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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1月规模以上电子

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6.2%

2021年11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生产保持平稳增长；出口交货值增速回升；

利润和固定资产投资延续增长态势。

生产保持平稳增长

11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 4.2个百分点，比同期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高 9.7个百分点，但较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低1.6个百分点。1—11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6.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9.0个

百分点。

11月份，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 1.6亿

台，同比增长 3.9%，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1.2

亿台，同比增长 8%；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4233 万台，同比增长 7.5%；集成电路产量

300.6亿块，同比增长11.9%。

出口交货值增速回升

11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

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6%，增速比上月

回升2.3个百分点，比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出

口交货值增速低5个百分点。1—11月份，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 12.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7.2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1—11月份，我国出口笔记

本电脑 2.0 亿台，同比增长 24.6%；出口手机

8.6亿台，同比下降 1.4%；出口集成电路 2840

亿个，同比增长23%；进口集成电路5822.2亿

个，同比增长19.3%。

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1—11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实现营业收入124937亿元，同比增长14.7%，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6.9个百分点；营业成本

107737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同

期提高 5.7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6797 亿

元，同比增长 29.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4.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比

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但比同期工业营

业收入利润率低1.6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延续两位数增长

1—11 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2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6.9 个百分点，比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高 7.7

个百分点，但比同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

低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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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1月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2.3%

2021 年 1—11 月份，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发展态势平稳。企业业务收入和营

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互联网平台服务和

数据业务实现快速发展，信息服务收入平

稳增长；多省份保持增长态势。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态

势。1—11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企业（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业

务收入 14155 亿元，同比增长 22.3%，增速

较1—10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

增速为17.5%。

营业利润和营业成本同步增长，增幅

有所回落。1—11 月份，互联网企业实现

营业利润1280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

较 1—10 月份回落 6.5 个百分点。营业成

本同比增长17.3%，增速较1—10月份回落

3.6个百分点。

研发费用稳步增长。1—11 月份，互

联网企业投入研发费用 670.1 亿元，同比

增长 5.6%，增速较 1—10 月份提高 3 个百

分点。

分业务运行情况

（一）信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音视频

服务增势突出。1—11 月份，互联网企业

共完成信息服务收入7618亿元，同比增长

17.6%，增速较 1—10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

点；在互联网业务收入中占比为 53.8%。

其中，音视频服务企业保持高速增长；网

络游戏企业增长平稳；新闻和内容服务类

企业快速增长；提供搜索服务为主的企业

业务收入增速较1—10月份有所回落。

（二）互联网平台收入快速增长，增速

有所回落。1—11 月份，互联网企业实现

平台服务收入5191亿元，同比增长34.8%，

增速较1—10月份回落3.2个百分点；在互

联网业务收入中占比为 36.7%，同比提高

3.1个百分点。其中，生活服务类平台企业

业务收入增速较1—10月份回升。网络销售

平台以及提供生产制造、生产物流平台服务

为主的企业收入平稳增长。

（三）互联网接入服务收入低速增长，互

联网数据服务持续快速发展。1—11 月份，

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收

入403亿元，同比增长3.9%，增速较1—10月

份提高 0.5 个百分点；完成互联网数据服务

（包括云服务、大数据服务等）收入 241.5 亿

元，同比增长28%。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稳步增长，西

部地区增势迅猛。1—11 月份，东部地区完

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12033 亿元，同比增长

22.5%，增速较1—10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

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

的比重为89.4%。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

收入 874.1 亿元，同比增长 39.2%，增速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6.9 个百分点。中部和东北

