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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我国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9%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17/2018年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增长情况

2017/2018年互联网接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1—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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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收入快速增长，营

业利润同步增长，网络游戏、影音

直播等手机应用规模稳步扩大。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

长。1—5月，我国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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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结果核定） 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企业 （简称互联网企业） 完成

业 务 收 入 332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9%，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 3.9 个

百分点。

研发投入增幅较第一季度回

落。1—5月，全行业研发投入144.5

亿元，同比增长 17.3%，较第一季

度回落6个百分点。

分业务运行情况

互联网企业在移动支付、共享

经济、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平台等

方面不断创新，带动互联网信息服

务收入保持稳步较快增长。

（一）信息服务业务
1—5月，信息服务收入规模达

3004 亿元，同比增长 22.1%，占互

联 网 业 务 收 入 比 重 为 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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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亿元，同比增长24.5%。

在信息服务收入中，电子商务平

台收入1164亿元，同比增长39.1%。

（二）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1—5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

网数据中心业务收入43亿元，同比

下降 3.7%；截至 5 月末，部署的服

务器数量达 123 万台，同比增长

37.7%。

（三）互联网接入服务
1—5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

网接入业务收入 76.3 亿元，同比下

降28.8%。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主要省份保持快速增长发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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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19.9%和34.2%。

App数量增长情况

我国市场上移动互联网应用数

量小幅增长。截至 2018 年 5 月底，

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移动应用为

415 万款。5 月份，我国第三方应

用商店与苹果应用商店中新上架 13

万款移动应用 （App）。截至 5 月

底，我国本土第三方应用商店移动

应用数量超过 233 万款，苹果商店

（中国区） 移动应用数量超过 182

万款。

影音播放类应用数量排名上升

一位。截至 5 月底，游戏类数量为

152 万款，较上月底增加近 7 万款；

生活服务类应用规模达 56.3 万款，

排名第二。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分别

是影音播放类应用和电子商务类应

用，规模分别为 43.7 万款和 41.6 万

款，影音播放类应用本月应用规模

排名上升一位。

游戏类和系统工具类应用下载

量突破2000亿次。截至5月底，第三

方应用商店分发累计数量超过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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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9 亿

次、2007 亿次、1689 亿次和 1648 亿

次，其中游戏类应用和系统工具类应

用下载量均突破2000亿次。

（注：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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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福建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2%，自今

年 4 月份（10.5%）以来已连续两个月保

持两位数增长。1—5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7% ，较 1—4 月

（8.3%）、第一季度（7.9%）分别提速 0.4

个、0.8 个百分点，累计增速再创自 2016

年以来最高。运行情况好于全国，1—5

月福建省工业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1.8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8位（西藏13.7%、云南

12.3、辽宁 10.5%、陕西 9.7%、贵州 9.6%、

江西9.0%、北京8.9%）。

5 月份各行业增长保持稳定。5 月

份，福建省轻重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4%、12.3%，重工业快于轻工业3.9个百

分点。在 38个大类行业中有 33个行业

实现正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设

备增长 18.9%，专用设备增长 14.3%，皮

革 毛 皮 制 鞋 增 长 13.5% ，医 药 增 长

11.9%，木材加工增长 10.7%，家具增长

10.7%，纺织服装服饰增长 10.1%。福建

省三大主导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8.5%，

其中电子、机械、石化分别增长 18.9%、

5.7%、6.3%。

1—5月，福建省六成工业产品产量

增长。在福建省列入统计的421种工业

产品中有 279 种产量保持增长，品种数

占 66.3%；增速 10%以上的有 179 种，品

种数占42.5%，如新能源汽车增长23倍、

智 能 手 机 增 长 625% 、合 成 纤 维 单 体

307.8%、光电子器件251.4%、房间空气调

节器187.9%、电子计算机整机43%、集成

电路圆片 37.5%、卫生陶瓷制品 31.3%、

锂离子电池 31.6%、布 20.4%、塑料制品

15.3%、鞋11.9%。

5 月份，福建省工业企业产销保持

良好。5 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销售

产值增长 14.1%，同比提高 1.8 个百分

点 ；工 业 品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同 比 上 涨

2.1%；产销率 96.9%，同比提高 0.61 个百

分点。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销售

产值增长 13.3%，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

点；累计产销率 96.99%，同比提高 0.45

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

涨1.8%。

5 月份，福建省工业出口交货值增

速回升。1—5月，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

9.3%，增 速 较 1—4 月 回 升 0.3 个 百 分

点。从行业看，有24个行业累计出口交

货值实现正增长，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

增长 27.8%、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

业增长 16.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4.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增长 14.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增长

