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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

倍增效应持续释放
本报记者 齐旭

本报记者 张依依

作为夯实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基石，新基建正在引领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通信、区块链为代
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浪潮，并在加速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根据赛迪智库数据，2020年，我国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重点领域投资规模约达1万
亿元，其中大数据中心、5G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投资规模分别约为52%、27%、11%、10%。

2020—2022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与增长预测

近年来，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规模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1/3以上并持续增加，
成为驱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赋能各领域提质增效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

建的定义及范围，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

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

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

础设施体系，其内涵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

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

涵盖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中心等多个

重点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集团创建

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基建的本质是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也就是数字基建。“数字基

建催生的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变革工

业、农业、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众多领域

的运作模式，促进行业转型升级。”邓中翰说

道，“数字基建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中，5G、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

术的重要作用尤其突出。

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典型代表，我国物

联网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可穿戴设备、智能

家电、自动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等设备与

应用的发展促使数以百亿的新设备接入网

络，万物互联时代正在加速来临。2019 年，

国内物联网市场规模增长再次超过 20%，整

体规模达到17556亿元。

从人工智能领域来看，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过程中，智能算法使新冠病毒

RNA分析时间从55分钟缩短到27秒；最新

AI 算法诊断技术可在 20 秒内对新冠疑似案

例 CT 影像做出判读，分析结果准确率达到

96%；智能外呼平台用语音机器人代替人工；

多人体温快速检测解决方案在人流密集场

所落地使用。

在5G领域，目前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

的5G网络，累计已建成5G基站71.8万个，推

动共建共享 5G基站 33万个。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平指出，5G 具备的能力可支持三大场

景，包括大带宽、海量机器通信场景，还有工

业上可用的高可靠低时延场景。

当前，5G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

计算、云计算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满足了矿

山、消防、医疗等场景的低时延要求；5G还满

足了居民线上娱乐、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流

量行业、无人配送等新兴行业的需求，以及患

者诊疗、疫情地图、人群追踪等疫情防控方面

的需求；以 5G 为依托，5G+AI、5G+AR/VR

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带来更多新模式

和新体验的同时，大大降低了终端成本。

投资规模将日益扩大

新基建的提速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数字

“底座”，各重点领域投资规模将日益扩大。

在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方面，按照一个2U

机架平均 10 台服务器来配置，每台 2 路服务

器的硬件成本在 5 万元左右，加上相应的软

件、安全设备、网络设备、制冷设备等，一个机

架建设成本为50万～80万元，平均在70万元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预计 2020—2022 年期

间我国新增机架约为 220 万个，总投资在 1.5

万亿元左右。

在工业互联网投资方面，有关数据显示，

预计 2020—2025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13.3%。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在建的大型工业

互联网平台项目超过500个，每个工业互联

网平台投资规模都在1.5亿～2亿元左右。

预计2020—2025年期间工业互联网领域累

计投资将达到6500亿元左右。

人工智能将影响、赋能几乎所有的行

业。预计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

GDP 带来 14%的额外提升，相当于 15.7 万

亿美元的增长。在人工智能投资细分领

域，从产业链来看，计算机视觉、AI行业应

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技术、AI 芯

片、数据库、自动驾驶和生物识别是近年投

融资重点。预计到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

投融资规模将逼近1200亿元。

在5G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根据三大运

营商公布的基站建设周期等相关数据，5G

基站建设高峰期为 2021—2023 年，预计

2019—2026 年间全国基站累计投资将达

2.6万亿元左右。2024—2026年将是5G社

会化应用爆发期，物联网应用、企业级应用

将是5G应用创新的重点，预计间接带动投

资将超5万亿元。相关研究表明，5G将使

整个经济和社会受益，能够给几乎所有行

业都带来深远影响。预计到 2035 年，5G

给全球创造的经济产出将达到12.3万亿美

元，占全球实际产出的 4.6%，其中从 5G获

得最多经济产出的三大行业分别是制造

业、零售批发业和公共服务业。

与此同时，受市场驱动，物联网将会进

一步加大和智慧农业、智能家居、智慧物流

等行业的融合，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

中，从简单的状态检测和自动化，向高阶的

综合调度和智能化决策等方向演进。预计

到 2022 年，我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

325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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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球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我国经济社会大局总体保持稳

