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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世界经济加速
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数
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传统产业经济转
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高度
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深化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壮大数字经济。全国31个
省级行政单位中有27个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发展数字化和数字经济。调研发现，各地围绕数字产业、
产业融合和政府数字治理三大着力点，积极探索数字经
济发展特色化发展道路，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交叉融合加快 绿色安全凸显
——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展望

地方数字经济

如何找准着力点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研究所 吕海霞 杨婉云 何明智

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新焦点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一个快

速发展时期，人工智能成为世界各
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进入一
个快速发展时期，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视，使人工智能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发
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世界各主要国
家纷纷制定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增加
投资，加强研究。

一是制定国家战略引领发展。美国
制定了一系列的人工智能战略，2018年4
月，美国制定了“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
加快在国防领域人工智能的部署，促进
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和市场应用的发
展。在欧洲，法国3月发布了“人工智能发
展战略”，英国在4月发布了“英国人工智
能规划”。在亚洲，日本在《综合创新战略》

中，提出要支持人工智能的重点措施，韩
国发布了《人工智能研发战略》，印度发布
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二是成立专门推进机构。2018年5
月，美国成立人工智能委员会，加强在
人工智能发展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统筹协调。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成立
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处理人
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欧
洲方面，2018年6月，欧盟委员会成立人
工智能高级小组，负责推进欧洲人工智
能投资进程，积极推动欧盟人工智能政
策的制定、立法等。

三是加大人工智能资金支持力

度。2018 年 8 月，在美国白宫发布的
“2020 财年政府研究与开发预算优先
事项”中，人工智能被列为优先投资的
重点领域。在欧洲，2018年，欧盟提出
要在4年时间内投资200亿欧元。英国
和法国分别宣布投资13亿美元和18.5
亿美元，用于开发各自国家的人工智
能。在亚洲，2018年，韩国计划5年投资
2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应用，加强专业
人才培育，培训5000名人工智能专业人
才，印度投资 4.77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发展，亚洲的竞争
表现得尤为激烈。

四是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究。

2018年7月，美国新安全中心发布“人工
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全面研究了人
工智能对信息、经济、国防等领域安全
的影响。而欧盟则更加关注人工智能
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
时代：确立以人为本的欧洲战略”，重点
介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概况，对比欧洲
各国与全球其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分
析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道德问题等。
2018年4月，英国发布《人工智能行业新
政》，提出通过加强研发、强化STEM教
育、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等措施，推动英
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

2018年，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纷纷制定战略，加快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对共性技术高度

重视，重点突破。积极促进跨学科、跨行业的交叉融合，抢占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先机。其中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并在战

略、投资和研究等方面持续加大。

2018 年，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通
过制定战略规划，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
向，涵盖网络、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诸多领域。

一是综合性科技战略。2018 年，
韩国发布了第四个五年科学技术计划
——“第四期科技基本计划（2018—
2022）”，该战略选定了120个重点科技
项目，首次选择了智慧城市、人工智能
和3D打印等12个项目。2018年，韩国
发布了“2019 政府投资创新计划”，明
确了科研预算的使用原则，完善了重点

领域和重大研发计划，以及政府资助的
方向，该计划突出了 12 个政府主导的
重点研发方向。2018年9月，南非发布

《科学技术与创新》白皮书，强调要在生
物技术、纳米技术、先进制造研究和创
新等领域加快突破进程。

二是生物医疗。在健康和护理领
域，2018 年，德国发布《高科技战略
2025》，提出要实施“国家十年”抗癌计
划，为“预防和个性化医疗”开发数字化
解决方案。

三是量子科学。2018年12月，美国

发布了“国家量子法”，全面加速量子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并努力确保美国成为
量子信息科学的世界领导者。2018年，英
国政府拨出2亿多英镑重点支持2019年
量子技术的研发，并于 11 月宣布拨款
2000万英镑，支持微型原子钟原型、量子
传感器，以及高级接收器和低成本集成
芯片。2018年，德国的《高科技战略2025》
中，提出将在数字安全领域得到发展，实
施“全新的整体IT安全解决方案”，其中
量子通信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节能发展。2018年，德国《高

科技战略2025》中，在可持续气候保护
和能源领域，大幅减少塑料使用对环境
的污染。11 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在本
世纪 20 年代中期运营首个碳捕捉、储
存以及利用项目。

五是其他战略。2018年9月，美国
发布了“国家网络战略”，提出未来将巩
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利益，并表明美国
有意扩大其在网络空间的国际影响
力。2018年3月，美国颁布了“国家太
空战略”，以加强美国在太空竞争力方
面的领先优势。

