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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指
数（简称分地区指数）包括6 个一级
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
标，与全国综合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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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
项指标设定2020年发展指数目标值
为 100 分。近几年各地区的指数得
分均在100以内，由此可反映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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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分地区指数最高分78.6，
最低分 63.8，均分为 68.6，比上年提
升 1.3 分，均分以上省市 12 个。广
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连续三年
处于前五名之内，其中浙江提升两名
至第三位。

根据分地区指数，我国电子信息
制造业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东部地区指数得分高于全
国均分，中西部地区提升较快。东部
地区指数得分 70.9，比上年提高 1
分，地区凭借传统规模优势推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规模指标、企业
和产品竞争力指标分别增长2.0分和

1.7 分。中部地区指数得分 67.8，比
上年增长1.8分，地区创新政策密集
出台，产品结构优化，高端产品占比
提升，带动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研发
创新指标分别增长4分和1.8分。西
部地区指数得分 67.2，比上年增长
1.6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快，
产业发展环境指标增长1.6分。东北
地区指数得分 66.6，比上年增长 0.4
分，地区汽车电子等应用电子产业快
速增长，两化融合指数进一步提升，
产业机遇把握指标增长1.1分。

二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呈现集群
化发展特征，部分地区重点产业发展
规模明显增长。集成电路和显示面
板产业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
型的特点，当前已形成长三角、珠三
角等产业聚集区，带动了当地产业规
模增长，同时研发创新指标快速提
升。长三角是我国集成电路主产地，
产业规模居全国龙头地位，已成为国
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中
度最高和综合技术能力最强的地
区。中西部地区加快集成电路产业
布局，安徽、湖北、四川、重庆、陕西、
甘肃等地逐步构建了包括IC设计、

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及材料设备在内
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显示面板产
业主要集聚于环渤海、长三角、泛珠
三角、成渝鄂等地区。福建发挥对台
合作优势，加快集成电路制造和显示
面板产业布局。在产业集群化发展
的拉动下，上海、湖北、福建等地的产
业规模和研发创新指标都呈现了较
为明显的增长。

三是多地紧抓新兴产业发展机
遇，培育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浙
江、湖北、广东、重庆等地紧抓智能网
联汽车、光电子、北斗、超高清视频等
新兴产业市场机遇，出台相关产业政
策促进本地技术创新积淀，实现研发
创新、产业机遇把握等指标较快增
长。浙江通过推动杭州城西科创大
走廊、萧山智能网联汽车自主创新标
准研究基地、嘉兴科技城等重大创新
平台载体建设，形成了一批产城融合
发展新基地。广东立足现有产业优
势，大力推动新型显示、4K超高清视
频等新兴产业的升级发展，产品和企
业竞争力等指标快速增长。湖北以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北斗及
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等产业创新中心为载体，发展光
电子和北斗产业，产品和企业竞争
力、研发创新指标明显增长。重庆积
极推进智慧交通和车联网发展，研发
创新、产品和企业竞争力指标提升较
快。此外，天津、四川等省市大力发
展智慧健康、智慧家庭产业；山东、江
西等省加快虚拟现实等特色产业发
展，促进了研发创新、产业机遇把握
等指标较快增长。

综上所述，2017 年我国电子信
息制造业在研发创新、产品和企业
竞争力提升等方面进步明显，产业
正在从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关
注，具体包括：一是我国电子信息制
造业是外向型产业，受外部环境、汇
率波动等因素影响较大，产业持续
平稳运行的基础尚待巩固。二是我
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门类齐全，但行
业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仍受制于
人，关键材料、高端元器件等技术水
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三是研发投入虽然增长较快，但与
发达国家相关产业研发投入水平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需充分利
用我国市场潜力大、产业配套体系
完善的有利条件，紧紧抓住经济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有利时机，深
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
构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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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延续上年的指标体系，包括产业规模、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产业效
益、研发创新和产业机遇把握等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电子信息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体系由全国、
重点行业和分地区三个发展指数构成。综合发展指数依据权威数据，搭建了能够展现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规模与效益、短期
与长期、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的全面评价体系，对引导产业把握时代机遇、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显示，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转型效果进一步显现。

全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指数
（简称全国发展指数）以2014年为基
期，基期指数得分为100。近三年全
国发展指数得分快速提升，本届全国
发展指数得分 164.7，比上年提升
30.2分，呈现加速增长态势。全国发
展指数6个一级指标均有所上升，其
中研发创新、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指标
表现突出，对全国发展指数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达到49.2%和22.4%。

从 2018 年全国发展指数看，我
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以下
特点：

一是产业规模指标增势平稳，对
工业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大。产业规
模指标得分 101.1，比上年提升 6.4
分，主要得益于主营业务收入、出口
交货值、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比
重 3 个二级指标得分的增长。2017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占规模以
上工业比重为11.2%，比上年提升0.6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14.2%，扭转了连续两
年下降的不利局面，通信设备、视听
设备、电子元器件等子行业的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均超过 10%。规模以
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快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7.2 个百分

点，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经济中的
地位和贡献进一步提升。

二是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指标明
显增强，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产
品和企业竞争力、产业效益指标得分
分别为 147.6 和 124.9，比上年增长
37.9分和3分，其中产品高端化和龙
头企业数量两个二级指标增长明
显。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品持续向高
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智能电视和
智能手机占国内总产量占比分别达
到63.4%和74.3%。智能化升级带来
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加，多类产品平均
价格提升，在统的358类电子信息产
品中，有 263 类平均价格同比提升。
创新型数字化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智
能家居产品、虚拟现实设备、服务机
器人等新产品不断涌现。与此同时，
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主营业务收
入 40 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稳步增
长。华为、小米手机在全球出货量中
的份额分别从2016年的9.5%和3.6%
增至2017年的10.4%和6.3%，华为在
高端手机市场影响力提升显著。从
产业效益看，2017 年电子信息制造
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1%，增速比
上年加快 4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率5.5%，比上年提高0.3个百
分点。行业人均创收和人均利税水

