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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

合发展指数，我国软件产业呈蓬勃发展态势，

产业规模效益明显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大量

涌现，技术迭代更新加快，应用领域持续拓

宽，对国民经济发展支撑作用增强。

2018年 （第2届） 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延续上年的指标体系，

共设置 4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和 19

个三级指标，其中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规模

效益、服务支撑、成长创新和发展环境。综

合发展指数体系由全国、分行业、分地区三

个发展指数组成。该综合发展指数体系依据

掌握的权威数据，创新统计监测方法，从定

量的角度综合勾画出产业发展图景，通过对

比分析展示产业发展亮点，寻找发展短板，

对引导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提升产业发展形

象具有重要意义。报告中数据除特别标注

外，均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地方工信主管

部门，以 2017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

计年报数据为基础。

一、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发展指数

全国发展指数采用定基计算方法，选取

2014年为基期，设定2014年发展指数为100，

随着产业发展，近几年指数得分均在 100 以

上，通过纵向比较，反映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年度综合变化情况与发展趋势。

本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全国发展指

数 154.6，比上年提升 18.7，指数提升幅度较

上年扩大5.1，显示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呈现持续向好发展态势（见图 1）。其中，

四个一级指标中，规模效益与成长创新两项

指标对全国发展指数的贡献与拉动作用突出

（见表1）。

根据全国发展指数计算结果，2017 年

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以下

亮点：

一是规模效益指数较快增长，产业提质
增效进程加快。本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规模效益指数 136.5，比上年提升 17.3，提

升幅度较上年扩大 6.8，对全国发展指数增

长的贡献率为27.6%。受益于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快速发展和融合

创新，先进计算、高端存储、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新技术加速突破，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新业态日益成熟，有力推动产

业蓬勃发展，加速产业提质增效。2017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业务收

入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主营业务

利润率为 11.9%，较 2016 年提高 1.5 个百分

点，为 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企业人均

利润总额为14.2万元，较2016年提高2.4万

元，是 2012 年人均利润额的近两倍。产业

规模持续扩大，企业盈利水平和人均盈利能

力快速跃升，带动规模效益指数增长。

二是成长创新指数大幅提升，产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强劲。本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成长创新指数 172.3，比上年提升 39.4，提

升幅度较上年扩大 38.5，对全国发展指数增

长的贡献率为 58.7%。从研发投入看，2017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发投入达到

5622亿元，占软件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0.2%，

比去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从创新产出看，

2017 年全国共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 74.5 万

件，同比大幅增长82.8%，增速为近五年来年

均增速的3倍。从新业态发展看，云服务、大

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业态已经

成为产业新的增长点，2017年软件产业新业

态相关收入增速约 37.0%，比 2016 年提高

18.1 个百分点。从技术成就看，我国在机器

强化学习技术、人脸识别技术等领域取得重

要进展，这两项技术入选《麻省理工科技评

论》（MIT Technology Review）“2017年全

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

三是服务支撑指数高位平稳增长，产业
对工业转型升级及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凸
显。本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服务支撑指

数 181.2，在四个一级指标中数值最高，比上

年提升7.6，对全国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

9.6%。随着两化融合深入推进，传统制造业

智能化转型进程加快，工业软件、装备自动控

制系统等成为引领工业转型升级、延长产业

链条的关键要素。2017 年我国工业软件收

入同比增长 19.5%，高于软件产业平均水平

5.3个百分点；装备自动控制系统收入同比增

长 21.3%，高于软件产业平均水平 7.1个百分

点。随着社会领域信息化需求的提升，行业

应用软件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2017年我

国教育软件收入同比增长 54.7%，交通运输

软件收入同比增长 42.5%，有力支撑了教育

信息化、交通信息化等社会领域的发展。

四是发展环境指数稳步提高，产业发展
的外生动力持续增强。本届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发展环境指数 123.2，比上年提升

4.2，指数提升幅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对全国

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率为 4.1%。从政策环

境看，2017年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软件产业相

关政策支持力度，出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

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云计算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等文