11.9%、汽车制造业增长10.6%。

5月份福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

持两位数增长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5

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持续增长，累

计完成投资 58.9 亿元，同比增长 6.5%，

增幅较1—4月、1—3月分别提高1.9个、

3.8个百分点，高于全区工业投资和固定

资产投资15.8个、25.3个百分点。其中，

100个重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51.7亿元，占全区工业技改投资的87%；

共享装备双创示范基地项目、银川滨河

如意年产 3000 万件如意纺高档衬衫项

目、银川隆基硅年产 5GW 单晶硅棒和

5GW 单晶硅片项目等技改项目进度较

快，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70%以上。

1—5月宁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持续增长

（上接第1版） 其中近 60%由于涉及范围广、

影响程度深、安全危害大被认定为高危漏洞，

僵尸网络攻击、定向攻击等新型攻击手段更

为多样，工业信息安全防护压力陡增。

（三）大量工业控制系统暴露于互联网，
已经成工业信息安全防护的软肋。全球暴露

在互联网上的工业信息系统及设备数量持续

上升，工业信息安全风险点进一步增加。据

国家工信安全中心监测发现，截至 2017 年，

全球超过10万个工控系统及设备暴露于互联

网，比2016年增加了42.9%。

（四）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不充
分，严重滞后于工业信息安全发展需求。我

国工业信息安全在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市

场环境、业态发展等方面明显不足，尚未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威胁态势感知与预警、漏

洞挖掘、攻击者画像与溯源、容灾备份等核

心技术积累不足，仍然处于跟跑状态。

二、全面推进

工业信息安全防护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工业信息安全工

作，全方位布局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指导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组建国家级工业

信息安全专业支撑机构，着力发展工业信息安

全产业，发布一批技术指导性规范指南，培养

工业信息安全高素质专业人才。

（一） 科学构建工业信息安全总体布
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基本方略为工业信息安全工作提供了战略指

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对保障

包括工控系统在内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作出明确规定；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深化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

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

联网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围绕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安全保障需求，明确

了工业信息安全发展路径，提出了具体要

求，指明了方向。

（二）建立健全工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工业信息安全是实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重

要前提。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从政策标准

制定、检查评估、应急通报等方面推动开展工

业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一是制定《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等政策文件，

形成工业信息安全政策体系。二是构建工业

信息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推动发布分类分

级、管理要求、评估方法等基础共性标准。

三是持续开展年度检查评估工作，逐步建立

“以查促建、以查促改、以查促防”的常态

化工作机制。四是开展工业信息安全信息报

送与通报工作，建立信息采集、汇总、分

析、通报和共享机制。

（三） 综合提高工业信息安全保障能
力。我国工业信息安全技术实力显著增强，

工业信息安全产业支撑效应逐步显现，专业

人才队伍初具规模，工业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一是推进国家级工业信息安

全保障机构建设，组建了国家工信安全中

心。二是建设国家级在线安全监测、信息共

享、仿真测试平台，初步形成工业信息安全

技术保障能力。三是成立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产业发展联盟，汇聚工业企业、设备企业、

安全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推动“产学研

用”战略合作和供需对接。四是组织开展国

家级工业信息安全技能大赛，广泛发动全国

科研院所、著名高校和知名企业选手参赛，

加大对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力度。

三、实施新时代

工业信息安全新举措

目前，通过扎实推进工业信息安全各项

工作，工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评估体系、

应急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初步构建，工业信

息安全国家级技术队伍建设初具规模，工业

信息安全“产、学、研、用”协作模式初步

形成。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工业信息安全形

势，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坚持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并重的理念，提高认

识，找准方法，一手抓监督管理，一手抓技

术支撑，切实落实企业安全防护主体责任。

从政策标准、技术创新、综合防护、生态构

建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工业信息安全保障

体系，为加快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提供安全保障。

（一）完善工业信息安全规章制度。坚

持积极防御、有效应对原则，推进工业信息

安全制度体系建设。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编制工业信息安全领域

实施细则、指南及司法解释，研究出台工业

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主体责

任，指导相关工作，监督工业领域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运行安全保护，防范、制止和惩治

破坏工业信息安全的行为。引导地方政府出

台工业信息安全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推动

工业信息安全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二）强化工业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贯彻

落实 《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工业控制

系统信息安全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等政策文

件，推动信息安全与信息化建设同步规划、同

步建设、同步运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监测

预警、事件通报、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落实

工业信息安全责任制，强化企业安全责任和义

务，加大企业投入，积极主动开展防护能力

评估。明确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

推动地方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地方工业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

（三）筑牢工业信息安全技术防线。建

设涵盖国家级、省/行业级、企业级三级架

构的国家工业信息安全保障技术支撑体系，

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攻击发现、应急处置和

攻击溯源等能力，实现整体安全态势感知、

威胁信息共享和重大突发事件协同处置。推

动建设国家级攻防技术演练、标准试验验

证、公共服务、众测众研等平台和环境。加

快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工业信息安

全技术保障国家队。面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研究

安全威胁应对策略和技术手段，提升安全风

险防范能力。

（四）培育工业信息安全产业生态。推

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工

业信息安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培育一

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辐射带动面广的工

业信息安全龙头企业，增强安全产品和服

务供给能力。加快自主可控工业信息安全

产品研发，组织开展产品示范应用，推动

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加强工业信息安全产

业“走出去”，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合作为切入点，构建国际治理体系，

建设工业信息安全命运共同体。

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 提升工业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