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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较好地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展望 2020 年，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人工智能、
5G、
区块链
等新技术应用将推动我国产业加速融合发展，
工业经济仍将运行在合理区间，
工业投资增速有望触底回升，
企业效益状况有望逐步改善。近期，赛迪智库发布了 2020 年中国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趋势展望系列研究报告。该系列研究报告对工业和信息化细分领域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预测和判断，并提出下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电子报》特
推出“赛迪展望 2020 系列”
专题，选编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业界研判形势和分析决策提供参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进入结构优化快速迭代关键期
2020 年发展对策建议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引导市场加大对软件产业投
入力度、集中力量突破软件高质量发展瓶颈、鼓励面向
重要行业的融合创新发展等五项建议。

赛迪智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形势分析课题组

2019 年，在国内经济转型
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背景下，我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保持平稳发展态
势 ，前 三 季 度 同 比 增 速 达
15.2% ，比 去 年 同 期 提 高 0.2
个百分点。2020 年，既面临着
产业发展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进程加速的巨大市场空间，
又面临着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转型的重大压力和挑战，预计
2020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产业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快速
迭代的关键期。

2020 年形势基本判断
（一）从外部形势来看，发展与
竞争双轮驱动，软件成为引领变革
的重要力量。
2019 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加速发展，新一代的信
息基础设施、分布式的计算能力、丰
富多样的应用场景等共同驱动软件
技术持续保持高速创新演进态势。
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回暖态势明显，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新
动能，为软件产业创造了更加广阔
的市场空间。
展望 2020 年，在全球软件业处
在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
的爆发期的背景下，随着国家创新
驱动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入，创新红利、数据红利、模式
红利将进一步释放，软件将成为引
领未来智能变革方向的重要力
量 ，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
撑。随着国际贸易约束趋紧，软
件产业将成为我国实现赶超的关
键 领 域 。 预计 2020 年，我国将进
一步加强基础软件、操作系统、高
端工业软件等领域的自主创新，缩
小与技术发达国家的差距。与此同
时，将加速产业向“一带一路”深
度布局，通过相互扩大开放和资源
整合利用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价值

链水平，驱动我国软件产业国际化
发展。
（二）从整体形势来看，软件业
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进入结构优化、
快速迭代的关键期。
2019 年，在我国经济转型进入
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
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数
字经济之擎，产业规模保持较快增
长，整体发展持续稳中向好。2019
年前三季度，软件业务收入 5.1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同比提
高 0.2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速小幅
回升，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6518 亿
元，同比增长 10.8%。
展望 2020 年，随着软件和信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大 数 据 产 业 、
“十三
五”发展规划以及《促进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等国家政策贯彻
落实进入加速冲刺的最后一年，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应用将持续深化，软件产业的产
品形态、服务模式、竞争格局将不
断演进，软件将向云化、服务化、平
台 化 、融 合 化 、生 态 化 趋 势 发 展 。
随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经
济社会中的渗透力不断增强，软件
服务将围绕主流软件平台体系构

造产业生态，产业纵向、横向整合
步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
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预计 2020
年，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对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的需求更加
旺盛，产业发展将以协同发展、融
合创新、快速迭代为主要特征。新
产业政策的预研、制定和发布将为
产业发展和生态构建带来新的政
策红利。
（三）从细分形势来看，新兴技
术 加 快 创 新 应 用 ，融 合 创 新 向 深
层次拓展。
2019 年，对基础软件、面向重点
行业的高端软件的需求处于爆发增
长的起点。工业软件前三季度产品
实 现 收 入 12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8%，高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平均
增速。大数据、云计算保持快速发
展态势，随着“百万企业上云”和制
造业“双创”平台培育行动计划的推
进 ，工 业 大 数 据 应 用 价 值 持 续 深
化。人工智能产业进入起步加速阶
段，向全面商业化发展，其应用场景
面向工业、安防、家居、医疗、物流、
交通等行业迅速扩张。区块链产业
形态不断成熟，包括人民银行、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 34 家银行正在
进行区块链应用探索。阿里、腾讯、

华为等均加大了在区块链领域的布
局，金融、供应链、溯源、硬件、公益
慈善 4 个领域区块链应用占比超
过 60%。
展望 2020 年，我国基础软件、
高端软件发展进入攻坚克难的关
键时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
软件市场空间广阔。伴随着制造
业等工业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不断
增加和工业互联网建设推进，依托
专项支持和重点企业研发，工业研
发设计软件将被优先重点发展，工
业生产控制软件持续创新和迭代
优化。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与实体
经济融合将更加深入，企业上云、
设备上云进程将进一步加速。人工
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将
成为主线，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
作用更加突出，对智能制造的赋能
效应将进一步释放。区块链将成
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支撑经
济高质量发展。预计 2020 年，软件
与工业、金融、医疗、交通、智慧城市
等各行业领域的融合将引发多领
域、多维度、深层次变革，与制造业
融合将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智
慧城市融合也将加速产业智能化
升级。

