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021年1—10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20年—2021年1—10月份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2020年—2021年1—10月份软件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情况

2020年和2021年1—10月份软件业分类收入占比情况

2021年1—10月份软件业分地区收入增长情况

2020年—2021年1—10月份副省级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综合新闻4 2021年11月23日
编辑：徐恒 电话：010-88558813 E-mail：xuh@cena.com.cn

1—10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19.2%

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1—10 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76814 亿元，同比增长 19.2%，增
速比前三季度回落 1.3 个百分点，
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15.4%。

利润总额增长放缓。1—10月
份，软件业利润总额 9218 亿元，
同比增长 9.1%，较前三季度回落
1.6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
为8.2%。

软件业务出口增速稳中有升。
1—10 月份，软件业务出口 417 亿
美元，同比增长11.2%，较前三季
度提高0.1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
增长率为 4.8%。其中，软件外包
服务出口 1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 159
亿美元，同比增长3.1%。

从业人员稳步增加，工资总
额小幅提升。1—10月份，我国软
件 业 从 业 人 员 平 均 人 数 811 万
人，同比增长 7.4%，规模比前三
季度增加 15 万人。从业人员工资
总额同比增长12.5%，比前三季度
提高2.2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
长率为9.1%。

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 件 产 品 收 入 增 长 持 续 放
缓。1—10 月份，软件产品收入
19825 亿元，同比增长 15%，比前
三季度回落 2 个百分点，占全行
业收入的比重为25.8%。其中，工
业软件产品收入 1902 亿元，同比
增长 20.9%，高出全行业水平 1.7
个百分点。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快速增长。
1—10 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48860 亿元，同比增长 22.7%，比
前三季度回落1个百分点，在全行
业收入中占比为63.6%。其中，云
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6327亿元，同比增长21.6%，占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2.9%；集成电
路设计收入 1800 亿元，同比增长
21.8%；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
入7249亿元，同比增长33.1%。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增
长趋缓。1—10月份，信息安全产
品和服务收入 1487 亿元，同比增
长 20.3%，比前三季度回落 0.8 个
百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增速稳
中有落。1—10 月份，嵌入式系
统软件收入 6642 亿元，同比增
长 7.9%，比前三季度回落 1.7 个
百分点。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部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增速有
所回落，中部地区增势突出。1—
10 月份，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
收 入 6187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4%，比前三季度回落1.5个百分
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636亿元，同比增长21.4%，比前
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西部地
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9177 亿元，
同比增长18.4%，比前三季度回落
0.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
业务收入 2128 亿元，同比增长
12.1%，比前三季度回落1.7个百分
点。四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
总收入中的 占比分别为 80.5%、
4.7%、11.9%和2.8%。

主要软件大省保持较快增长，
产业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升。1—
10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居前5名的
省份中，北京、广东、江苏、上海
和浙江软件业务收入分别为15426
亿元、13143 亿元、10004 亿元、
6486 亿元和 6479 亿元，分别增长
25.5% 、 16.8% 、 15.8% 、 23.6% 和

15.0%，五省 （市） 合计软件业务
收入 51538 亿元，占全国比重为
67.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
百分点。

中心城市软件业务收入加快增
长，利润总额增长放缓。1—10月
份，全国 15 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
现软件业务收入40274亿元，同比

增长16.3%，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
0.3个百分点，占全国软件业务收
入比重为52.4%，较去年同期回落
1.2个百分点。其中，济南、广州
和青岛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速超过
全行业平均水平。实现利润总额
5012 亿元，同比增长 2.3%，增速
比前三季度回落4.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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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数聚凤凰城智慧新利津”城市品牌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推进四星级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侧记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是全省
首批四星级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县。
县委、县政府以数字化改革整体驱
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变革，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
字经济、数字设施、数字生态“五数
共治”，擦亮“数聚凤凰城、智慧新利
津”城市品牌。

