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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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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平稳，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营

业利润增速保持稳定。分领域看，网络游戏、

影音直播等手机应用加快普及，市场规模稳

步扩大。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前三季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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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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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4%，增速较上半年回落3.5个百分点，在去

年同期较高基数上保持快速增长。主要省份

保持增长态势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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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8.2%和32.3%。

研发投入规模增速保持两位数水平。前

三季度，全行业研发投入373亿元，同比增

长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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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创新，带动互联网信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

增长。

（一）信息服务业务
前三季度，信息服务收入规模达6188亿

元，同比增长18.3%，占互联网业务收入比重

为 90.2%。其中，电子商务平台收入 2520 亿

元，同比增长 23.7%；网络游戏（包括客户端

游戏、手机游戏、网页游戏等）业务收入1451

亿元，同比增长20.6%。

（二）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前三季度，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数据

中心业务收入107亿元，同比增长1.7%；截至

9 月末，部署的服务器数量达 131.8 万台，同

比增长33.6%。

（三）互联网接入服务
前三季度，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接入

业务收入 103 亿元，同比下降 22.8%，降幅

较第一季度、上半年分别收窄1.2个和1.9个

百分点。

我国移动应用程序数量情况

我国市场上移动互联网应用数量增长

明显。截至 9 月底，我国市场上监测到的

移动应用为 442 万款。9 月份，我国第三方

应用商店与苹果应用商店中新上架 12.9 万

款移动应用。截至 9 月底，我国本土第三

方应用商店移动应用数量超过 258 万款，

苹果商店 （中国区） 移动应用数量超过184

万款。

应用规模排名稳定。截至 9 月底，游戏

类数量为 136.7万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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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万款和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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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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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万款。

六类应用下载量超过千亿次。截至9月

底，我国第三方应用商店分发累计数量超

过1.57万亿次。游戏类、系统工具类、影音

播放类、社交通信类、日常工具类和生活服

务类应用下载量均超过千亿次，分别为

2694 亿次、2641 亿次、2018 亿次、1752 亿

次、1152 亿次和 1015 亿次，其中游戏类应

用、系统工具类和影音播放类应用下载量均

突破 2000 亿次。其余各类应用中，下载总

量超过 500 亿次的应用还有金融类 （915 亿

次）、电子商务类 （859亿次）、资讯阅读

类应用 （807 亿次） 和主题壁纸类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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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的热与怀来的冷

亿安天下的创始人李红明是理科学霸，

极早就表现出了对于互联网技术的热情与

天赋。早在很多人对上网还一知半解时，李

红明就开始尝试编写一些小程序，在电脑极

客圈里小有名气。

对李红明来说，极客精神就是始终保持

着对新事物探索、发现的热情。这种好奇心

带来的开放视野与求知若渴的心态，让李红

明一直站在信息技术的最前沿。

在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浪

潮下，他敏锐地意识到，在互联网数据呈几

何级数式增长的情况下，大数据和云计算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或将成为继个人计算机、

