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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和资本力量的助推下，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扶

持下，2019年，我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1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业务收入和利润保持

较快增长，研发投入快速提升，业务模式不断

创新拓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

增强。

一、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较高增速。2019

年快报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 2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

收入12061亿元，同比 3增长21.4%。

全行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全

行 业 实 现 营 业 利 润 10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9%，增速比上年提高13.1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增速高于收入。2019年，全行

业完成研发费用 535 亿元，同比增长 23.1%，

增速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高出同期业务

收入增速1.7个百分点。

二、分业务运行情况

信息服务收入整体快速增长，音视频服

务增速保持领先。2019年，互联网企业共完

成信息服务（包括网络音乐和视频、网络游

戏、新闻信息、网络阅读等服务在内）收入

7879 亿元，同比增长 22.7%，增速高于互联

网业务收入1.3个百分点，占比达65.3%。

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较快增长，生活服

务、网络销售服务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

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以提供生产服务平

台、生活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公共服务

平台等为主）实现业务收入3193亿元，同比

增长24.9%，增速高于互联网业务收入3.5个

百分点，占比达26.5%。

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2019 年，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

入快速增长期，拉动互联网数据服务（含数

据中心业务、云计算业务等）实现收入116.2

亿元，同比增长25.6%，增速高于互联网业务

收入 4.2 个百分点；截至 12 月末，部署的服

务器数量达193.6万台，同比增长17.3%。

三、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集聚发展，中

部地区增势突出。2019年，东部地区完成互

联网业务收入 9438 亿元，同比增长 23.8%，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4百分点，占全国

（扣除跨地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的比重

为90.9%。中部和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

收入452亿元和443亿元，分别增长56.5%和

22.1%，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1个和0.7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45.5亿元，同比增长0.7%。

主要省份运行良好，个别省份增势突

出。2019 年，互联网业务累计收入居前 5

名的广东（增长 16.3%）、上海（38.7%）、北

京（18.5%）、浙江（37.9%）和江苏（5.9%）共

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9042 亿元，占全国

（扣除跨地区企业）比重达 87.1%。互联网

业务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共

有12个，其中宁夏、安徽、海南、江西等省市

增幅突出。

四、我国移动APP数量4增长情况

移动应用程序（APP）数量整体呈下降

态势。截至 12 月末，我国国内市场上监测

到的 APP 数量为 367 万款，比上年减少 85

万款，下降 18.8%。其中，本土第三方应用

商店 APP 数量为 217 万款，苹果商店（中国

区）APP 数量超过 150 万款。12 月，新增上

架APP数量17万款，下架应用25万款。

游戏类应用规模保持领先。截至12月

末，移动应用规模排在前4位种类（游戏、日

常工具、电子商务、生活服务类）的 APP 数

量占比达57.9%，其中游戏类APP数量继续

领 先 ，达 90.9 万 款 ，占 全 部 APP 比 重 为

24.7%，比上年减少 47.4万款；日常工具类、

电子商务类和生活服务类APP数量分别达

51.4 万、38.8 万和 31.7 万款，分列移动应用

规模第二、三、四位，占全部 APP比重分别为

14.0%、10.6%和8.6%。其他社交、教育等10类

APP占比为42.1%。

音乐视频等五类应用下载量超过千亿

次。截至12月末，我国第三方应用商店在架

应用分发总量达到 9502亿次。其中，音乐视

频类增势最为突出，下载量达 1294 亿次，下

载量排第一位；社交通信类下载量排名从第

三上升到第二位，下载量达 1166 亿次；游戏

类、日常工具类、系统工具类分别以 1139 亿

次、1075亿次、1063亿次，排名三、四、五。在

其余各类应用中，下载总量超过 500 亿次的

应用还有生活服务类（826亿次）、新闻阅读类

（761亿次）、电子商务类（593亿次）和金融类

（520亿次）。

注：
1.统计对象是持有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

的企业。
2.指上年度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收入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3.按可比口径计算。
4.为更精准反映移动应用市场动态，监

测数据由“累计策略（即统计数据为累计计
算）”改为“在架策略（即统计数据仅针对在
架应用）”。同时，我们参考市场上应用商店
分类情况，最终将移动应用程序划分为游
戏、日常工具、电子商务、生活服务、社交通
信、教育、主题壁纸、新闻阅读、运动健康、系
统工具、音乐视频、金融、拍照摄影及其他，
共14个领域。

一、总体情况

2019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3%，增速比上年回落 3.8 个百

分点。12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1.6%，增速比上年提升 1.1个百

分点。

2019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

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上年

回落8.1个百分点。

2019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4.5% ，利 润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3.1%，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4.41%，营业成本同

比增长 4.2%，12 月末，全行业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同比增长3.2%。

2019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0.9%。12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6%，降幅与上月

持平。

2019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6.8%，增速同比上年加快 0.2个百

分点，比上半年加快8.3个百分点。

二、主要分行业情况

（一）通信设备制造业

12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 2.4%。主要产品

中，手机产量同比增长 3.5%，其中智能手机

产量同比增长0.3%。

2019年，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4.3%，利润同比增长27.9%。

（二）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12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0.7%，出口交货值同比下

降2.3%。主要产品中，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

长26.9%。

2019年，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0.3%，利润同比下降

2.1%。

（三）电子器件制造业

12月，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5.4%。主要产品

中，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30%。

2019年，电子器件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9.4%，利润同比下降21.6%。

（四）计算机制造业

12 月，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5.6%。主要产品

中，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13.2%；其

中，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10.7%，平板电

脑产量同比增长25%。

2019年，计算机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3.9%，利润同比增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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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收入同比增长21.4%

2019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13年—2019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18年12月以来电子器件行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12月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12月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利润增速变动情况（%）

2018年12月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PPI分月增速（%） 2018年12月以来电子信息制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动情况（%）

2018年12月以来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12月以来电子元件行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12月以来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