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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应用开发者+用户”创新资源。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规模、增速和比重均有大幅增长。

2018年上半年，我国信息消费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信息消费模式不断升级。

信息化：亮点纷呈 数字经济势头强劲
赛迪智库信息化研究中心
王蕤 许旭 杨春立

信息化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

向，正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先导力

量。2018 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信息化工作，各地区、各部门纷纷推动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和 《“十三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推进

“宽带中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电子政务、新型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发展亮点

纷呈，取得显著进步。

亮点一
5G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商用进程提速

2018 年上半年，5G 发展环境不断优

化。2018年5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2018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工

信部联通信 〔2018〕 87号），明确提出要加

快推进 5G 技术产业发展。6 月 14 日，国际

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3GPP批准了第五代移

动通信技术标准 （5G NR） 独立组网功能

冻结，5G 已完成第一阶段全功能标准化工

作，5G 开通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电信设备

制造商纷纷投资 5G 研发。中国移动将在 5

个城市举行 5G第三阶段技术研发，同期将

在 12 个城市进行业务示范，建设规模累计

将达到 1000 个基站。中国联通今年将在 16

个城市开展 5G规模实验，并进行业务应用

和典型示范。中国电信在北京、雄安、苏州

等12个城市开展了5G规模实验。

亮点二
数字中国建设

涌现出一批最佳实践

2018 年 4 月 22 日至 24 日，首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峰会集中展示了各

地区、各部门在数字中国建设中涌现的一批

最佳实践。例如，北京市依托统一认证体系

和政务云，构造了完整的惠民、利企服务平

台“北京通”，汇聚了全市政务服务、公共

服务、便民服务和第三方商业服务，提供

1200 多项办事的服务。陕西省构建了责权

清晰、安全可信的政务服务新模式“陕数

通”，成功应用于脱贫攻坚、居民健康档案

管理等多个社会民生领域。在健康档案管理

领域建立了492万人的健康档案，通过对大

处方和套保的识别，减少大处方29%、过度

医疗 21%，查处大处方套保案件 275宗，累

计节约医保资金 6700 多万元，减少医疗费

用支出 1.21 亿元。海南省“多规合一”信

息综合管理平台识别疑似违规建设用地

4000 多个，实地核查判定 2276 个。此外，

还有全国国土资源“一张图”和综合信息

监管体系、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

台、邮政业大数据安全监管与公共服务平

台、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空气质量预报业务

系统等应用的出现，为我国数字中国建设

提供了样本。

亮点三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取得突破性进展

截至 2018 年 6 月，国务院 71 个部门、

32个地方已实现与国家共享平台对接，全

国政务信息共享的“大通道”已经初步建

成。42 个垂直信息系统、694 个数据项被

逐一打通，人口、法人、学籍、学历等508

个数据服务接口开始向各级政务部门提供

共享服务，支撑开展业务协同应用。四川

省已清理“僵尸系统”400余个，整合信息

系统 432 个，实现了 33 个专网应用向政务

外网整合迁移，累计接收各地各部门政务

信息资源目录 70574 条，全省政务信息资

源目录体系初步形成，在国家共享交换平

台加载的目录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辽宁省

已向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系统报送目录

3.5 万余条，省政府数据中心迁移系统 751

个。交通运输部完成170项信息资源和140

余万条数据的录入，向国家数据共享平台

接入了旅游、客运数量的数据。

亮点四
“城市大脑”成为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自“城市大脑”在杭州落地以来，阿

