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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

称“软件业”）复工复产成效明显，软件业务收

入、利润同比增速持续回升，软件出口逐步恢

复，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和集成电路设计

收入较快增长。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增速持续回升。上半年，

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5609 亿元，

同比增长 6.7%，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 8.3 个

百分点，较第一季度提高12.9个百分点。

利润增速由负转正。上半年，全行业实

现利润总额 4241 亿元，同比增长 1.3%，扭转

前5月负增长局面，但较上年同期回落8.6个

百分点。

软件出口逐步恢复。上半年，软件业实

现出口223亿美元，同比下降0.4%（上年同期

为增长 2.6%），降幅较第一季度收窄 12.8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外 包 服 务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4.6%，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同比增长5.4%。

工资总额增速小幅上升。上半年，我国

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73 万人，同比增长

0.1%，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1.4%，增

速较第一季度提高4.1个百分点。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稳步增长。上半年，软件

产品实现收入 9615 亿元，同比增长 3.3%，增

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10.8个百分点，较第一季

度提高 13.5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

为27.0%。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达到893

亿元，同比增长 5.2%，占软件产品收入比重

为9.3%。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速持续上升。上半

年，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21583亿元（在全

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0.6%），同比增长 9.5%，

在四个细分领域中增速最高，但仍较去年同

期回落7.7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商务平台技

术服务收入3507亿元，同比增长14.6%，但增

幅较去年同期回落8.0个百分点；大数据服务

收入979亿元，同比增长9.1%；集成电路设计

收入 964 亿元，同比增长 12.8%；云服务收入

884亿元，同比下降0.7%。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降幅收窄。

上半年，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共实现收入

520 亿元，同比下降 2.6%（上年同期为同比

增长 10.8%），降幅较第一季度收窄 11.7个百

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速由负转正。上

半年，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入 3892 亿元，

同比增长 1.5%，较上年同期回落 6.3 个百分

点，较第一季度提高16.2个百分点。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西部地区软件业收入保持较快增

长。上半年，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28828 亿元，同比增长 7.2%。中部地区完成

软件业务收入1432亿元，同比下降6.7%。西

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4334亿元，同比增

长 9.7%。东北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015

亿元，同比增长 1.6%，四个地区软件业务收

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81.0%、

4.0%、12.2%和2.8%。

主要软件大省业务收入增速持续回

升。上半年，软件业务收入居前5名的省份

中，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山东分别

增长 8.2%、9.8%、5.1%、11.0%和 3.2%，5

省 市 合 计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占 全 国 比 重 为

66.1%。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增速稳步上

升。上半年，全国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现

软件业务收入19640亿元，同比增长6.3%，增

速较去年同期回落 8.3 个百分点，占全国软

件业务收入比重为 55.2%，比去年同期降低

0.4 个百分点；中心城市软件业利润总额

2641亿元，同比增长0.2%。

上半年软件业收入和利润增速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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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如果你要个性化服务，那只有拥

有大数据。”戴尅戎认为，通过大数据技术，从不

同体型、不同年龄到不同性别的每一个患者都

有望得到针对性的治疗。

云平台为大量复杂的医疗数据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比如可以通过将医疗影像数据传送上