2018 年，在量子通信、信息技术、
粒子加速等前沿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
突破，在相关基础研究领域涌现了一大
批新成果，新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各主要
国家抢占未来发展机遇的重要抓手。

一是生物医疗技术。2018年，美国
癌症免疫治疗研究取得新突破，推出迄
今最为综合的癌症基因组图谱，为提高
癌症疗法疗效和研发新药提供了路线

图，对抗癌药物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2018 年 3

月，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研制出一种可
用于微型光子电路中的全光二极管，该
二极管成本低、效率高，对光子芯片和
光子通信领域有重要影响。2018 年 3
月 26 日，日本物理化学研究所成功开
发了一种模拟人脑全脑回路的算法。
该算法可以用于下一代超级计算机领

域，应用该算法能够有效提高计算效
率，对于计算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新材料技术。以色列和英国科
学家合作发现了新的原子级加热机制，有
望推动石墨烯材料的发展。

四是核应用技术。2018年3月，来
自美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的
科学家使用“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
在俄罗斯杜布纳成功进行首次实验，为

此，俄罗斯计划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
同步加速器，以借此机会成为亚太地区
新的高科技产业中心。2018 年，俄罗
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推出了一种新
型开放式螺旋磁阱装置，该装置具有
更简单的结构和更低的成本，并且可
以在不使用氚作燃料的情况下能进
行诸如氘—氘的聚变反应，在降低等离
子体温度方面非常有效。

2018年，新兴产业的发展更表现
出多行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
特别是材料科学、信息技术、新能源
等应用广泛的共性技术，技术之间加
速融合，衍生出新的产业形态，有效
提升了产业效率。

一是信息技术与材料科学融合。
随着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

展和成熟，新材料模拟和预测的速度
不断加快。IBM 科学家利用新算法，
成 功 模 拟 了 氢 化 铍 7 量 子 位 系 统
（beh12） 分子。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渡
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预测制备
亚硒酸钠晶体的反应条件，预测结果
比超过十年经验的材料化学家更准确。

二是新能源技术加速应用推广。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世界各
国正努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可
持续发展。全球科研机构与科技企业
在开发低能耗、可循环使用以及环境
负荷低等性能的新能源方面不断加大
研究力度。加快推进与绿色经济和可
持续发展直接相关的新能源技术商业
化，节能环保和生物医用等新材料的

开发受到广泛重视。
三是军民融合技术。为加强军事

和民用技术的整合，以色列军队和情
报机构逐步加强了与企业的合作力
度，其中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和航空
航天领域的民企ELTA公司加入新的创
新计划，与以色列安全技术部门共同
开发国防技术。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各国政
府的大力支持，预计2019年，全球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业规模快速壮大，交叉融
合更加明显，更加注重绿色发展，产业应
用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

一是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2018
年，美国、德国、日本都高度重视新兴产
业发展，新兴产业呈现出快速增长态
势。预计 2019 年，在全球各主要国家
的战略引领、投入增加的趋势下，战略
性新兴产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美
国在人工智能、新材料、量子、新能源等
领域，日本在智能机器人，德国在智能
制造等领域加快布局。战略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端化，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产出效率进一步提高，技术
创新能力和技术力量整合能力进一步
提升。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印度等新
兴经济体也纷纷加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竞争，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将进

一步提升。在产业转型方面，新兴产业
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进一步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

二是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2018
年，很多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都是多学
科、多产业融合的产物，跨行业、跨学科
的技术交叉对于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巨
大的促进作用。2019年，预计融合发展
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其中，信息技术将
进一步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向更多应用领域普
及。同时，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
术等多学科之间将更广泛渗透、交叉、
融合，进而引发新的技术变革和产业革
命。同时，新兴产业之间、新兴产业与
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将成为发展的主
流，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互
补性持续增强，行业之间的界限将变得
不再明确，将在大幅提升整体效率的同

时，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是绿色发展进一步凸显。2018

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资源能源紧张
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战略新兴产业更
加注重生态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预
计在2019年，随着新能源、节能环保等
技术的不断进步，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更
加注重绿色、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
绿色、低碳、生态等发展理念已经普及，
并不断深入人心。在技术上，节能环保
技术、新能源技术也将持续取得突破，
利用更加高效、环保的方式寻求更大发
展，这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更是
人类全社会持续发展和健康生存的必
然选择。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绿色、健康、
安全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能耗低、
资源需求量少、更加高效、用地少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更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四是安全问题进一步得到重视。