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 IT 浪潮，改变人们获

取、处理和保存信息的方式。他决心把自己

的技术和热情应用到更广大的领域，为整个

互联网大厦建造坚实的地基。

2009 年，亿安天下成立，成为国内深耕

大数据的先行者之一。其后，亿安天下获得

长足发展，服务客户遍及能源、信息技术、教

育、电子、制造等各行业。

此前，亿安天下在天通苑运营着一个数

据中心。随着客户的增加，日渐不能满足需

求。一方面，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无时无刻不

在产生数据，数据中心的大发展存在需求驱

动；另一方面，数据中心是高耗能产业，它的

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

李红明认为，需求与管控之间，就是机

遇。但如何抓住机遇？在北京扩建的可能性

极低，亿安天下将目光投向北京周边，准备

选址建设更大的数据中心。

考察多个备选地后，李红明与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产业

服务团队的人相识。怀来产业新城进入视野。

在双方多次的沟通和对接中，亿安天下

团队逐渐明晰落户怀来的诸多优势：

怀来正在规划建设6个数据中心用户专

属变电站，启动建设最优的域内网络，能够

满足国际顶级云计算服务商的最严苛需求，

是为良好的产业环境；

怀来产业新城距北京约80公里，京张高

铁通车后半小时即可抵达。这个距离，除了

设备维护便捷外，数据传输速度可以控制在

1毫秒之内，服务水平可媲美北京的数据中

心，是为恰如其分的距离；

怀 来 产 业 新 城 所 在 地 年 平 均 气 温

9.1℃，相较于北京年平均气温 11.6℃，下降

21.5%，相对应制冷能耗下降21.5%。此外，怀

来是绿色能源输出地，电价约0.6元，相较于

北京的 0.89 元下降约 32%。两者结合，是为

可观的利润空间。

怀来云交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亿安天

下全资子公司）总经理马立明介绍，大数据

产业耗能较高，怀来的冷恰好能降低大数据

产生的热，是良好的气候条件。亿安天下怀

来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以为客户节约电

费近亿元。

一个人的强悍与一群人的从容

2017 年 7 月，亿安天下与华夏幸福签

约，进驻怀来产业新城，建设国家 A级机房

标准设计（国际T3）数据中心。

10 月 10 日，亿安天下怀来云交换数据

中心项目奠基、开工；

6个月后，数据中心1号楼封顶；

10个月后，数据中心1、2号楼进入装修

阶段……

实现这个速度的亿安天下，是第一次组

织建设数据中心。马立明坦言，这样的高效

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望都建筑公司提供

的基建支持、华为机电组的支持，更离不开

华夏幸福产业服务团队的帮助。

亿安天下怀来项目是重点项目，建设前

需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建设方案。马立明

说，亿安天下从未做过基建，没有相关经验。

对此，华夏幸福产业服务团队与他们一起工

作，准备了充分的汇报文件，取得了良好的

汇报效果。

确定建设方案后，马立明将主要精力放

在客户拓展上，怀来项目的现场管理则主要

由大学毕业生马琦斌负责。

马琦斌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干劲十足，但缺乏经验。如何办土地证？怎么

办临时用电审批？

他一筹莫展。华夏幸福产业服务团队得

知后，主动跟马琦斌对接，帮助他完成了多个

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办土地证、第一次跑环评

手续、第一次办临时用电……

马琦斌说，每当遇到难题，找华夏幸福产

业服务团队，都能快速解决问题，“他们是一

个团队，有专业分工，对每个问题如何解决、

找谁解决都很清楚，能从容地解决问题”。

在这背后，是华夏幸福全方位的产业服

务体系在发挥作用。李红明对此感到满意和

放心：“在怀来产业新城，我们可以专心经营

事业，完全不用担心繁琐的审批等事务，还能

得到很多政策支持，这让我们的发展有了坚

强的后盾。”

如今，亿安天下怀来数据中心1号楼已开

始部署机柜。马立明介绍，公司将在怀来部署

5600组机柜，可供8万多台服务器进驻。如果

说，将来进驻的8万台服务器是8万个“士兵”，

这5600组机柜，就相当于一大“战区”的“营房”。

这个“战区”的规模，在行业内位居前列。

企业的远望与集群的荣光

作为怀来产业新城的运营商，华夏幸福

洞察怀来的区位优势：紧邻北京“中关村-上

地-西二旗”信息技术创新聚集区，是京张创

新科技廊道的第一站。为此，华夏幸福积极为

怀来导入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集群，聚焦发

展数据中心、大数据计算和应用等主要产业

环节，实现域内大数据产业链协同发展，营造

全球一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环境。

除亿安天下外，国内大数据领军企业秦

淮数据、互联港湾等多家企业已进驻怀来，浪

潮、中科软、竞业达、世纪互联、万国数据等软

件研发、大数据与云计算领域的企业也先后

签约落户。

“要致富，先修路。信息技术产业基础设

施就好比修建高速公路，不同的是，传统的高

速公路跑车，信息高速公路跑数据。”李红明

坦言，信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行

业龙头的带动，也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协同。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

在怀来，亿安天下的目标是“打造中国最

优质的互联网数据交换平台”。多个亿安天下

目标的实现，将创造怀来大数据与云计算产

业的繁荣。

亿安天下：大数据向北

2017/2018年互联网接入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17/2018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17年9月—2018年9月我国市场移动应用规模（单位：万款）

2017/2018年信息服务收入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前三季度我国互联网企业收入同比增长19.4%

当你打开一个购物网站，你心
仪的商品会呈现在你面前；

当你浏览新闻App，首页是
“千人千面”；

当你使用LinkedIn，系统可以
猜出你认识谁……

十年前，当“大数据时代的预
言家”——维克托做出类似预测
时，没有人会相信它能走进现实。

其时，北京亿安天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安天下）在
天通苑建立亚北地区第一个通信
级数据中心，服务于通信领域，与
维克托的预言无关。

如今，信息高速发展，数据这
一“神奇的钻石矿”已深入我们生
活的各个角落。购物、社交、交通、
银行等每个行业都在产生巨量的
数据，这些数据不仅需要存储，也
需要整理、分析和计算。

大数据产业应运而生。亿安
天下的客户，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实
践维克托预言的企业。

然而，起源于北京昌平的亿安
天下，却将承载公司未来发展的云
交换数据中心建在怀来产业新
城。这一选择背后的逻辑何在？
大数据向北的未来前景如何？

亿安天下总经理李红明亿安天下总经理李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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