里、百度、科大讯飞、华为、中兴通讯和

神州等科技巨头全面加速布局“城市大

脑”应用。腾讯超级大脑、阿里 ET大脑、

华为城市神经网络、上海城市大脑、滴滴

交通大脑、AIbee行业大脑等类似的智慧城

市系统不断涌现。很多地方开始启动“城

市大脑”建设，在城市管理、旅游开发、

民生服务、城市规划等领域中发挥作用。

雄安将以“阿里云 ET 城市大脑”为基础，

构建新型智慧城市。深圳市龙岗区拟投资5

亿元，计划打造集城市运行管理、视频会

议、智慧城市体验展示、政务数据机房于

一体的“龙岗智慧城市大脑”。重庆市将建

设基于“城市大脑”的“智能重庆”。杭州

市政府公布了杭州城市大脑的“五年规

划”，城市大脑将深入交通、医疗、平安、

城管、旅游、环保等行业系统。预计下半

年，基于大数据的“城市大脑”将成为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数

据融合、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有力、有

效解决城市发展难题。

亮点五
两化融合在新理念引领下
“融”出发展新活力

2018 年上半年，两化融合肩负新时代

赋予的新使命，迈入新理念引领发展、新

技术深化集成、新应用加速普及、新型制

造体系加快构建的新阶段。工信部立足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重点领域，以工业产品

和设备上云、工业大数据应用服务、工业

电子商务平台、中德智能制造合作、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信息物理系统等试点

示范为抓手，以实施重大工程为引擎，加

速推动形成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发展范

式。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热潮涌动，浙江

省推出“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和行

业联盟，北京市着力打造北京 1+10+N 工

业互联网平台，青海省着力搭建“互联

网＋”工业运行监测平台、“互联网＋”工

业创业创新平台和“互联网＋”招商引资

平台三大工业互联网平台。随着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实施落地和应用深化，越来越多

的制造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解

决方案提供商+应用开发者+用户”创新资

源，推动工业知识生产与扩散、培育海量

开发者市场，为打造制造业“双创”升级

版奠定坚实基础。

亮点六
数字经济

进入高速发展通道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规

模、增速和比重均有大幅增长。2017年，我

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

20.3%，对 GDP的贡献为 55%。2018年 1—5

月，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规模达2.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增速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2822亿元，

同比增长10.3%。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快于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增速5.9个百分点。国办、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卫健委、国家

文物局等部门相继围绕数字经济进行了重

要部署。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对2017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国办

发〔2018〕28号），提出今年将优先支持数字

经济发展。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地方政府

纷纷加快政策落实。贵阳计划建设贵州省

首个富有科技人文特色的数字经济健康小

镇；长三角地区正努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

展高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福建省出台

了《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决定》，将推进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亮点七
信息消费

规模持续扩大

2018年上半年，我国信息消费保持高速

增长势头，基于信息技术的消费方式、商业

模式和生产方式快速演进，信息消费模式不

断升级。2018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我国

信息消费规模由 2013 年的 2.2 万亿元增长

至2017年的4.5万亿元，年均增幅高达20%，

为同期最终消费增速的两倍左右，占最终消

费支出的比重提高到10%。智能联网产品、

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共享经济等新消费热点

突破传统消费增长瓶颈。2017年，我国共享

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4920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47.2%；网络订外卖用户规模约 3.4 亿户，

年增长达 65%；全国网上零售额 7.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2.2%。此外，以阿里巴巴新零售

为代表的新业态不断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以

今年的 618为例，全国共有 70多个新零售商

圈同步参与了这一活动，直接带动了 45%的

线下消费笔数增长和30%的客流增长。

亮点八
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社会

加快构建

2018 年上半年，在线教育快速发展，打

破地域和优质资源集中的限制。截至 2017

年年底，国内共有在线课程平台60余家。据

《中国教育类 App行业发展及用户行业研究

报告》显示，我国教育应用程序总数已超过7

万个，约占 App 市场份额的 10%。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全面推进，全国 400 多个统筹区已

经全部接入了国家级平台，有效缓解了参保

群众异地就医人员报销周期长、垫资负担重、

往返奔波劳累等难题。远程医疗得到广泛发

展，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22个省份

建立了省级远程医疗平台，覆盖1.3万家医疗

机构和1800多个县。190个地级以上城市初

步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发行互联互通

卡片1300万张，覆盖了京津冀、珠三角、长江

经济带等多个重点区域，实现了公交、地铁、

出租汽车以及轮渡等多种方式应用。

亮点九
互联网企业推动“一带一路”