件；从公共服务体系看，与软件产业相关的

国家及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数量超过300家，

成为向软件产业提供法规标准、技术创新、

创业辅导、市场开拓等公共服务的重要载

体；从网络基础设施看，2017年我国互联网

宽带接入端口数量 7.78 亿个，比 2014 年净

增3.73亿个，年均增长率高达24.3%；从人才

环境看，产业人才结构不断优化，2017年硕

士以上从业人员占比达到 10.4%；产业人才

供给逐年增加，2017年软件产业相关毕业生

人数超过35万人。

二、细分行业发展指数

细分行业发展指数，也采用定基计算方

法，以2014年为基期进行计算，但与全国发

展指数相比，在指标体系整体架构不变基础

上，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对三级指标进行了微

调。设定2014年三个细分行业发展指数分

别为100，近几年的指数得分均在100以上，

通过纵向比较，反映分行业年度的变化情况

和发展趋势。

本届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嵌入

式系统软件三个细分行业发展指数分别为

143.6、 167.1、 128.1， 比 上 年 提 高 6.6、

25.4、11.6。

根据分行业发展指数，2017年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三个细分行业发展呈现以下

特点：

一是综合实力稳步增强，行业发展
各具特色。本届三个细分行业发展指数

均有不同程度提高，显示行业发展的综合

实力稳步增强，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指数

增长最为迅速，增幅达 25.4，是软件产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四个分项指数看，细

分行业发展各具特色，软件产品行业规模

效益和成长创新指数带动作用明显，2017

年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17.4%，研发投入

强 度 10.1% ，在 三 个 细 分 行 业 中 居 于 首

位；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服务支撑作用凸

显，2017 年服务支撑指数 242.2，比 2016

年大幅提高 39.7；嵌入式系统软件受益于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工业技术软件化

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发展环境不断完

善，2017 年发展环境指数 151.0，比 2016

年提高 43.4。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链协同
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从三个细分行业构成

看，2017 年分别实现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

务以及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1.7万亿元、3.1

万亿元和 0.7 万亿元，占全部软件产业比重

为30.8%、55.5%和13.7%，其中信息技术服务

业收入占比提高 1.4 个百分点，技术的去产

品化、软件产品的云化以及项目集成服务化

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方向，带动信息技

术服务行业在软件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

升。从细分行业看，产业链各环节不断成

熟，协同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软件产品行业

中，信息安全软件规模不断壮大，近五年来

年均增速超过 19%；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中，

信息技术咨询设计、运行维护服务等环节进

一步发展成熟，近五年来年均增速接近

16%，均高于软件产业平均水平。

三、分地区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发展指数

分地区发展指数与全国发展指数相比，

指标体系保持一致，计算方法有所区别，通

过灰色关联评价模型进行计算。设定 2020

年（“十三五”末）发展指数目标值为 100，近

几年各地区的指数得分均在 100以内，由此

反映各地区产业当前发展水平与目标之间

的差距，并可对各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横

向比较。

本届分地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

展指数最高79.6，最低62.4，比上年分别提

高 2.9 和 0.8。广东、北京、浙江、江苏、

山东分列指数排名前五位，产业发展优势

明显。指数均值 67.0，比上年提高 1.2，均

值以上省市10个，与上年持平。

根据分地区发展指数，2017年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产业梯次发展格局相对稳定，东
部省市发展优势持续扩大。本届分地区发

展指数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产业从东到西梯

次格局保持稳定。东部地区指数均值 70.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6 分，比上年提高 1.6，

东部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指数差值，

比上年分别扩大 0.3、0.4 和 1.4，产业优势地

位进一步凸显。东部地区省市以其雄厚的

经济实力、密集的高端专业人才资源、旺盛

活跃的市场，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成为引领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高地。从

