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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1 月，我国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

保持平稳发展态势，收入和利润持

续两位数增长，从业人数稳步增

加。信息技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

信息安全和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

势突出。中部地区软件业增速较

快，东部地区软件业保持集聚和领

先发展态势。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2019 年 1—11 月，我国软件业完成

软件业务收入 64616 亿元，同比增

长 15.5%，增速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

点，较1—10月提高0.3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增速小幅回落。2019

年 1—11 月，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8260亿元，同比增长 11.0%，增速同

比提高0.1个百分点，较1—10月回

落0.9个百分点。

软件出口增速保持平稳。2019

年1—11月，软件业实现出口422亿

美元，同比增长 3.4%，增速较上年

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比1—10月

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外包服务

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

1—10月提高 2.4个百分点；嵌入式

系统软件出口同比增长 0.9%，增速

较1—10月回落1.1个百分点。

从业人数继续增加，工资水平

小幅回落。2019 年 1—11 月，我国

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58 万人，同

比增长 4.5%，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0.1 个百分点。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7877亿元，同比增长 11.4%，增速较

上年同期回落 0.9个百分点，比 1—

10 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人均工资

增长6.5%，比1—10月提高0.6个百

分点。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平稳，工业软件

增长迅速。2019 年 1—11 月，软件

产品实现收入 17827 亿元，同比增

长 13.8%，增速同比提高 2.0 个百分

点，较 1—10 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

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

占全行业收入比重的 27.6%。其

中，工业软件产品实现收入1563亿

元，同比增长 17.1%，增速同比提高

4.5个百分点。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

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增势突

出。2019 年 1—11 月，信息技术服

务实现收入 38395 亿元，同比增长

17.4%，增速同比回落1.4个百分点，

较1—10月回落0.3个百分点，高于

全行业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在全

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59.4%。其中，

云服务收入 1527 亿元，同比增长

14.8%，较 1—10 月提高 0.8 个百分

点；大数据服务收入 1644 亿元，增

长 20.8%，较 1—10 月回落 1.2 个百

分点；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6451亿元，同比增长 26.0%，增速同

比提高4.0个百分点；集成电路设计

服务收入1551亿元，增长13.8%，增

速同比提高 6.5个百分点，较 1—10

月提高0.7个百分点；其他信息技术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设计服务、系统

集成、运维服务、运营服务等）27222

亿元，增长 15.7%，较 1—10 月提高

0.1个百分点。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稳步

增加。2019 年 1—11 月，信息安全

产品和服务共实现收入1164亿元，

同比增长12.8%，增速比1—10月提

高2.5个百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势突

出。2019 年 1—11 月，嵌入式系统

软件实现收入7230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同比提高4.4个百分点，

较1—10月提高2.7个百分点，在全

行业收入中占比为11.2%。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部地区软件业保持领先发

展，中部地区增势突出。2019 年

1—11 月，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

收入 51764 亿元，同比增长 15.3%，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289亿元，增长 21.7%，增速同比提

高3.4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6.2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

业务收入7416亿元，增长17.2%，增

速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东北地

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2146亿元，同

比增长 5.2%，增速同比回落 0.4 个

百分点。4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在

全 国 总 收 入 中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

80.1%、5.1%、11.5%和3.3%。

主要软件大省收入保持两位

数增长，部分中西部省市增长迅

速。2019 年 1—11 月，软件业务收

入 居 前 列 的 广 东（ 同 比 增 长

14.4%）、北京（增长 14.7%）、江苏

（增长 15.4%）、上海（增长 13.0%）、

浙 江（增 长 16.8%）和 山 东（增 长

16.8%）六省市完成业务收入合计

46456 亿元，占全国比重为 71.9%，

较 1—10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

其中，浙江、山东增速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增速居前

五名的省份有：广西（增长 90.6%）、

海 南（增 长 55.4%）、安 徽（增 长

30.6%）、湖南（增长 22.1%）和山西

（增长21.7%）。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平稳增

长。2019 年 1—11 月，全国 15 个副

省 级 中 心 城 市 完 成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35114 亿元，同比增长 14.9%，增速同