2018 年，人工智能成为各国竞争的焦
点，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纷纷加
大资金、人才、技术的投入。在人工智
能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工智能
带来的社会、安全、伦理等一系列问题
也进一步凸显。预计 2019 年，生物识
别引发的伪造技术、人工智能仿真技
术、网络攻击等将给社会安全带来新挑
战，围绕人工智能将展开深入讨论和研
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将对
现有就业问题带来影响，增加社会对失
业问题的担忧，特别是一些低水平重复
劳动工作者将面临失业的风险。而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更加
复杂的工作也将被逐渐替代，引发更多
就业者的担忧。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人工智能的数
据安全问题也将更加凸显，用户数据、
生物识别、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安全问题
将给社会带来更大挑战。

战略计划引领产业发展新方向
2018年，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

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涵盖网络、人
工智能、量子技术等诸多领域。

前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
2018年，在量子通信、信息技

术、粒子加速等前沿技术领域不断
取得新突破。

跨界融合形成产业发展新模式
随着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发展和成熟，新材料模拟和预
测的速度不断加快。

2019年战略新兴产业展望
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规模

将快速壮大，交叉融合更加明显，
更加注重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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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动力

数字技术在各产业部门中的广泛渗透，有效地增加
了对数字智能化产品的需要，提升产品高附加值，各地方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势强劲，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如广
东省2018年智能电视、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产量分
别增长17%、28%、206%，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25.5%。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4906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0%。核心产业制造业亩均税收 25.4
万元/亩，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3.7万元/亩；核心产业
劳动生产率 35.5 万元/人，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2.6
倍。各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投入进一步
加大。如济南市近年成立集成电路设计、大数据、信息安
全等多个产业联盟，建设形成8家集成电路设计中心、58
家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等一批创新载体，引进国家健
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中德技术研究及产业转化中心、中关
村领创空间等重大创新平台。杭州市数字产业新技术、
新产品不断涌现，协同创新成效显著。2018年1—11月，
全市新产品产值4808.5亿元，同比增长10.9%；新产品产
值率38.2%；全市规上企业技术研究费304.6亿元，同比
增长30.4%。全市建有省、市数字经济类特色小镇16个，
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70个，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西
湖大学，以及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北航杭州创新研
究院等重大创新载体相继落地。

推进产业融合创新

培育数字经济发展主动能

各地政府高度重视融合创新发展，大力推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
合，以平台化作为承载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模式，加
速推动传统产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工业、服
务业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产业数字化取得积极进展。如
深圳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电商行业深入融合，全市制
造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90%，关键工序数
控化率达到60%，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3.5万亿元。厦门
两化融合涵盖机械、电子、LED、汽车、电力电气、烟草、食
品、轻工等厦门市支柱及重点工业行业，具有工信部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21家、市级贯标试点企业14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业和区域逐步扩大，已覆盖机
械、电子、轻工、卫浴等重点工业领域，涉及离散型、流程
型、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型、远程运维服务模式等4个示范
类别。杭州以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抓手，累计实施“机
器换人”项目3300多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114项、
工厂物联网试点730多项、企业上云8.08万家，SupET工
业互联网平台在2018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成为唯一获
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1+N”工业互联网体系初步形成，
同时，杭州移动支付在普及率、覆盖广度、服务深度等各
方面取得突破新进展、“盒马鲜生”新零售经营效率取得
重大提升。

创新政府数字治理模式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各地围绕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政务数据资源整合汇
聚，推进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利用和流通，构建完善“互联
网+政务服务”体系，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构建精准
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以政府数字化转型助
推数字经济发展。如广东在全国率先推行“数字政府”改
革，建设按需分配、动态扩展、智能管理的省级“数字政
府”政务云平台，建立政务数据资源“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完善“开放广东”全省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有序推
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同时，推出全省统一集合式服务
大平台“粤省事”公众号，上线证件服务、社保医保、住房
公积金等政务服务超过140多项，完善“互联网+政务服
务”体系。大数据在环境治理、治安防控、食药监管、社会
信用等社会治理领域应用处于全国先进水平，精准治理、
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正加速构建。

杭州在全国率先建设城市“数据大脑”，从技术底层
消除“信息孤岛”，以交通治堵为突破口，加快“数据大脑”
在城市管理和社会民生领域的应用，为全国、全球的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打造示范样板。在城市大脑建设推动下，
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不断完善，成立数据资源管理局，
建立“无条件归集，有条件共享”特色机制，走出一条可持
续、可复制的数据归集共享“杭州路径”。2018年，通过

“1353”体系的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全市累计已归集59个
部门395.7亿条数据；发布628项数据接口，为“最多跑一
次”改革实践提供强大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