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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务收入平稳增长，产业结构加快

优化调整。1－8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95万亿元，同比增

长14.8%，增速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信

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21942 亿元，同比增长

18.5%，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55.6%。8个中

国软件名城（不含软件特色名城）完成软件业

务收入 2.39万亿元，占全国软件业务收入比

重为60.7%。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双轮驱动格局初步

形成，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海尔、航

天科工、徐工、三一重工、富士康等龙头

制造企业基于较强的工业知识和模型沉淀

能力，阿里巴巴、东方国信、浪潮、用

友、华为、紫光等大型ICT企业基于云计

算、大数据等使能技术，纷纷积极建设工

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的两股核心力量。工业App培育和应用全

面展开。根据阿里巴巴、东方国信等国内

领先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公开的数据，我

国工业App数量约1万个，工业互联网生态

不断完善。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产

业融资热度加大。2018年1—7月，人工智能

企业融资事件数达到274起，融资总额超过

360 亿元。零氪科技获 10 亿元 D 轮融资，成

为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第一个独角

兽企业。工业机器人企业GreyOrange宣布C

轮融资 1.4 亿美元，成为工业机器人公司史

上最大规模的一轮融资。

软件业：增势平稳

新动能加速汇聚

2018年前三季度，软件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但也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产业核心技术瓶颈、与实体经
济融合能力有待提升、企业转型困难等问题。第四季度，随着外部经济环境企稳向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延续平
稳增长，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大数据等新兴领域汇聚产业发展新动能。

赛迪智库软件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吕海霞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受中美贸易摩擦发
酵影响，未来全球贸易秩序将面临新一轮重构的大背景下，我国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随着制造强国战略逐步推进实施，我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面临自主创新不足、基建
投资增长乏力、内需市场扩容难等问题，亟须深化改革促发展。财税
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更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应
进一步推出更为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释放机制创新红利，实现
新常态下财税新作为。

（一）市场需求助推产业平稳增长，产业
持续优化调整

第四季度，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回暖态势

明显，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新动

能。国内经济将在新常态下保持稳中向好发

展态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

转换。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促进了新业态的发展，拓展新的信息消费需

求。智能制造不断挖掘软件发展潜力，拓宽

广阔市场空间。软件产业将延续平稳较快增

长态势，信息技术服务引领产业增长，企业

加快网络化、服务化、智能化转型，预计第四

季度增速在14.5%以上。

（二）工业互联网加快建设，与制造业融
合深入推进

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两化融合和工业

互联网蓬勃发展，海尔COSMO、航天科工

INDICS、三一重工树根互联等面向行业领

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成长，形成海尔、

美的、东莞劲胜、尚品宅配等智能工厂建

设典型案例。第四季度，企业将加紧布局

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工业数据从信息割

据向无边界流通发展，信息化工具从单机

软件向工业App演进，工业分析能力从云

端向边缘延伸。作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操作

系统的 PaaS 将逐渐成为平台发展的聚焦

点和关键突破口，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加

速构建。

（三）新兴领域加快发展，产业新动能
加速汇聚

大数据创新应用深入拓展。大数据

技术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

术的相互融合渗透，多技术融合的新应

用将不断涌现。随着国家和地方工业大数

据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大数据驱动制造

业智能化转型的新模式、新业态将不断

涌现，工业大数据应用成为推动大数据

应用的重点方向。如昆仑数据在利用大数

据提升电子产品良品率、实施动力装备智能

化运维、推动风电技术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

成效。

区块链加快创新发展和应用。区块链的

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除了金融领域，医疗、存

证、慈善、通信、供应链等方面区块链应用将

相继得到突破。区块链底层架构的竞争日趋

激烈，以腾讯、京东、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为代

表纷纷上线 BaaS 平台。但由于多种原因，整

体上还处于市场导入期。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创新。在

阿里、腾讯、华为等龙头企业的推动下，AI

应用从互联网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成为

推动金融、电信、传媒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的 重 要 途 径 。如 阿 里 医 疗 人工智能系统

——ET 医疗大脑，将针对临床、科研、培训

教学、医院管理、未来城市医疗大脑等主要

场景应用，解决医疗机构的切实痛点，提高

医疗效率。

（一）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产业核心技术瓶颈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演进升级，

中兴禁售、潜在云计算“301 调查”等重要事

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可控发展敲响了

警钟。软件产业“缺芯少魂”问题进一步凸显，

核心关键技术瓶颈亟待突破。在研发创新方

面，企业多进行了“跟随式创新”，越来越多的

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技术瓶颈，存在技术

储备和技术来源不足、核心竞争力不强的突

出问题。如我国高端工业软件市场 80%被国

外（如西门子、GE等）垄断，中低端市场的自

主率也不超过50%。

（二）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赋予

软件产业新的使命和任务。软件定义深化

发展，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支撑引领作用不

断增强，但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亟待

提升。体现为：一是软件与各个行业领域的

融合创新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与一产融

合尚未展开，二产融合没有突破，三产融合

不深入；二是区域间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具有地区针对性的创新融合发展

路径有待研究；三是企业需求不同，增加了

融合创新的复杂度，两化融合工作深入推

进受到制约。

（三）企业转型面临较大困难

软件产业进入新旧动能转换重要时期，传

统业务增长乏力，旧动能日益减弱，新兴业务

处于探索阶段，新动能尚待培育。技术变革趋

势、市场环境变化使得企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

进一步迫切。企业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技术、

业务、组织等方面转型升级的多重困难，前期

投入大、回报慢，人力等经营成本高、融资难等

问题突出，新业务短期内难以创造大量的业务

收入，给企业整体收入增长带来重大挑战。如

区块链等新业态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由于商

业模式不清晰、规范标准不健全、技术成熟度

不完备、社会了解接受程度不高等多方原因，

整体上还处于市场导入期。

实现财税新作为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赛迪智库工业经济研究所 张淑翠 梁一新 秦海林