云，快速完成识别诊断过程，有效降低患者等待时

间、提高诊疗效率，同时缓解医生的工作负担。

新型技术不断迭代演进，各行业专家逐渐

意识到了数据的力量，医疗行业也不例外。

智慧医疗让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模式随

之更新。微医集团董事长兼CEO廖杰远近日公

开分享了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运转过程中应用

到的云计算技术。这片云平台上有“四朵

云”——云管理、云服务、云药房和云检查。这

四朵云共同为患者和医院间架起了桥梁，为解

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提供了数字化支撑。

业内人士依托云计算补齐常见疾病“数据

拼图”。比如清华长庚医院正在构建国家肝胆

疾病标准数据库，据悉，这是我国家首个系统化

的专病专科大数据项目。该数据库充分利用区

块链技术，以及安全数据共享机制，依托肝胆云

医院联盟建设多中心医疗数据服务网络，可以

支持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药界研发、临床应用

的发展，让健康医疗大数据变得更科学、安全、

高效，也更智慧。据了解，清华长庚国际肝胆云

医院联盟，旨在“以疾病为中心”，构建肝胆专科

疾病分级诊疗、分级健康管理体系，实现各级肝

胆疾病医疗资源的联动，通过多种前沿技术和

智慧的医疗手段，肝胆云医院联盟已实现了云

诊治、云培训和云科研。

数据安全掣肘行业发展

虽然医疗云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不过仍

然存在技术、认知、安全等问题亟待解决，而问

题的关键则在于数据本身。

北京泰立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中科曙

光副总裁何小林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很多医院担心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会对医院

的传统运营模式产生影响，因此上云积极性不高。

另外就是数据安全问题，病人隐私泄漏是大问题，

医疗云集中了数据后，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能让

医疗效率、医疗水平都有巨大提升，然而医疗数据

涉及病人隐私，安全问题成为了医疗行业对云服务

最大的担心。

董家鸿认为，目前医疗数据还很难真正做

到共享，有两个主要诱因：一是数据的接口和标

准不一致导致从技术层面上无法实现共享；二

是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如果能解决数据隐私的

问题，能够很好地脱敏，就能够大大地推进医疗

数据的共享应用。”董家鸿说道。

CNCERT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2019 年 上 半

年，发生在我国云平台上的网络安全事件或

威胁情况相比 2018 年进一步加剧。

医疗云市场爆发尚待时日，业内人士的认

可和云安全是今后云服务商需要重点考虑的问

题。尤其是安全问题，云服务商和云用户应加

大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和投入，分工协作提升网

络安全防范能力。

（上接第1版）加快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推

进互联网和各类消费业态深度融合。积

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制造业重大项目加

快投资，支持企业加强智能化、绿色化、高

端化、服务化改造。

三是全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重点行业产业链供需

对接平台。加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实施

专业化能力提升工程，强化龙头企业、重

点企业牵引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围绕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和紧密合作，形成融

通发展的产业生态。

四是着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充

分发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协

调机制作用，认真落实《关于健全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确保各项政策

真正落到企业、发挥效用。把稳定中小微

企业资金链作为优先目标，加强政企银对

接合作。认真抓好《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

付条例》贯彻落实，坚决杜绝新的拖欠。

五是加快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好、发挥好地方积极性，合理确定建设

目标，积极稳妥有序推进5G网络建设。统

筹5G和千兆光纤“双千兆”网络发展，开展

“百城千兆”创建行动。以高速公路和重点

城市为切入口，加大力度支持道路管理设

施数字化改造。组织开展车联网商用试

验，推动新型信息通信技术在智能网联汽

车领域的应用。

六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为抓

手，分行业、分区域、分企业在全国制造业企

业开展大规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培育制造业新

模式新业态。强化5G、人工智能在智能制

造中的典型应用，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

网”512工程。

会议强调，要精心谋划新发展格局和

“十四五”规划。把振兴制造业特别是先

进制造业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

重和关键环节，更好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使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优势

互补、良性互促。高质量编制“十四五”系

列规划，促进形成产业体系齐备、基础设

施发达、体制机制协同、开放与安全兼顾

的产业生态体系。

会议要求，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始终。坚持落实中央巡视整改任务和中

央决策部署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以巡

视整改要求促进重点任务落实，以实际工

作成绩检验巡视整改成效。牢固树立政

治机关意识，切实提高专业能力和水平，

大力弘扬实干兴邦的工作作风。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按

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层层压实防

汛责任，继续扎实做好通信保障、危化品生

产安全、民爆行业安全等工作，积极防范自

然灾害引发次生安全和环境问题。

会议强调，全系统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进取精神，克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

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制造强国、网络强

国建设的优异成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

部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国家国防科技

工业局、国家烟草专卖局综合管理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部机关各司局主要负责同

志，在京部属单位和部属高校主要负责同

志在主会场参会。各省（区、市）及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班子成员，各省（区、市）及计划单

列市通信管理局班子成员，京外部属单位

和部属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在各地分会场

参会。 （跃 文）

2020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
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医疗云”：架起医患之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