产业规模看，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

省市分列全国前五位，软件业务收入总和超

过 3.5 万 亿 元 ，占 全 国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的

63.8%；从效益水平看，2017年东部地区软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率 为

13.0%，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

企业人均利润总额为16.8万元，高于全行业

平均水平2.6万元；从企业结构看，以软件百

家企业为代表的骨干龙头企业多集中于东

部各省市，对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从

技术研发实力看，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登记

软件近 57 万件，约占我国登记总量的 76%

［2］，以创新高地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创新

的发展趋势正在显现。

二是中西部省份发展潜力逐步释放，
产业增速不断加快。本届中部和西部地区

发展指数均值分别为 66.0和 64.6，比上年提

高 1.3 和 1.1。指数排名上升较快的三个省

市包括安徽（上升 5 位）、河南（上升 4 位）和

贵州（上升 3位），均位于中西部地区。中西

部省市依托企业成本低、鼓励性产业政策力

度大、市场前景广阔等优势，借助新业态迅

速发展、融合产业布局出现调整的发展机

遇，产业发展潜力逐步释放，部分省市发展

成绩较为突出。安徽省 2017 年完成软件业

务收入 341.1 亿元，同比增长 31.2%，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省内收入超 10 亿

元的企业 9家，“中国声谷”作为我国唯一定

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

成了产业特色明显、技术领先、配套齐全、辐

射全球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智能语音技术

领跑全国。河南省嵌入式系统软件涨势突

出，智慧水务及物联网终端等销量居全国首

位。贵州抢先布局大数据领域打造贵州特

色，成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以及首个获批建设大数据国家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的省份，CB Insights 公布的 2017 年

全球科技创业公司“独角兽”榜单中有贵州大

数据企业上榜，有力带动了省内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的发展。

三是重点城市产业集聚效应明显，产
业发展特色突出。本届 15个副省级城市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指数最高 75.8，最

低63.8，均值67.5，均值以上城市5个，深圳、

杭州、广州、南京和济南分列副省级城市指

数排名前 5 位。15 个城市 2017 年共实现软

件业务收入 3.0 万亿元，占全国软件业务收

入的一半以上，平均主营业务利润率13.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 个百分点，研发经费

投入 3495 亿元，占全行业研发经费投入的

62.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重点城市

的集聚效应明显。重点城市立足区域优势、

资源禀赋等条件，形成了各自的软件产业发

展特色。深圳市软件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水

平不断提升，2017 年实现软件出口 238.2 亿

美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深圳围绕关键

核心技术和海外研发人才队伍进行的国际

投资并购成效显著，重点企业海外市场占有

率不断提升，部分企业海外市场收入占到全

部收入的 50%以上。杭州打造国内信息经

济高地，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蓬勃

发展，2017 年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1478 亿元，居于全国城市首位；大企业培育

成效显著，2017年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平均软

件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在15个副省级城市

中排名第一，进入2017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

前百家企业名单的杭州企业12家，在副省级

城市中与深圳并列第一。

2017 年，在国内经济总体增长放缓，国

际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我国软件产业发

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也面临一些迫切需

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基础创新能力薄

弱，基础软件、核心工业软件对外依存度较

大；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缺乏，产业国际

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才结构性矛盾

突出，领军型人才、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紧

缺等，需要全行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契机，继续强化创新和核心技术突

破，深化融合应用，加快转型升级，做大做强

软件产业，助力两个强国建设。

规模效益

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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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

本届指数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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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比上年增幅

17.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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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数增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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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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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2017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全国发展指数

图2 2012—2017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效益情况表1 四项一级指标指数

软件产品行业

信息技术服务行业

嵌入式系统软件行业

本届指数

143.6

167.1

128.1

指数比上年增幅

6.6

25.4

11.6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2017年指数

70.6

66.0

64.6

65.8

指数增幅

1.6

1.3

1.1

0.2

表2 三个细分行业发展指数

表3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指数均值

省市

安徽

河南

贵州、江西

河北、陕西、云南、重庆

湖北、湖南、四川

2017年指数排名变动情况

上升5位

上升4位

上升3位

上升2位

上升1位

表4 部分省市指数排名变动情况

图3 2012—2017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图4 2017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