平均增长10%以上，产业发展质量明
显提升。

三是产业发展环境指标持续优
化，固定资产投资活跃。产业发展环
境指标得分 202.1，比上年增长 23.6
分，连续三年快速增长。随着减税降
费力度加大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信息消费快速发展，产业投资环境、
企业税收环境、市场消费环境等二级
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增长。2017 年，
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入三级
指标得分191.2，比上年增长53.7分，
其中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等细分行
业投资增势显著；电子信息制造业固
定 投 资 额 占 制 造 业 的 比 重 升 至
11.1%，电子信息制造业对投资的吸
引力进一步增强，为产业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四是研发创新能力指标大幅提
升，产业基础和创新体系日益完善。
研发创新指标得分 265.1，比上年增
长83.3分，是全国发展指数增长的第
一大拉动要素。二级指标中研发投
入快速增长达到144分，创新环境得
分增长一倍。产业从技术跟随向技
术创新方向演进，创新活力进一步显
现，企业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增
强。在统企业中近 60%的企业研发
强度超过3%，其中集成电路材料和

设备、无线和光设备及元器件、光电
显示器件等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研
发强度超过15%。同时，国家在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云计算、物联网等新
兴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激励政策，
进一步优化了产业创新发展环境。
2017年，我国在高性能计算机、集成
电路、光通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
新进展，新型显示产品供应能力显著
增强。

五是产业发展机遇指标逐步上
升，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机
遇指数得分 142，比上年增长 15.1
分，连续三年平稳增长。智能硬件、
应用电子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等
二级指标得分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智能硬件产品不
断创新，虚拟现实设备、智能家居产
品出货量和产值同比快速增长，正在
形成新的增长点。同时，电子信息产
业加速向其他行业领域渗透融合，汽
车电子等应用电子领域快速增长，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等行业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GPU、CPU、FPGA 等集成
电路企业重点布局车载芯片领域，在
汽车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步上升。面
板厂商得益于车载显示产品的快速
发展已经成为整车企业的一级供应
商。2017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新型
工业化示范基地数量从上年的42个
增加至48个（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
化部），推动产业融合的作用进一步
增强，有力支撑了两化融合水平快速
提升。

选取手机和集成电路两个关注
度高、对产业影响大的行业编制重点
行业发展指数，以规模、竞争力、效
益、环境和创新作为一级指标。指标
得分计算以 2014 年为基期，基期分
数为100。

（一）手机行业发展指数
本届手机行业发展指数得分为

127.7，比上年略有下降。2017 年我
国手机产量增速下降明显，产业规模
指标得分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由于
全球手机普及率处于高位，5G到来
前用户换机周期拉长，手机产量增速
从 2016 年的 13.6%下降到 2017 年的
2.2%，但是产品竞争力、产业效益和
研发创新水平等产业发展质量指标
提升明显。

从一级指标看，企业和产品竞
争力指标、研发创新指标较上年实
现了更快的增长，分别提升 41.5 分
和 25.6 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率提升0.5个百分点，产业效益指标
得分由降转升；手机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占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比重连续
三年提升，产业发展环境指标继续
平稳增长。

手机行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
是产品和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效益
明显改善。国产品牌手机高端机型
出货量增长较快，平均价格较上年提
升近 300 元，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
手机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出货量居前三位的华为、OPPO和小
米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较上年提升4.4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IDC）。二是手
机企业创新活跃。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报告数据，从1990年—2013年，手
机行业的专利占所有申请专利数的
30%～35%（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作为全球手机产业主要生产
制造基地，我国手机企业创新活跃，
研发强度连续三年提升，2017 年已

超过3.5%。
（二）集成电路行业发展指数
集成电路行业发展指数得分为

127.7，比上年增长 8.9 分。5 个一级
指标中，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指标比上
年提高37.5分，对行业指数拉动作用
较大；产业发展环境以及研发创新指
标比上年分别提高19.2分和12.4分，
也有较大提升。

集成电路行业发展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终端需求带动集成电路产业
销售额快速增长。在智能化浪潮引
领下，整机产业对集成电路需求不断
加大，2017 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额
同比增长超过20%（数据来源：中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二是我国集成电路制造能力快
速提升，出口稳步增长。据海关统
计，2017年我国出口集成电路2043.5
亿块，同比增长 13.1%；出口金额
668.8亿美元，同比增长9.8%。三是

集成电路企业实力逐步增强。2017
年我国在沪深港上市的集成电路企
业数量同比增加 9.9%（数据来源：
Wind），市值同比增长24.9%（数据来
源：Wind）；进入全球前50大集成电
路设计企业的数量从2009年的1家
增长到 2017 年的 10 家（数据来源：
IC Insights）；封测龙头企业实力居
全球前列。四是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活跃。集成电路行业投融资与并购
活跃，投融资环境明显改善，来自企
业和民间的投资增多。2017年我国
集成电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达1113亿元，同比增长27.2%。五是
产业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2017 年
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总额达359.3
亿元，同比增长 9.3%。六是我国集
成电路产业的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
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集成
电路的品种和数量还不能完全满足
多样化的市场需求，部分核心器件仍
受制于人，行业基础研发投入仍不
足，产业链协同较弱，需充分发挥市
场规模优势，加大基础创新投入，加
强上下游协同创新，进一步促进产业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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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统计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