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别为 511.2亿元

和 44.3 亿元，同比增长 2.1%和 6.4%，增速较

1—10月份分别回落0.2个和0.5个百分点。

多省份互联网业务保持较快增长态

势。1—11月份，互联网业务累计收入居前5

名的北京（增长 30.6%）、广东（增长 10.4%）、

上海（增长35.3%）、浙江（增长12.1%）和江苏

（增长5.1%）共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1232亿

元，同比增长22.6%，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

业）比重达83.4%。全国互联网业务增速实

现正增长的省市有25个，增长面与上月持

平。海南、云南、西藏三省份增速超过

50%，安徽和吉林两省降幅超15%。

我国移动应用程序发展情况

移动应用程序（APP）总量保持稳定。

截至2021年11月末，我国国内市场上监测

到的 APP 数量为 272 万款，数量与 10 月末

持平。其中，本土第三方应用商店 APP数

量为 137 万款，苹果商店（中国区）APP 数

量为 136 万款。11 月份，新增上架 APP 数

量12万款，下架应用12万款。

游戏类应用数量仍居首位。截至 11

月末，移动应用规模排在前 4 位的 APP 数

量占比达59.2%，其他生活服务、教育等10

类 APP 占比为 40.8%。其中，游戏 APP 数

量继续领先，达68.7万款，占全部APP比重

为 25%。日常工具类、电子商务类和社交

通信类 APP 数量分别达 40.2 万、27.4 万和

25.1 万款，分列第二至四位。拍照摄影和

主题壁纸类APP数量较10月末净增较多。

游戏、日常工具、社交、音视频类应用

下载量居前。截至11月末，我国第三方应

用商店在架应用分发总量达到 20924 亿

次。其中，游戏类移动应用的下载量首超

3000 亿次，达 3204 亿次。日常工具类、社

交通信类、音乐视频类下载量均超2000亿

次，分别达 2771 亿次、2528 亿次和 2446 亿

次，排名第二至四位；生活服务类、新闻阅

读类、系统工具类和电子商务类分别以

1914亿次、1596亿次、1514亿次、1411亿次

列第五至八位。在其余各类应用中，下载

总 量 超 过 500 亿 次 的 应 用 还 有 金 融 类

（1015亿次）、拍照摄影类（779亿次）、运动

健康类（508亿次）。

附注：
1.为更精准反映移动应用市场动态，

监测数据由“累计方法（即统计数据采用累
计计算方法）”改为“在架方法（即统计数据
仅针对在架应用计算，剔除下架应用）”。

2.参考市场上应用商店分类情况，将
移动应用程序（APP）划分为：游戏、日
常工具、电子商务、生活服务、社交通
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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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及其它，共14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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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1—11月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20年11月份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分月增速

2020年11月份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20年1—11月份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动情况

（上接第1版） 供给能力显著增强，IPv6
“高速公路”全面建成。我国IPv6网络基
础设施规模全球领先，已申请的IPv6地址
资源位居全球第一。终端设备加快升级，
端到端贯通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主要手机
厂商新发布的机器人技术，电信企业新部
署的终端设备已全面支持IPv6；加快存量
终端的升级替换，基础电信企业已经完成
全部具备条件的存量家庭网关IPv6的升级
改造，正加快开展老旧设备的替换工作。
我国移动网络IPv6流量从无到有，占比达
到22.87%，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但我
国IPv6规模部署在互联网应用IPv6浓度、
固定终端 IPv6 支持能力等方面仍存在短
板，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我国
IPv6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发展IPv6应坚持问题导向，出实招求
实效，聚焦IPv6流量提升总目标，协同推
进云、管、端、用等各环节 IPv6 深化改
造，持续提升服务性能，合力推动“十四
五”时期我国 IPv6 发展从“通路”走向

“通车”。发展IPv6，要从赋能行业发展入
手。丰富应用场景，激发创新活力，鼓励
信息通信业与金融、教育、医疗、能源等
行业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IPv6协同
创新。发展 IPv6，要创新突破和完善生
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交流，推动
IPv6与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协

同创新，促进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继
续秉承开放合作的理念，加强 IPv6 的技
术、标准、产业等多层面的国际合作，实
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纵深推进APP专项整治，是要营造安
全健康的应用环境。2021年工信部针对用
户反映强烈、投诉较多的APP开屏弹窗骚
扰等违规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数据显
示，经过一系列整改活动，2021年第二季
度，开屏弹窗信息用户投诉举报数量环比
下降 50%，误导用户点击跳转第三方页面
问题同比下降 80%，专项整治效果凸显。
APP专项整治工作在2022年仍将一如既往
地推进下去，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重要举措，还将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扎实
推进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里去，强化
提升用户感知，为广大群众营造更安全、
更健康、更干净的APP应用环境。

健全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安全保
障体系，是要促进行业加快创新、安全应
用。我国正推动汽车网联化、智能化与电
动化协同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势头强
劲，关键技术不断突破。目前 L2 级乘用
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20%。测试示范加
快拓展，全国开放测试区域超过5000平方
公里，测试总里程超过 500 万公里，大型
港 口 货 运 车 辆 自 动 驾 驶 应 用 占 比 达 到
50%。车联网部署有序推进，全国已有

3500 多公里的道路实现智能化升级，搭
载联网终端车辆超过 500 万辆。政策体
系逐步完善，相继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
准入管理意见、测试示范管理规范、数
据安全管理规定等政策性文件，支持创
新产品加速进入市场。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正从测试验证
转向多场景示范应用新阶段。要不断完善
政策法规，积极探索融合监管模式，通过准
入管理、标准制定、安全监管、产品召回等
方式，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加快创新、安全应
用。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在关键技术创新上
下功夫，龙头企业和制造业创新中心要聚
焦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整车平
台、自动驾驶平台等研发及产业化。智能
网联汽车还需要深化开放合作，积极开展
与各国行业组织、跨国企业的广泛合作，共
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实现共赢发展。

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利用水平，是要
统筹规划和高效利用频谱资源。在5G频
率上，我国加强了频谱资源保障。继续做
好5G基站和卫星地球站等无线电台站的
干扰协调工作；推动700MHz频段广播电
视业务的频率迁移，加快 700MHz 频段
5G网络部署；适时发布了5G毫米波频率
规划，探索5G毫米波频率使用许可实行
招标制度；开展了5G工业专用频率需求
以及其他无线电系统兼容性研究。统筹发
展无线电频谱资源，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
识、树立底线思维，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
用，维护好空中电波秩序；另一方面要深
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积极参与全球频谱国际合作。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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