比提高1.0个百分点，占全国软件业

比重为 54.3%。中心城市软件业利

润总额 5067 亿元，同比增长 12.3%，

增速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中心城

市软件业人均工资同比增长 6.6%，

高出全国平均增速0.1个百分点。

完成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累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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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同时，5G 终端整机形

态将逐渐丰富，全场景生态构建刺

激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在 5G 大带

宽、低时延及高可靠、海量连接等新

特性加持以及新生态的逐步构建与

完善中，5G 终端形态及设备类型将

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终端设备市场

规模在2020年将出现新一轮增长。

对于2020年的“大概率”热点市

场，韩晓敏表示：“第一仍然是与 5G

产业相关，预计 2020 年会有超过预

期的表现，尤其是在5G终端的创新

方面。第二是汽车产业，总体上看

汽车市场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更

大的可能性是在电动车领域的增长

与变化。随着有针对性的因城施

策，加之特斯拉国产化的‘鲶鱼效

应’，国内电动车企业将从过去‘占

山为王’的To B生意为主转向真正

的市场化竞争。第三是消费电子市

场。从前年的蓝牙音箱到去年的

TWS耳机，消费电子市场在‘爆款产

品’的带动下发展迅猛。我们预计

2020年消费电子市场不大可能再出

现类似 TWS 耳机这样的国民爆款

产品，目前看来智能手表、AR/VR

产品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更大

概率是消费电子市场一个相对平衡

的百花齐放的局面。”

赵泾生认为，除了 5G、人工智

能与区块链等应用亮点之外，自主

研发将和基础材料以及新工艺的突

破一起成为亮点。“原来很多用户使

用国外产品，现在逐步采用国内的

同类产品。与此同时，基础材料、技

术工艺研发会层出不穷。整个产业

开始往下沉，原来产业只关注于应

用，就像在沙滩上建高楼，现在大家

开始沉下来关注基础研发、基础材

料，这个趋势在今后的几年都会成

为亮点。”