软件业价值失衡导致产业大而
不强、核心技术缺失制约软件高质
量发展等问题突出。

五个问题需要关注
与此同时，软件业价值失衡导
致产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缺失制
约软件高质量发展、面向重要行业
的基础软件、高端软件供给不足、软
件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相对落
后、人才结构失衡的影响日益凸显
等问题突出。
（一） 软件业价值失衡导致产
业大而不强
软件价值失衡主要体现在重硬
轻软和软件价值评估失衡。一方
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政策多聚焦硬件层面，强
调硬件投入规模和设备价值，忽视
软件的价值，造成政策扶持上“重
硬轻软”的事实。另一方面，软件
价值认证体系不健全，价值评估机
构权威性不足，导致大众认可度偏
低。此外，我国软件产品受品牌、
盗版和市场影响力等因素制约，定
价普遍低于国外同类软件，如办公
软件金山 WPS 售价仅为微软 office
的 1/10 左右。软件价值失衡、市场

从整体形势来看，软件业保持
平稳发展态势，进入结构优化、快
速迭代的关键期。

认可度不够等因素制约了国内软件
企业规模壮大和研发投入扩大。
（二） 核心技术缺失制约软件
高质量发展
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我国软件
大多聚焦于应用创新而非核心技术
的掌握，国内企业存在技术储备和
技术来源不足、核心技术依赖性较
强等突出问题。一方面，重要信息
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核心技术
产品和关键服务依赖国外，底层软
件、高端芯片、技术标准等方面的
自主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
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开源技术
创新生态建设推进缓慢，在全球开
源软件领域贡献度和影响力与全球
领先社区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处在
应用跟随阶段。
（三） 面向重要行业的基础软
件、高端软件供给不足
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在基础软
件、工业软件等重要领域长期处于
跟随式发展阶段，对国外产品的供

给依赖较强，企业自身的研发实力
与产业话语权较为薄弱。在基础软
件领域，国产操作系统在国内市场
的占有率不足 5%，国产数据库产品
市场份额近年来虽有增长，但仍未
超过 15%。在工业软件领域，我国
仍有 80%的设计软件、50%的制造软
件、95%的服务软件需要依赖国外产
品，国产工业软件大多仍处于产业
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短期内无法
撼动国外工业软件的市场地位。
（四） 软件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相对落后
与国内软件产业持续保持较高
增速的发展态势想对比，以服务外
包为主要形式的软件出口近年来则
增速缓慢，以致我国软件产品和服
务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相对较
低。究其原因，一是我国软件产品
仍然主要集中在低端领域，真正具
有核心关键技术、具有国际市场竞
争力的产品相对较少；二是我国企
业国际市场拓展能力相对较低，国

际化发展的意识仍有待增强；三是
围绕软件产品及服务的保障体系仍
不健全，市场监管体系特别是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与国际脱轨，软件企
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较多的知识
产权风险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五） 人才结构失衡的影响日
益凸显
伴随着融合创新发展，软件人
才结构失衡日益成为我国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痛点。一方面，
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相关领域软件
人才的需求迅速增长，大数据、区
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人才
需求缺口逐步扩大，领军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缺乏，基础编程人才紧
缺。另一方面，软件基础教育起点
晚、人才培养机制滞后、“产学研
用”融合体制低效以及高校新一代
信息技术课程设置单一、陈旧导致
我国软件产业人才供给不足，难以
满足软件新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实际
需求。

（一）引导市场加大对软件产业
投入力度
一是加大对软件产业及潜力企
业的宣传力度，提升资本市场的关
注度，鼓励国有资本、产业投资基
金、社会资本等加强对软件行业投
入。二是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开源基
金会、产业联盟等软件行业组织，
积
极对接国际开源组织，开展标准化
工作。三是推动软件企业与其他行
业领域企业合作，建立产业协同机
制，
打造广泛参与、合作共赢的生态
系统。
（二）集中力量突破软件高质量
发展瓶颈
一是国家相关组织和机构牵头
组建“国家队”，整合我国在基础软
件、重大行业应用软件、高端软件产
品等关键领域的软件企业力量，整
合优势资源，突破一批制约我国软
件产业遭遇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和
共性技术难题。二是设立国家软件
产业发展基金，支持从事软件基础
研究方向的科研院校、企业进行技
术攻关。三是参照国际领先开源基
金会运作模式，加快建设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自主开源社区。
（三）鼓励面向重要行业的融合
创新发展
一是面向重要领域加打造一批
高端软件研发平台，不断强化产业
集聚，持续推动面向重要行业领域
的软件产品应用发展。二是积极组
织第三方测评机构及时针对高端行
业软件、基础软件进行安全和性能

测试，
对验证合格的软件产品，
缩短
管理审批流程，加快其市场化应用
与推广。三是大力支持发展首版次
高端软件，持续扩大国产软件的市
场空间。四是加强软件知识产权保
护，
营造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四）积极推动我国软件企业国
际市场拓展
一是支持重点软件企业在海外
设立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聚焦重
点区域逐步拓展海外市场。二是支
持软件企业与硬件设备、系统集成
企业联合创新，借助一带一路发展
机遇，抱团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重
大信息系统项目及工程。三是利用
软件博览会、软件交易博览会、国际
进口博览会等会议平台，做好我国
优质软件产品的推介活动。四是加
强面向软件海外拓展的支撑服务能
力，为我国软件企业国际市场拓展
提供法律法规符合性评估等服务。
（五）加快产业高端人才和复合
型人才培养引进
一是着力加强软件国民基础教
育，提升公众软件技术素养。二是
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基地，鼓励软件
企业与高等院校联合创办软件学院
和实训基地。三是鼓励高等院校设
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的软件相关专
业和课程，培养满足软件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人才需求，打破产
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紧缺障碍。四是
充分发挥人才引进政策优势，加强
对海归型软件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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