区域经济合作快速发展

当前，龙头互联网企业积极投身到数字

丝绸之路建设中。我国已与140多个国家开

展经济贸易往来，东欧、西亚、东盟国家与我

国互联网企业连接最为紧密，其中，俄罗斯、

以色列、泰国、乌克兰、波兰、捷克、摩尔多瓦、

土耳其、白俄罗斯和新加坡等排在我国跨境

电商连接指数前十位。中国互联网企业力推

的 eWTP（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得到了阿根

廷等国家的高度认同。阿里巴巴建设了淘宝

大学丝绸之路培训基地，对来自哈萨克斯坦

的食品、果蔬、面粉、蜂蜜、机械制造、零售等

产业的精英进行针对性培训。京东物流开通

首趟中欧班列电商物流专列，全面升级全球

仓储网络。阿里菜鸟网络开通了杭州至莫斯

科的首条电商专属洲际航线。互联网企业正

成为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电子商

贸、交易平台、支付结算等技术发展与应用的

主力军。

2018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业呈现出规

模持续增长、市场应用保持稳定、技术水平不

断提升和产品出口继续增长等特点。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2018年1—6

月，我国多晶硅产量14.3万吨，同比增加24%

以上；硅片产量50GW，同比增长38.9%；电池

片产量 39GW，同比增长 21.9%；组件产量

42GW，同比增长23.5%。在产多晶硅企业在

1—5 月均满产甚至超产运行，6 月企业库存

增加，部分企业通过安排检修方式减产，产量

有所下降。在组件环节产量中，仍有 50%以

上在国内市场消化，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在

76.5%左右。

市场应用保持稳定

受惠于成本的持续下降和国内配额制预

期，光伏电站投资意愿持续增强，即使在531

约束下，上半年装机量依然不逊于去年。

2018 年 上 半 年 ，国 内 新 增 光 伏 装 机 量 约

24GW，同 比 基 本 持 平 ，分 布 式 装 机 约

12.24GW，同比增长72%，新增规模首次超过

集中式光伏。全国光伏发电量 823.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达 59%；全国弃光率 3.6%，同比

下降 3.2个百分点，弃光电量 30.4亿千瓦，同

比下降7.1亿千瓦时，弃光问题逐步好转。技

术层面，系统集成技术不断优化，高容配比、

跟踪、双面、光伏+等技术层出不穷，应用方

式也更趋多样化。

产品结构出现变化

2018年上半年，单晶产品的产量占比明

显上升，一些多晶硅片企业受制于设备、资金

等因素，陆续停产或破产，自6月以来有加速

趋势。经统计，今年上半年，在硅片产量中，单

晶硅片已经占据52.7%；在电池片产量中，单

晶电池片占据41%。而2017年全年，我国单晶

硅片和电池片产量占比分别为31%和32.3%。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多晶硅方面，亚洲硅业流化床法取得突

破，黄河、鑫华等电子级多晶硅实现出货。

硅片方面，CCZ 法、硼镓共掺、铸造单晶

等长晶技术快速发展，金刚线切割应用范围

进一步扩大。电池片方面，PERC技术产业

化加速，单晶电池几乎全部采用 PERC 工

艺，电池片量产平均效率＞21.8%；多晶

PERC 已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电池片量

产平均效率≥20.6%；P-型 PERC电池已经

开始向双面电池发展；N型、HIT等产业化

应用速度超预期，MBB、双面技术发展速

度加快。组件方面，双玻、半片组件出货量

开始增大。新型电池方面，中科院半导体所

研发的钙钛矿电池达23.3%，创下新的世界

纪录。

产品出口继续增长

2018 年上半年，我国多晶硅进口量约

为6.7万吨，同比下滑4.3%。2018年1—5月

电池片和组件出口总额 55.13亿美元，同比

增加 21.2%。其中电池片出口额 3.53 亿美

元，组件出口额51.6亿美元，组件出口量约

16GW。我国 2012—2016 年出口额一直处

于下滑态势，2017年再次实现增长，2018年

1—5 月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而且是在产品

价格持续下滑的态势下取得的。这主要是

由于中国海外的电池片、组件产能开始释

放，这两个环节各有8GW的海外产能，拉动

了硅片和电池片的出口，同时我国光伏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也在进一步深化。从

出口区域结构来看，集中度继续降低，对出

口前10名国家的出口金额占比为76%，同比

下滑 7.6 个百分点，对澳大利亚、墨西哥、巴

西、阿联酋等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

市场价格持续下滑

由于第一季度为传统装机淡季，并且

春节在 2月份，影响了 1月和 3月的上游生

产和下游装机，市场需求量下滑，加之光

伏行业技术进步继续推进，光伏产品价格

继续下滑。进入4月份，受部分电站630抢

装的拉动，多晶硅产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

的回升，但硅片、电池、组件产品价格仍

在下滑。从 6 月以来，部分分布式项目停

工，市场需求出现真空，部分中小企业出

于清空库存的考虑大肆抛售，导致产品平

均价格大幅下滑。从多晶硅来看，产品价

格由1月的150元/kg降至目前的90元/kg左

右，多晶硅片目前 2.4 元/片左右，单晶硅

片 3.3元/片左右，组件价格在 2元/W～2.3

元/W。

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电站投资意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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