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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我国互联网企业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5.9%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1—7 月，我国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统计对象是持有增值电信业
务许可证的企业）运行总体平稳，
业
务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步增长，固定
资产投资保持较高增幅。分领域
看，网络游戏、影音直播等手机应用
发展较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增长
突出，公共生活服务平台服务规模
稳步扩大。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快速增
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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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9%。广东、上海、北京互联网业
务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25.7% 、37.1% 和
29.2%，
总量居各省区市前三位。
研发投入规模不断扩大。1—7
月，全行业研发投入 291 亿元，同比
增长 16.7%。

分业务运行情况
互联网企业在网络视频、移动
支付、共享经济、生活服务和公共服
务平台等方面创新不断，带动互联
网信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一）信息服务业务
1—7 月，信息服务收入规模达
4510 亿元，同比增长 26.4%，占互联
网业务收入比重为 90.8%。其中，
电子商务平台收入 1776 亿元，同比
增长 37.8%；网络游戏（包括客户端
游戏、手机游戏、网页游戏等）业务
收入 1113 亿元，
同比增长 27.5%。
（二）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1—7 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

网数据中心业务收入 62.5 亿元，同
比增长 1.7%；截至 7 月末，部署的
服务器数量达 126.6 万台，同比增
长 35.3%。
（三）互联网接入服务
1—7 月，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
网接入业务收入 88.4 亿元，同比下
降 22.6%，降幅较第一季度收窄 1.4
个百分点。

2017/2018 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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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底，
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移动应用为
424 万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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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7 月底，我国
本土第三方应用商店移动应用数量
超过 240 万款，苹果商店（中国区）
移动应用数量超过 178 万款。
游戏类应用规模保持领先。截
至 7 月 底 ，游 戏 类 数 量 为 123.9 万
款。生活服务类应用规模达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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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壁纸
类应用，规模分别为 42.6 万款和 36
万款。
五类应用下载量超过千亿次。
截至 7 月底，
第三方应用商店分发累
计数量超过 1.44 万亿次。游戏类、
系统工具类、影音播放类、社交通信
类和日常工具类应用下载量均超过
千亿次，分别为 2551 亿次、2504 亿
次、1866 亿次、1664 亿次和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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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文等 16 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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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1%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8 年 8 月份，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1%，
环比上涨 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同比上涨 4.8%，环比上涨 0.5%。
1—8 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比去年同期上涨 4.0%，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上涨 4.5%。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
况看，
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
生
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5.2%，影响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3.91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
上涨 12.1%，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
7.8%，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3.5%。生
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7%，影响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18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7%，衣着价格上涨 1.1%，一般日
用品价格上涨 1.2%，耐用消费品价
格上涨 0.2%。
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建

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同比上涨
10.5%，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9.7%，
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6.2%，有
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2.5%；
农副产品类价格下降 0.1%。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
况看，
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
生
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 0.5%，影响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5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和原材料
工业价格均上涨 0.6%，加工工业价
格上涨 0.4%。生活资料价格环比上
涨 0.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总水平上涨约 0.07 个百分点。其中，
食品和一般日用品价格均上涨
0.3%，衣着价格上涨 0.4%，耐用消
费品价格上涨 0.2%。
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
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价格环
比均上涨 1.0%，燃料动力类价格上
涨 0.5%；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
格下降 0.5%。
（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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