推进“数字政府”治理

全面提质“一网通办”。列入省
级全领域无差别“一窗受理”改革试
点、全省政务服务“一链办理”试点
县，实现“一窗受理、一链办理、一网
通办、一次办好”。实施全县电子政
务外网优化升级，整合各类数据专
线 160 余条，形成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一张网”格局。

集中赋能“公共数据”。归集电
子证照数据 80 类 7.7 万余条，汇聚
各类数据资源5.2亿条，办结数据共
享需求 100 余件，政务数据共享需
求满足率达98%。

不断升级“掌上服务”。纳入全
省“爱山东”县区分厅独立运营试
点，接入利津特有政务服务事项
130项，打造了10个具有特色的“拳
头应用”，推动“一部手机走利津”。

全力应用“电子证照”。开展全
面深化电子证照应用专项行动，新
增电子证照 500 余条，在“爱山东”
APP利津分厅实现“亮证”，亮证25
万余次，全力建设“无证明城市”。

推进“数字社会”治理

让服务更加便捷。纳入全国检察
听证互联网直播试点、全国司法链应
用试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试验区。
打造镇级网上政务服务分厅8个和
村级分厅492个，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政务服务事项上网率达100%

让城市更聪明。获批全省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试点县，实施政务信息化
项目28个。建成了1300平方米的智
慧利津IOC运行管理中心，开发4个
可视化专题、105个功能模块、12个
应用系统，初步实现“一图态势感知、
一网治理联动、一体指挥协同”。

让社区更智慧。凤仪、永利、津
苑、新合、文苑5个社区纳入山东首
批重点支持建设名单。开发了智慧
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和APP，形成县、
街道、社区、住区四级共建共用的一
体化平台。

让村居更美丽。入选全省数字
乡村试点县。发布《数字乡村建设标
准体系 1.0》，被《信息技术与信息
化》采用。编制全国首个乡镇级数字
乡村建设方案。

推进“数字经济”治理

建设“兴业”平台。引入凤岐茶
社、艾米集团等数字平台公司，黄河
口大米数字化产业研究院、黄河三
角洲智慧农业研究院成功获批。黄
河口滩羊可追溯大数据中心及全国
肉羊云商交易平台，引领传统羊养
殖加工产业的数字化升级。

突破“兴业”项目。12个项目列
入省市“优势产业+人工智能”重点
项目。利华益集团、三阳纺织入围山
东省第一批“现代优势产业集群+
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方向试点。启动
建设利津县5G数字水稻产业园，特
色数字农业实现破题。

补齐“兴业”短板。加速数字赋能，
382家企业完成“上云”，天泉包装印
刷、神剑化工等12家企业完成智能化
诊断，举办黄河口滩羊发展论坛、“一
品益津”品牌发布会、“云游魅力凤凰
城·共享利津好风景”推介直播。

推进“数字设施”治理

建设“数字底座”。建设云计算

中心、数据支撑平台、行业使能平
台、视频云平台，存储资源硬盘
800T，发放虚拟机116 台，开发302
个API数据接口服务，整合23个部
门业务。

推进“数字孪生”。建成全县三
维实景地图，形成了10类业务图层，
41平方公里的三维实景数据，汇聚
了人口、房屋、城市部件等20多类数
据，构筑起城市运行“全景图”。

通信“高速互联”。建设5G基站
199个，实现中心城区、乡镇政府驻
地5G网络全覆盖。城域网出口带宽
达到20Gbps，家庭光纤入户覆盖率
达到100%。

设施“存算一体”。本地化部署
华为云平台，提供计算、存储、网络
资源，拥有100路人脸和100路车辆
分析算法，为全县提供完善的网络
和平台支撑。

推进“数字生态”治理

搭建智慧新利津建设“四梁八
柱 ”。编 制《智 慧 利 津 顶 层 设 计
（2020-2022 年）》，制定《利津县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任务书》

《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方
案》，明确了智慧利津建设的设计
图、施工图、时间表。

探索政务信息化项目“归口管
理”。出台《智慧利津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信息化
建设项目统筹的通知》，实现项目申
报、评审、招标、建设、验收、评价等
全周期管理。

