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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7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名单

根据国家统计局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
统计的2017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年报数据，经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初
步审核、工业和信息化部最终核定，2018 年
（第17届）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以
下简称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名单揭晓。

软件百家企业基本情况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入围门槛为软件业务
年收入16.2亿元，比上届提高1.7亿元，增长
11.9%；2017 年共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7712 亿
元，比上届增长16.5%。其中，排首位的企业
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已连续17年蝉
联软件百家企业之首，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海尔集团公司分别列第二和第三名。

软件百家企业发展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社会
加快形成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共
识，进一步提升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和转型
升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的认识，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软件百家
企业抓住机遇，强化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
级，坚持开放发展，抓好新兴领域信息技术
突破，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传
统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实现了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

（一）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规模实
力迈上新台阶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整体规模继续扩大，
2017年共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712亿元，比
上届增长 16.5%，增速同比加快 6.3 个百分
点，高于全行业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占
全行业收入比重达到14%。其中，软件业务
收入过100亿元的企业达13家，比上届增加
4 家；软件业务收入过 40 亿元的企业已近
半，达47家，比上届增加9家。较五年前软
件百家企业的业务收入翻了一番，过百亿元
企业数增加了11家，过40亿元企业数增加
了28家。

（二）加快探索转型升级路径，部分企

业实现领先发展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中，超过三成的企业

收入增长率超过20%；增速超过50%的企业
达到9家；两年持续在榜企业中，排名提升
超过10位的企业达到15家。部分企业依靠
积极转型和自主创新实现突破，如北京华胜
天成公司实施服务转型以及在云计算领域打
造自主品牌“天成云”，排名提升41位；部
分企业深入研究和推进新兴技术的应用，如
北京易华录公司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于智慧城市和交通、安防领域，排名提升
29 位；部分企业推动专业领域的高端化发
展和在新兴领域布局并重，如江苏润和科技
在聚焦金融信息化领域的同时，围绕物联网

“芯片、平台、应用”的战略布局也初步成
型，排名提升 20 位；部分企业如科大讯
飞、大疆创新等，在新兴领域积累独特核心
技术，连续两年排名大幅提升，今年分别提
升18和14位；另有部分企业依托自有终端
品牌优势，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提供移动端
解决方案，如广东维沃软件、小米移动、云
中飞均实现10位以上排名提升。

（三）企业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但盈利
水平出现分化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更新率明显下降，两
年都在榜企业93家，有7家企业首次或重新
进入名单，企业持续增长能力增强。本届软
件百家企业 2017 年实现利润总额 1713 亿
元，比上届增长 15.8%，占全行业利润的

19.6%；受竞争激烈、人工等成本上升较
快影响，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平均主营利润
率为10.7%，平均总资产利润率8.5%，分
别低于上届0.8和0.7个百分点。其中主营
利润率低于5%的企业24家，比上届增加
6家；但连续两年利润率超过20%的企业
达11家，比上届增加2家，持续盈利能力
有所增强。

（四）企业研发投入保持增长，创新
质量进一步提升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
1550 亿元，占全行业研发投入的 27.6%，
远超收入和利润在全行业比重，是软件业
研发投入的关键主体。企业平均研发强度
9.7% （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研发
强度超过 15%的企业有 15 家，其中有 12
家连续两年研发强度超过15%；参与研发
的人员数接近46万人，占软件百家企业
总从业人员数的 46%，与上届相比增长
17.9%。本届软件百家企业的著作权登记
量超过3万件，比上届增长近40%；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 2017 年国内企业专
利授权量排名，华为、中兴分列第2和5
名，小米移动和深圳云中飞所属的小米、
欧珀系公司专利授权量也名列前茅。

（五）产业链体系不断延伸，新兴领
域实现蓬勃发展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在软件产品、信息

技术服务和嵌入式系统软件三个领域的收入
占比分别为 30%、45%和 25%，与上届相
比，信息技术服务领域收入占比明显上升。
产业链的完整性不断提升，在传统软件开发
领域，发展出“传统产品模式”和“软件服
务化模式”，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在信息
技术服务领域，从单一的系统集成服务向产
业链的前后端延伸扩展，基本形成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设计与开发服务和信息系统集
成，及后期运维服务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在新兴产业领域，充分运用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和手段，企业实现
快速迭代，催生出更多的新兴服务业态，本
届软件百家企业的云服务相关的运营服务收
入增长超过90%，数据处理服务收入增长1
倍多。随着各项技术之间、技术与产业之间
的融合加深，产业链中的分工也在进一步细
化 和 延 展 ， 有 的 企 业 从 “ 网 ” 延 伸 到

“云”，发展云数据中心、云操作系统以及拓
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有的企业从

“网”延伸到“端”，从现有的固定终端向云
终端、从家庭终端向企业和个人终端、从通
信终端向物联网终端，以及运行于各种终端
的App方面发展，构建出软、硬、服务一体
化的产业链体系。

（六）坚持开放发展，国际化经营稳步
推进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坚持以业务国际化为
增长新动能，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强化与重要

客户和战略伙伴的深入合作，谋求海外市场
布局和本地化经营。本届软件百家企业
2017年实现软件出口257亿美元，比上届增
长 22.4%；出口主要市场由传统市场向新兴
市场拓展，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以及各类国际合作不断落地，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出口明显
上升，虽整体规模不大，但增势突出，对东南
亚等国软件出口扩大一倍，对非洲和印度的
软件出口分别增长了50和30余倍；传统的主
要出口和外包服务市场发展分化，对欧洲国
家出口稳步上升，对美出口小幅增长，对日出
口出现下滑。本届百家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深
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有四成以上企业持续开
展跨国经营活动，有20家在境外设立了分公
司或研发中心，有 18 家在境外设立分支机
构，在海外的本地化经营稳步推进。

（七）贡献日益提升，发展尚需努力
本届软件百家企业 2017 年上缴了全行

业30%的税金，吸纳从业人数99.4万人，占
全行业从业人数的16%，比上届增加了17.4
万人，有力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
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大企业相
比，百家企业整体偏小偏弱，技术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仍不强，核心技术自主性差，基础
软件、系统软件仍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除
此之外，本届百家企业还出现一些值得注意
的问题：一是成本和费用上升较快，盈利能
力和研发投入有待提高。本届软件百家企业
主营业务成本增长 26.1%，销售费用增长
34.9%，管理费用增长14.9%，人工成本增长
超过10%，均呈现较快增长势头，部分企业
主营利润率和研发强度的提高已受影响。二
是企业转型和跨界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障
碍，很多企业仍处于转型探索过程中，主营
方向与定位模式不清晰，增长受到影响；一
些企业顺应技术与产业融合趋势努力跨界，
推进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融合应用仍面临
多方面挑战。三是高端顶层设计人才和跨界
型核心人才缺乏、人才流失问题持续突出，
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国内外环境变
化，可能会使一些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需要
我国软件企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坚定转向
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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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集团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云中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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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维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中兴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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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四川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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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天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先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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