兆易创新是韩晓敏提及的2019

年“爆款”产品 TWS 的产业链获益

企 业 之 一 ，TWS 需 要 用 到 NOR

Flash。当《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兆

易创新 Flash BU 市场总监孟靖华，

请他判断今年还有哪些领域可能

出现爆款产品时，孟靖华没有给出

确定答案，但表示 5G 的推广和发

展，将会打破应用场景的限制，催生

出更多的应用和产品。另外 AI 的

普及需要用到更多的传感器，由传

感器采集数据后一定要做本地运

算，这个算法就需要存储在 Flash

中。未来对 Flash 的总体需求将会

持续增长，但不一定是爆发式的。

举例来看，穿戴类的产品在未来都

会持续增加。在采访中，孟靖华还

提及未来汽车电子将是一个很重要

的市场。

企业如何

因“时”“事”而变？

关于2020年的技术趋势以及企

业发力的重点，复旦大学微电子学

院副院长周鹏对《中国电子报》记者

表示，简而言之是专用多样化芯片

将更受关注，而“存算一体”芯片将

异军突起，材料、设备科技仍需努

力，先进工艺要继续加强研发。

巨大的数据存储与计算需求让

“存算一体”成为 2020 年开年热词，

在阿里达摩院刚刚发布的 2020 年

十大科技趋势中，把“存算一体化将

突破算力的瓶颈”排在了趋势的第

二位。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尹首一表

示，回顾集成电路发展历程，存储器

芯片的发展速度远低于处理器芯片

的发展速度，两者之间的缺口仍在

不断拉大，存储墙成为制约处理器

性能进一步提升的主要瓶颈之一。

这一问题尤其对访存密集型任务影

响最为明显，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

表的AI算法恰好具有访存密集的特

点。从物理本质角度来讲，拉近计

算部件与存储部件的距离，减少单

位数据搬运的成本，是解决存储墙

问题的根本手段。近存计算、存内

计算和存算融合都是解决存储墙问

题的有益尝试。近年来，相关技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尚属于竞争前

技术。在新器件、新机理、新电路、

新架构方面的突破，将有望带来颠

覆性变革。

达摩院认为，模块化将能够进

一步降低设计的门槛，同样是 2020

年的“芯”趋势。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包云岗表

示，纵观处理器设计方法发展历程，

正是一个不断将处理器芯片设计模

块化、解耦化的过程。每一次设计

方法的变革都大幅提升设计效率，

不仅降低芯片设计门槛，同时也孕

育出新的世界级领军企业。例如，

1980 年的无晶圆厂（Fabless）模式是

将设计与制造解耦，降低了设计门

槛，从而孕育出 nVidia、Xilinx 等企

业；“IP核+SoC集成”模式是对芯片

设计阶段的进一步解耦，孕育出

ARM、高通等一批世界级企业。

如今开源芯片、敏捷设计、Chi-

plet 等一系列新的芯片设计方法与

模式开始快速发展并相互融合形成

化学反应，有望在未来进一步对芯

片设计进行解耦，提高芯片模块的

复用度，从而缩短芯片设计周期、降

低芯片设计成本。未来当芯片设计

的门槛实现数量级的降低，将有可

能颠覆IT开发模式——一旦软件工

程师通过几个月开发出新的软件功

能，芯片设计工程师很快便能实现

出相应的加速芯片，从而形成更高

效的软硬件协同的解决方案。芯片

设计门槛的降低，也将有助于人才

的培养，有助于释放芯片产业的创

新活跃度，吸引更多资本投入，从而

繁荣整个产业。

对于半导体企业而言，技术的

创新与变革永远是主旋律。就像孟

靖华谈及 TWS的需求变化时所言，

TWS用户关注更好的舒适感和更长

的待机时间，这对 NOR Flash 而言

则需要更小的尺寸和更低的功耗，

要在芯片上实现这两点，必须迈向

更先进的工艺制程和实现更多的技

术突破。

除了技术创新与变革，构建软

件生态和着力需求同样是关键词。

韩晓敏表示：“在 2020 年，对于参与

5G 核心市场的头部企业而言，面对

的是最大的研发投入、最强的竞争

对手以及最复杂的贸易环境，在加

强研发投入、持续提升自身的技术

产品能力的同时，更要重视与国际

伙伴的合作。对于参与更广泛的其

他应用市场的企业而言，对终端用

户更强的支持以及周边软件生态的

建设则是需要更加重视的维度。”

赵泾生认为，第一是要补课。

加强基础理论、基础材料、基础工

艺、基础设备的研发投入。国内半

导体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后还是

蛮多的，短时间内实现全面超越不

太可能，但在某些点、某些领域上突

破，还是有可能的，可以以点带面，

逐步加强。第二要紧紧围绕市场和

客户需求，展开应用的推广工作。

研发不是为了研发而研发，研发最

终得由市场来买单，由应用来买单，

基础器件做出来，最后还是要结合

市场的应用才能够卖出去。

市场究竟是需求拉动的还是技

术创新创造的，这是一个“鸡生蛋”

和“蛋生鸡”的问题。我们置身在一

个巨大的数据经济洪流中，一定会

有市场的起起伏伏，但这个市场足

够大，并且充满了变量，而善于逐浪

者，总会立在不同的“潮头”上。据

IDC 预测，2020 年全球数据总量预

计达到4.5万EB，50%的服务贸易和

12%的货物贸易已经实现数字化，在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孕育着无数

的市场机会和无数的“爆款”，因为

数字经济时代的每一个角落都离不

开“芯”，都必须有“芯”。仅仅以 5G

为例，据赛迪智库预测，从 2020—

2025年间，中国5G发展将直接带动

经济总产出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

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这里到处是

“芯”的机会。所以半导体企业，勇

敢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张开双臂，

拥抱 2020 年新一轮的数字经济大

潮吧。

半导体：5G“牵引”市场整体回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