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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是建立在信息及
智慧的发现、创造及应用基
础上，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
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
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
会各领域之中的发展趋势。
智能化不仅体现在科技上，
还体现在经济社会各个方
面，发挥信息技术对农业、工
业及服务业等领域的渗透
性、融合性和创新性优势，创
新发展智能制造、智慧农业、
智慧医疗服务、智慧交通服
务等新型业态，将提升实体
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我国智能化产业区域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各区域发展差异化明显，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

赛迪智库软件产业研究所

赛迪智库软件产业研究所日前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发布了《中国智能化发展指数报告（2018年）》，对全国范围内区域智能化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分
析，重点聚焦于基础环境、产业基础、创新引领能力、智能制造、产业融合、智慧社会六个层面，对全国范围内区域智能化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制定指标体系测算
发展指数，剖析区域智能化发展水平、层次和特点。这是我国第一个年度智能化发展水平评估报告，对于研判我国推动智能化发展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推动各地方省市智
能化应用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报特节选报告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一是全国政府管理智能化稳

步推进。近年来，全国各地电子政

务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集约化、高效

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

理领域，智能政务应用深入推进，

在大数据规划决策、智能信用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评估结果显

示，各省市的政府管理平均指数为

1.13。其中，北京为 1.39，排名第

一；上海为1.37，排名第二；海南为

1.37，排名第三。

二是各地民生服务智能化阶

梯特征明显。我国民生服务智能

化发展总指数为 19.74，平均指数

为 5.10。从 31 个省市自治区各自

的民生服务智能化发展指数可以

看出，我国民生服务智能化发展水

平整体呈较为明显的阶梯现象。

广东为第一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

1.5 以上；北京、江苏、浙江为第二

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 1 至 1.5 之

间；上海、重庆、四川、福建、湖北、

河北、山东、河南、湖南、辽宁、天

津、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为第

三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 0.5 至 1

之间；宁夏、新疆、陕西、云南、江

西、青海、广西、内蒙古、海南、甘

肃、贵州、西藏为第四发展梯队，发

展指数在0.5以下。

三是发达省市引领公共产品

智能供给体系建设。评估结果显

示，各省市的公共产品供给平均指

数为 0.69。由于经济发达，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和应用水

平全国领先，北京、广东、江苏、上

海、重庆5个省市位列综合排名前

五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指 数 分 别 为

1.65、1.43、1.10、1.00 和 0.95，引领

和带动智能交通、智能环保、智能

电网等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建设。

四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

断提升。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最突

出特征是采用信息化创新社会治

理模式。目前，已有 21 个省市基

本完成综治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

并投入使用，综治视联网系统已覆

盖各省和 333 个地市级、2795 个

县、13472个乡镇（街道）等基层单

位。公安机关加快推进新技术应

用，不断提升打防管控、群众服务、

社会治理等能力和水平。

一是产业融合水平与经济基

础密切相关。评估结果显示，在浙

江、广东、上海、江苏等东南沿海经

济、产业基础雄厚的省份和直辖

市，其产业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均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表明，产业

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

已为产业数字化发展预留了巨大

的市场空间。具体来看，全国产业

融合平均指数为 7.49，有 13 个省

市、自治区位于平均线之上。

二是农业、商务区域发展水平

差异显著。评估结果显示，在智能

农业方面，排名前十的省市指数之

和为 10.13，占全国智能农业指数

总和的69%，而最后十位省市指数

之和仅占全国智能农业指数总和

的 5%，前十位城市主要集中在农

业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

市。在智能商务方面，排名前十的

省市指数之和为 20.72，占全国智

能商务指数总和的47%，最后十位

省市指数之和仅占全国智能商务

指数总和的22%。

三是金融、物流、智能共享领

域呈均衡发展态势。整体来看，我

国金融、物流、共享经济领域的智

能化应用水平城呈现均衡发展态

势，其中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居

于引领地位，其他省市基本处于相

近发展水平。在数字金融领域，上

海、北京、浙江分别以 2.27、2.26、

2.16位居三甲。在智慧物流方面，

上海、浙江、江苏在重塑产业分工、

再造产业结构、转变产业模式、打

造产业新生态取得较大成效，分别

以 4.16、4.14和 3.79位于智慧物流

发展水平前三。在智能共享方面，

广东在共享经济发展最为蓬勃的

出行及住宿领域不断创新突破，其

市场份额名列全国前茅，以指数

2.69高居第一。

智能制造指数由两化融合、工

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智能制造示

范项目4个二级指标决定，反映制

造业的智能化应用水平。

一是智能制造呈现“四核带

动”格局。评估结果显示，江苏、广

东、浙江、山东分别以智能制造指

数 12.52、12.24、12.22、11.02 位于

前四位，占总指数比重的 19%，全

国智能制造发展呈现“四核带动”

