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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10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2%，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6.4 个

百分点。1—10 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4.6个百分点。

10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

货 值 同 比 下 降 3.2%（去 年 同 期 为 增 长

20.8%）。1—10 月份，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

增长1.7%，增速同比回落9.1个百分点。

1—10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4.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6.0%，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35%，营业成本同

比增长 4.2%，10 月末，全行业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同比增长1.2%。

10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下降 2.0%，降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

点。1—10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下降0.6%。

1—10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13.6%，同比回落 5.9 个百分点，

但比1—9月加快2个百分点。

主要分行业情况

（一）通信设备制造业
10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2%，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 6.8%。主要产品

中，手机产量同比增长 2.9%，其中智能手机

产量同比下降1.9%。

1—10 月，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4.9%，利润同比增长33.4%。

（二）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10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9.2%，出口交货值同比下

降9.2%。主要产品中，电子元件产量同比下

降21.6%。

1—10 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利润同比增

长 0.3%。

（三）电子器件制造业
10月，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0%。主要产品

中，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3.5%。

1—10 月，电子器件制造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8.3%，利润同比下降18.6%。

（四）计算机制造业
10 月，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 3.2%。主要产品

中，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9.4%.其

中，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 8.2%，平板电

脑产量同比增长11.7%。

1—10 月，计算机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4.4%，利润同比增长14%。

（注：文中统计数据除注明外，其余均为
国家统计局数据或据此测算）

1—10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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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工信厅透露，中联

重科工业互联网平台等8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被认定为第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

型升级赋能。湖南省迅速出台《深化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

文件，启动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

8 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分别是：中联

重科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电48所的光伏装备

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平台、湖南用友软件有限

公司的湖南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华菱集团

的钢铁产业链协同制造与营销服务平台、湖

南华辰智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思普云平台、湖

南思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思伯陶瓷工业互

联网平台、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电

力运维服务平台、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的智能远程运维服务平台。

湖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8 个省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在装备制造、钢铁、电力、

陶瓷等多个领域催生一批新模式新业态，行

业赋能效果凸显。中联重科工业互联网平台

已覆盖25万套设备的运行监控和管理，中电

48 所的光伏装备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平台已

整合 60%以上的全省产业链相关企业，华自

科技的智能电力运维服务平台接入 50 余座

水电站。据不完全统计，8 个平台目前累计

投资金额近 1.8 亿元，2018 年总营业收入约

1.5 亿元，线上注册用户超 5 万个，连接设备

数50余万台。

目前，全省各类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近

100个，具有一定区域、行业影响力的平台20

多个。三一集团“根云平台”、中联重科的中

科云谷、中国电子的中电互联平台获评全国

工业互联网 50 强。湖南省工业互联网发展

水平居全国前列，中西部地区第一。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阿

里巴巴集团共同主办，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广州市人民政府、佛山市人民政府和阿里

云计算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广东省大数据

开发者大会暨 2019 阿里云峰会·广东”在广

州举办。

本次大会以“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为主

题，包含启动发布、嘉宾对话、主题演讲等环

节。来自阿里巴巴集团以及阿里云合作伙伴

的数字经济实践者们共聚一堂，在会上分享

了云计算、大数据、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

移动协同等最新技术进展和商业实践，探讨

如何共同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成为了

一场大数据和数字经济盛会。来自国内外

3000 多人到场参会，超过 152 万人次观看线

上直播。

会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阿里云

共同发布了“广东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升级

计划”，未来 3 年，广东将逐步建立围绕消费

电子、家具建材等行业的产业集群工业互联

网平台，帮助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升级，提升

企业的生产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构建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制造产业带，助力广

东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同时，阿里云联合

相关合作伙伴，发布了全国首个高速不停车

收费 AI 稽核项目、全国首个跨境服务创新

平台、数字地球引擎等重磅项目。此外，针

对企业全面上云需求，会上阿里云还推出

100余个定制化解决方案，200多款产品具备

快速迁云功能，实现可组合，易实现的模块化

上云。

大会同期举办了 12 场专场会议，包括

AIoT专场、飞天大数据和AI平台专场、存储

新产品发布会、数字政府专场、新零售专场、

智能制造专场、智慧交通专场、互联网专场、

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源电力）专场、全面

上云专场、云原生专场、全球生态伙伴专场，

给不同领域的企业和观众带来一系列技术

盛宴。

作为本次大会系列活动之一，广东工业

智造创新大赛吸引了 3000 多支来自国内外

的顶尖AI人才队伍，向纺织行业的“卡脖子”

难题发起挑战。在布匹瑕疵检测方面，选手

利用深度学习，提升纯色布瑕疵识别率15%，

并实现业内首次挑战花布瑕疵智能检测，准

确率超过91%；在布匹切割方面，将面料利用

率提高至业内先进水平，优化效果超过国内

标杆产品，平均利用率提升2.21%。

本报讯 近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公布关于深圳制造业的最新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达 71.4%，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6%。

2019年前三季度，深圳先进制造业增

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71.4%；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达 66%；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5%，分

别高于全国（-2.1%）和全省（3%）20.6个和

15.5个百分点。

在创新能力方面，深圳PCT国际专利

申请量连续 15 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

2019 年前三季度申请量 1.1 万件，约占全

国申请量 30%；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

破 1.7 万家；累计建成各类创新载体 2257

家，其中企业技术中心 308 家，工程中心

295家。获批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16个国家工业强基工程项目和未

来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4 个

广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未来通信高

端器件有望升级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湖南首批8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布

广东大数据开发者大会暨2019阿里云峰会举办

本报讯 温州市日前召开了传统制造

业改造提升分行业省级试点现场推进会。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温州

市17大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8%，增速

高于规上工业0.3个百分点。

据了解，目前温州共计有 6 个传统制

造业列入分行业省级试点。近年来，在试

点的带动下，温州市传统制造业产业布局、

产品层次、生产模式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产

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根据日前公布的

《2019年全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综合评

估报告》，温州市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水平

指数达到 105.3分，仅次于宁波，居全省第

2 位。在 17 个传统制造业行业中，温州市

有10个行业改造提升指数高于100。

然而，不容回避的是，当前温州市传统

制造业在产业层次、创新能力、产出效益等

方面存在短板，在宏观经济环境趋紧、市场

竞争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发展

速度明显放缓。

对此，温州市将全力推进传统制造业

重塑计划，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据介绍，从今年4月份开始，温州市

组织对五大传统制造业进行系统调研，广

泛征求企业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温州

市传统制造业重塑计划》，近期将正式出台

并启动实施。重塑计划瞄准温州市传统制

造业的难点和短板，将开展传统制造业产

业链评估修补，加快关键配套产业园区和

小微园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补链”产业

精准招商；鼓励各地围绕“5+N”产业提升，

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力度，建立“敢贷、

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做好资金链保障

工作；实施供应链优化提升行动等。

深圳前三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5%

1—10月温州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