1—8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4.8%
1－8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增速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

核心关键技术瓶颈亟待突破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技

术瓶颈，存在技术储备和技术来源不足、
核心竞争力不强的突出问题。

第四季度将延续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软件产业将延续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信息技术服务引领产业增长，预计第四季
度增速在14.5%以上。

再深化财税改革 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完善研发费用扣除优惠，挖掘企

业创新潜力。积极有效贯彻落实财政部、

税务总局、科技部在 2018 年 9 月 20 日发

布的《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比例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在

2018年4月25日决定再推出7项减税改革

措施所涉及的有关研发费用扣除优惠政策

措施；适当拓宽有关研发人员特别是高新

技术企业研发人员的税收优惠范围，在股

权激励等方面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

研发费用扣除，提高涉及高技术产业与科

技研发人才待遇，稳定企业高层次研发团

队，发挥企业科技创新“压舱石”作用，

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加强地方专项债市场管理，为企业可

持续发展提供更优保障。各地方政府应积

极贯彻落实《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工作的意见》，在遵循 《巴塞尔协

议》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将地方债风险权

重由20%降至零。据测算，这将为银行一

次性节约风险资产规模达 3 万亿元左右，

能够较为显著地释放资本压力。当前，若

调低地方债风险权重至零，使其与国债和

政策性金融债的风险权重处于同一水

平，而其收益率通常高于后者，或成为

银行优先选取的优质资源，有利于撬动

银行对地方政府债券配置主动性，破解

企业发展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资金来源不足问题。

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为企业提升内

需市场空间。在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

决定》基础上，调整完善与之相配套的税

收征管条件，进一步推动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税制模式；建立个人所得税与城镇居民

基本消费支出水平相关联的动态调整机

制，实时动态释放居民消费空间；加快完

善并推进《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

办法 （征求意见稿）》落实实施，进一步

制定完善奖励发明创造、知识产权评估作

价、知识产权收益分配等相关政策，让更

多人享受到新一轮税制改革红利，降低个

人的生活成本及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性

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扩容企业内需

市场空间。

财税改革不断深入 为制造业发展“解困”

实施研发费用扣除优惠，增添自主创

新新动力。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制造业

频频遭遇美国“卡脖子”，凸显基础研究

实力较为薄弱，呈现自主创新“短板”。

2018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再推出7项减税改革措施。改革前，我国

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能加计扣除 （即

按实际费用 1.5 倍扣除，其中 50%就是加

计扣除部分），只能按实际费用扣除。改

革后，从2018年1月1日起，企业委托境

外机构所产生的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

优惠。这意味着我国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

或将研发业务外包给外国机构的部分制造

企业，能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优惠，鼓励我国制造业企业除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外，还可以借助“外

脑”提高自己研发能力。此外，今年5月

1 日，国家实施增值税率由 17%、11%降

至 16%、10%和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

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改革，预估全年将为企

业减负不少于 4000 亿元，在一定程度上

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动力。

发行地方专项债券，提高基建投资力

度。近年来，随着国家监管层不断加大对

隐性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力度，地方政府

通过PPP等变相方式举债受到抑制，势必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政府融资渠道“阻

梗”，加大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下滑压力。2018 年上半

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下滑较

快，除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以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同比增长较

1—5 月下降 2.1%。长期而言，除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是拉动制造业发展的引擎之

外，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仍

是制造业加速发展“短板”所在，仍需持

续加大该领域投资力度，故对地方政府融

资实施“闭后门”“堵旁门”的同时，还

应“开好前门”，破解制造业发展所涉及

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不足问题。

当然，采取改革举措，拓宽融资渠道，扩

大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也有助于增加制造

业产品需求，推动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

2018 年 8 月 14 日，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提出，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

用进度，至今年9月底，实现各地累计完

成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比例原则上超 80%，

其余将在 10 月发行。当前，我国加快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有利于避免各地方

基础设施建设中在建项目出现资金断供、

工程烂尾等问题，阻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进程。

加大个税改革力度，扩大内需市场

空间。2008 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外需受

其波及而萎缩，再加上当前中美贸易摩

擦日益加码，致使制造业出口越来越

难，以扩大内需拉动制造业发展的作用

越来越大。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增加居

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

力。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 的决定》 开启从分类税制向综合与

分类相结合的改革，除将个税“起征

点”由 3500 元/月提高到 5000 元/月外，

还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

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赡养老

人等专项附加扣除，同时拓宽三档低税

率 3%、10%和 20%适用的所得级距，比

如，改革前，3%只适用 0~1500 元/月的

应税所得，改革后，适用 0~3000 元/月

的应税所得。据测算，该法案修定后，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城镇就业人员的比

例将由 44%降至 15%，且允许劳务报酬、

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三类收入在扣除

20%后计算纳税，月收入 2万元以下纳税

人税负能够降低超50%。据测算，个税改

革预计每年减税可达 3200 亿元，增加居

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为制

造业发展创造更大内需市场空间，对冲因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减少，即用国内

市场部分替代美国市场，削弱贸易战对我

国制造业的冲击。

适当拓宽有关研发人员税收优惠范围，在股权激励等方面重点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扣除，提高研发人才待遇，稳定企
业高层次研发团队，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今年5月1日，国家实施增值税率由17%、11%降至16%、10%和
增值税留抵退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改革，预估全年将为企
业减负不少于400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