的格局，这是由于江苏、广东、浙

江、山东具有相对完备的产业体

系、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强大的科技

创新支撑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创新

创业氛围，产业集群效应突出。北

京、上海、福建、安徽、重庆、湖南依

托良好的特色制造基础和丰富的

科技创新资源，智能制造发展水平

紧随其后，并呈现出制造业多元化

发展、智能制造多点开花态势。

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及智能

工厂建设正处规模化扩张窗口

期。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方面，

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发挥

重要引领作用，工业互联网指数分

别为 3.11、3.06、2.94、2.87、2.84，这

是由于上述 5 个省份具有发展突

出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支撑及坚实的制造业基

础，政府和企业积极探索工业互联

网平台构建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促

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加速落地；

山东、福建、重庆、湖南、辽宁、天津

的工业互联网指数分别为 2.61、

2.53、2.33、2.30、2.18、2.15。在智能

工厂建设方面，浙江、江苏、广东以

智能工厂指数1.67、1.65、1.59并驾

齐驱，指数之和占据全国智能工厂

指数总和的54%，在全国居于突出

的核心地位，其他省市积极布局智

能工厂发展、制定建设任务目标。

三是两化融合全面发展特征

显著。从两化融合指数上看，江

苏、广东、山东、上海、北京、浙江、

重庆以 6.75、6.51、6.45、6.38、6.35、

6.29、6.29 位居前列。天津、福建、

四川、安徽等大力推进智能制造战

略，在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升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两化

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智能

制造重点示范项目上看，山东、浙

江、江苏、湖南、安徽、广东、湖北、河

北指数分别为1.68、1.39、1.28、1.28、

1.28、1.03、1.03、1.03，居领先位置。

创新引领能力指数由科技人力

投入、科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

技产业化四个三级指标构成。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创新引领能力

评估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天津、江

苏、广东等 5 个省市创新引领能力

全国领先，其中北京和上海并列第

一，创新引领能力指数为 9.57；天

津、江苏、广东分别位列第三、第四、

第五，创新引领能力指数分别为8.76、

8.08、7.79。主要原因是这些省市经济

发达，IT 产业基础雄厚，集聚大批领

先的大企业，拥有较为丰富的高校、科

研院所、创新中心等资源，创新创业活

跃，为创新引领能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各个省市的科技人力投入、科

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技产业化4

个三级指标来看，包括北京、上海、广

东等领先省市在内的大多数省市在

各项分指标上发展不均衡，存在一

定短板。例如，北京拥有丰富的科

技资源与人力资源所带来的强大的

知识创造能力以及大量科技中小企

业和良好的创业环境等优势，创新

引领能力指数为9.57，排名第一；科

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技产业化

三项分指数全国领先，分别为4.28、

3.76、0.97，但科技人力投入指数仅为

0.56，排名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广东

经济发达、创新开放度高、市场活力较

好、创新创业活跃，创新引领能力指数

为 7.79，排名第五；科技人力投入、科

技财力投入、科技产业化三项分指数

分别为0.83、4.05、0.81，数排名位列全

国前五，但科技产出指数排名全国第

十，成为广东创新引领能力提升的短

板。相较而言，江苏创新引领能力的

各项分指数较为均衡，创新引领能力

总指数排名第四，科技人力投入指数

排名第一，科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

科技产业化三项分指数排名第六。

一是智能化产业基础发展水

平的区域差距明显。发展基础是

指智能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关联

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智能化技

术两方面。制造业是智能化发展

的重要载体，智能化技术是智能化

发展的基础，二者构成了驱动智能

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双轮”。我国产

业基础方面存在一定的“非均衡”特

征，产业基础排名在第一梯队的 5

个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

和浙江，产业基础指数分别是 14.79、

13.65、12.08、10.44 和 8.64，远高于全

国其他省市，主要原因是这 5 个省市

的传统制造业产业基础良好，更突出

的是，其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远高于其他省份，这为

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突破提供了必

要条件。

二是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发展水

平基础良好。传统制造业是我国经

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基础，也是我

国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随着我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制造业综