定，党中央多领域布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

聚焦了“六稳”重点，守住了“六保”底线。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倒逼之下，数字产业

化加快，产业数字化提速，我国数字经济作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抓手，在重重困

境中实现逆势增长。

展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有望再上

新台阶。国家将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强化市

场动力和产业支撑作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化驱动国民经济

走出“V”型反转

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的命题，是构筑

国际竞争格局新优势的迫切需要。当前，数

字经济方兴未艾，但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仍未

形成，产业格局尚在调整。在重大发展机

遇面前，谁能顺应发展趋势，下好先手棋，

释放数字经济叠加、倍增效应，谁就能赢得

发展主动，取得发展先机，塑造国家竞争新

优势。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表示，

从数字经济自身发展的大趋势来看，2016年

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首次超过30%，标

志着数字经济从起步期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31.3 万亿

元，占GDP比重34.8%。2019年我国数字经

济 的 规 模 为 35.8 万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36.2%，有力提振了国民经济。

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

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数字经济展现

出强大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网络消

费、平台消费、智能消费等需求持续释放。

行至年终，中国经济走出“V”型反转，成为今

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交出

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

一方面，数字产业化进程按下“快进

键”，促进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工信部

运行监测协调局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我

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

务收入 10110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全行业

实现营业利润986.5亿元，同比增长8.8%。

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人们借助数字技术

将各类社会关系迁移到线上的数字空间，激

活了消费需求。日常生活领域，电商平台保

障了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用品的充足供给；工

作教育领域，视频会议、在线教育等平台为

人们在线上搭建了新的交互场景；社区管理

领域，无人机巡逻喊话、视频通话、智能安防

等方式快速推广，有效保障了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的顺利开展。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统计，截至今年 6月，我国电商直播、短视频

及网购用户规模较3月份增长均超5%，电商

直播用户规模达 3.09亿，较 3月份增长 4430

万户，规模增速达16.7%，成为上半年增长最

快的个人互联网应用，网络零售用户达到

7.49亿户，占网民整体的79.7%。

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明显提速，信息

技术与各行业融合“渐入佳境”。5G、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数字技

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推传统产业焕发

新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通信业和工业制造业

对驱动数字经济发展表现不俗，产业经济

价值进一步提升。通信业方面，工信部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 5G 基

站71.8万座，5G融合应用不断深化，进入更

多垂直领域；网络供给能力更加优良，千兆

光纤覆盖家庭超过 9000 万户，IPv6 活跃用

户达4.54亿户，普惠民生成效显著；工业制

造业方面，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

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3月

份以来，月均增幅达9%。疫情倒逼改革，加

速转型，63%的企业加快数字转型步伐。

驱动“双循环”

需平衡供需匹配

当前，我国既要抓防疫，也要恢复生

产，还要扩大消费，而能将这三者有机结合

起来的只有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动能，是畅通双循环、培育新优

势的重要抓手。“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

济将持续高速发展、全面发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指

出，着眼于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

化，需要找准着力点打通“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这就需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

给与需求匹配问题。一方面，通过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经济体系，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不

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要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攻克“卡脖

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对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也表

示，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的高潮，大数据、

AI、物联网等新的数字技术会重构产业生态，

重新定义全球的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更加

强大的创新活力。

江小涓进一步指出，“双循环”格局尤其

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首先，数字

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

消费形态。网络办公、网络会展、数字学习、

数字医疗，以及智能家庭居住、智能个人穿

戴、智能交通出行等，都将较快发展。其次，

数字化将向制造业和农业等生产领域扩展，

向供应链、销售链扩展，提升全链条资源配

置效率。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数字化网络

平台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

和多种生产要素，为各方提供多种类型的

交互机会，提供业内所需的各种服务。”江

小涓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趋势，布

局好“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的发展。除了

将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还将

做好外部政策和环境的培育。“发展数字经

济尤其是对于传统产业来说还面临着会不

会用、敢不敢用，以及安不安全的顾虑和问

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解决方案

的服务商和运营商。同时我们采取一些政

策鼓励，鼓励企业尝试个性化产业道路。”该

负责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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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0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