构建大数据持续发展“系统支
撑”。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亿
元用于智慧城市建设，成立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所有
单位全部设立首席数据信息官和数
据专员，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工
作驶入“快车道”。

（文 编）

浪潮参加2021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
全面展示5G+工业互联网创新理念和实践

11 月 19 日至 21 日，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1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在
武汉举办。浪潮参加大会开幕式、
主论坛、专题论坛、成果发布会、成
果展等环节，全方位展示浪潮5G+
工业互联网发展理念和业务实践。

在11月20日举办的大会主论
坛上，浪潮集团执行总裁陈东风发
表了《浪潮 B5G 创新推动 5G+工
业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主旨演讲。
陈东风认为，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
的最终目的，是展现应用价值。浪
潮提出 B5G 战略理念，通过网络、
连接、应用持续不断融合创新，推
动 5G 成为工业互联网的关键使
能。浪潮 B5G 战略，包括三个含
义。Business 5G：战略聚焦，专注服
务行业客户；Broaden 5G：兼容并
蓄，有机融合无线、有线多制式接
入技术；Beyond 5G：新益求新，持
续创新 5G 网络能力，同时推动 5G
2B端到端价值链创新。

在11月21日举办的工业互联
网标识专题论坛上，浪潮工业互联
网董事、副总经理庞松涛在主旨演
讲中表示，浪潮云洲依托5G技术和
国家级双跨平台，拓展应用场景，
研发确定性网络一体机、主动标识
载体等关键产品，打造5G全连接工

厂。浪潮云洲打造的 5G+工业互
联网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 AR/
VR远程辅助作业、智能仓储管理、
园区安防、智能矿山等场景。浪潮
云洲链打造独特而领先的标识解
析服务，承建多个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以及国家级区块链
新型基础设施“星火·链网”骨干节
点，推动链网融合创新。

在11月21日举办的成果发布
会上，由浪潮和东风通信联合编制
的《5G技术及汽车行业应用白皮书
（2021年）》，获评“2021中国5G+工
业 互 联 网 大 会 优 秀 白 皮 书（报
告）”。据浪潮通信技术副总经理
武玉刚在会上介绍，白皮书对汽车
制造场景内的5G专网部署、安全机
制设计进行了分析，对汽车生产制
造过程中的数据采集、视觉质检、
安全生产等场景提出针对性建设
方案，进一步丰富了5G技术与汽车
生产制造的落地应用实操场景。

成果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021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
经过多轮评审，浪潮基于“5G+工
业互联网”的东风5G汽车制造智
能工厂和太钢5G智慧矿山案例成
功入选。

据悉，浪潮为东风商用车提供
以 5G 专网替代原有 WiFi 网络，通

过5G端计算网关实现自行小车接
入的高可用方案。通过5G改造升
级，东风商用车车辆装配线因通信
中断导致的停产时间减少 15%，产
线整体产能提升26%。

此外，浪潮支撑山西联通为太
钢代县矿业公司提供智慧矿山解
决方案，为太钢井底车场打造5G专
网通信系统，通过在井上部署核心
网，与井下防爆基站对接组网，实
现异厂商混合组网、基站共享的公
专网集成模式，助力公司生产效率
提升25%，数据安全性提升10%，井
下作业人力成本降低18%。

在 2021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
成果展上，作为参展的核心企业之
一，浪潮聚焦大会主题，重点展出
5G+工业互联网业务实践，包括
B5G战略、B5G云网全栈产品、B5G
多行业实践、5G行业专网、5G边缘
计算、5G 端计算、5G+电子设备制
造、5G+装备制造、5G+钢铁、5G+
采矿、5G+电力，以及工业互联网共
性基础设施、行业智能化转型、双
碳行动等。同时，作为5G与工业互
联网融合应用的支撑和拓展业务，
浪潮智慧计算、智慧城市、云 ERP
等核心技术与解决方案也同台进
行了展示。

（李佳师）

1—10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称“软件业”）发展态势平稳，软件
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利润总额增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增速稳中有升，从业人员数
量稳步增加，工资总额小幅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