合发展能力大幅提高，但是东、中、

西部三大区域制造业地区间差异明

显。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优势明

显，江苏、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浙

江、福建、北京等八省市位列前十

位。中部地区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

较为平均，西部地区制造业综合发展

能力远远低于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综

合发展能力。

三是部分西部地区智能产业近年

来发展迅猛。四川聚力信息安全、云

计算与大数据、光通信与移动互联网、

北斗卫星导航等相关产业，智能产业

指数为 5.04，排名第六。重庆市加快

构建现代信息技术与产业体系，智能

产业指数为4.46，排名第八。未来，贵

州省、重庆市、内蒙古三地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四川、陕西

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础雄厚，

西部地区的智能产业发展有望更上一

个台阶。

一是智能化基础环境全面优

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

智能化产业发展。近年来，我国接

连出台了多项智能化相关政策，大

力推动智能化产业基础环境发展。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智能化发

展环境评估结果显示，各省市的基

础环境平均指数为 2.84，其中 14个

省市的基础环境指数在平均值以

上，占比 48.38%。尤其是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渝贵等地区，从组

织建设、制度、政策等方面积极推动

智能化创新发展，信息化基础设施及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产业供

给能力强大，因此，基础环境指数体现

出较强的领先优势。

二是网络资源建设成效明显。智

能化发展的网络资源指数基本符合从

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

势，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呈现正

相关。评估结果显示，广东、浙江、北

京、江苏、福建、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

地区的网络资源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

区，呈现明显阶梯状发展态势，表明

网络资源设施水平与经济发展有着

密切联系，经济发达的城市在新兴

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愿意投入更多的

资金和精力，依托其提升地区整体

智能化发展水平。

三是智能化专项政策支撑力

度不一。政策支撑的评估重点考

察在智能化发展方面的政策环境，

包括支持智能化产业发展的专项政

策 以 及 相 关 细 分 领 域 的 支 撑 政

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智能

化政策支撑评估结果显示，北京、天

津、重庆、贵州得分明显领先于其他省

市自治区。这得益于四省市数字智

能化发展基础好，在政策制定方面更

为深入。

四是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地区差

距较大。数据资源要素主要评估各省

市政府数据开放能力，评估涵盖数据

数量和质量、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

数据开放环境等三个方面。评估结果

显示，广东、北京、江苏、山东、上海、浙

江等省市的数据资源得分明显高于其

他类型的城市。这些省市已建成省级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高

质量、行业覆盖面广泛、持续增长的数

据资源，并发布大数据专项政策优化

数字资源汇聚和开放环境。

智能化基础环境全面优化

我国智能化发展总体态势是：

智能化发展指数基本符合从东部沿

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在

此基础上形成京津冀区域、长三角

地区、珠三角地区、西部地区四个集

聚区的发展格局。从总体水平来

看，东部地区智能化发展水平最高，

占全国智能化发展总指数的 43%，

西部地区跟随其后，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智能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从全国智能化产业发展水平看，全

国区域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智能

化发展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

2017 年，我国东部、西部、中部、

东北四个分区智能化发展差异化明

显，从总体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智能化

发展水平最高，占全国智能化发展总

指数的43%，西部地区跟随其后，在全

国总指数中占比达到30%。中部地区

和东北地区分别为 19%和 8%。东部

地区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10个省市占了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智能化发展总指数的43%。广

东、江苏、浙江、山东传统制造业大

省智能化优势明显。未来，整个东

部地区将继续成为全国智能化产业

发展的领头羊，引领我国智能化产

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西部地区智

能化发展势头迅猛，从平均发展水

平来看，西部区域智能化发展平均

指数为24.36，略低于全国平均指数

31.96。随着西部地区各级智能化

相关政策的逐步实施，西部地区有

望成长为与东部地区比肩的第二个增

长极。受东部纵深发展带动，中部新

生力量不断涌现，中部地区 6 个省份

均位居全国前二十，其中，河南、湖北、

湖南依托区位优势和自身智能化发展

基础，在东部智能化发达地区带动下，

逐步成为全国智能化发展的新生中坚

力量。东北地区，辽宁省智能化发展

指数位居全国第 16 位，黑龙江、吉林

智能化发展指数分别位列全国第 19

名和23名，智能化发展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升。

智从能化发展根据性质作用和应

用领域来看，可分为六个层面：基础环

境、产业基础、创新引领能力、智能制

造、产业融合、智慧社会。

我国智能化发展指数从东向西逐渐降低

智能制造呈现“四核带动”格局

产业融合水平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智慧社会稳步推进产业基础区域差距明显

发达省市引领智能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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