是存在一个家庭用户拥有多个

固定住所，办理了多个固定宽带接入业务

的情况），排在前五位的地区还有上海

市。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方面，北京市达

到 150.8% ， 远 远 超 过 其 他 地 区 ， 超 过

100%的还有上海市 （126.5%）、广东省

（124.1%）、浙江省 （117.0%） 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 （100.2%）。

我国固定、移动宽带普及率双双超过2020年末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