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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实

现较快增长，出口交货值增速稳步回升，企业

营收持续提升，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增加值实现较快增长

6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1%，较5月份高3.7个百分点。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0.2%，增速分别超出工业、高技

术制造业6.8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上半年，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 7.44 亿

台，同比下降 2.7%，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5.76

亿台，同比下降 1.8%；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2.12 亿台，同比下降 5%；集成电路产量 1661

亿块，同比下降6.3%。

出口交货值增速稳步回升

6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

交货值同比增长 12.4%，增速比 5 月份提高

6.3个百分点。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

交货值同比增长7.3%，增速较1—5月份上升

0.9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口笔记本电

脑8835万台，同比下降17.3%；出口手机4.06

亿台，同比下降10.9%；出口集成电路1410亿

个，同比下降6.8%。

企业营收持续提升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

营业收入70199亿元，同比增长7.7%，比1—5

月份增长 0.3 个百分点；营业成本 61100 亿

元，同比增长8.7%；实现利润总额3234亿元，

同比下降6.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9.9%，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8.9

个百分点，但比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低3.9

个百分点。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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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同一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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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2021年，云服务、大数据服务

共实现收入 7768 亿元，同比增长 21.2%，占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2.9%，占比较上年同

期提高4.6个百分点。

十年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全国

网络零售额由 2012 年超过 1.3 万亿元增长

到 2021 年的 13.1 万亿元。其中，2021 年，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0.8 万亿元，首次突破

10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陈晓东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数字经济是一种绿色、创新、可持续的

高质量经济范式，是能够引领产业结构升级

的新动能，也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的综合体现，其在支撑基础、技术特征、

组织结构与产业组织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

优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数字经济

展现出强大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并在

维持消费、保障就业、稳定市场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生产要素

配置中的优化与集成作用，进一步促进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实体

经济的发展韧性与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不断夯实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数字技术突飞猛进。我国数字基础设

施覆盖广，在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先进数字技术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为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

十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双千兆”网络协

同发展行动计划，推广升级千兆光纤网络，

建设品质优良、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精品

5G 网络。实施 5G 应用创新行动计划，培育

5G产业生态，系统拓展应用领域。深入推进

网络提速提质，提升IPv6端到端贯通能力，

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工信部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6月底，中国5G基站数达到

185.4 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 4.5 亿

户，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千兆光

纤用户数突破6100万户，启动建设多条“东

数西算”干线光缆。

十年来，我国大数据产业逐渐步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2021 年产业规模达 1.3 万亿

元，全国遴选出 604 个大数据典型试点示

范，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大数据产品和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成

立数据交易所，积极探索数据要素流通利用

新业态。区域集聚成效显著，全国建设了12

个大数据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初步形成了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

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的发展格局。

十年来，我国算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近五年平均增速超过30%，算力规模排名全

球第二。2021年，中国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 1.5 万亿元，其中云计算产业规模超过

3000 亿元，IDC 服务市场规模超过 1500 亿

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

算力产业链条持续完善，包括算力设施、算

力平台、算力服务等在内的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算力产业生态初步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

应的算力平台、新型数据中心以及产业基地

相继落地。我国构建多层次的计算基础设施

体系，推动建设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大

数据交易中心等设施，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

施服务能力。

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

机架总规模超过590万标准机架，服务器规

模 约 2000 万 台 ，算 力 总 规 模 超 过 150

EFlops。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范围遍及城乡，一系列数

字化解决方案将更加便捷地深入到交通、制

造、工业、能源等多个领域，成为推动产业智

能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提升实体经济效

率的同时，催生更多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

数字经济赋能千行百业

迈上新台阶

“发展数字经济对我国社会运行效率、

产业运行效率、经济结构优化等诸多方面来

说都是核心突破口。”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

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盘和林表示。

如今，数字应用正深入生产端，自动驾

驶、远程操控、AI检测等进入了制造、煤矿、

港口等行业。“数字中国的下一波发展浪潮，

正是千行百业的数字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入。”华为

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表示。

十年间，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提速升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迈出更坚实步伐。截至2022年6月

底，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

类，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覆盖300多个城

市。“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纵深推进，

建设项目超过3100个。智能制造工程加速

实施，孵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已经超6000家，

服务范围覆盖90%以上制造业领域，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5.7%、75.1%。

十年来，数字经济不断为中小企业赋

能。目前，全国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已有4万

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过800家。工

业企业和工业设备上云上平台，制造业企

业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企业运维等产

业链各环节数字化水平。在比亚迪总装工

厂中，5G+工业互联网技术让这座老旧工

厂实现蜕变，精益化生产和柔性制造，让生

产效率提升了 25%；老板电器三部茅山基

地工厂中所有设备接入云平台后，设备数

据采集从过去“秒级”提升到“毫秒级”，稳

定性提升到100%，工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

了 45%，同时生产成本降低了 21%。截至

2021年底，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

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为

70.9%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46.3个

和25.9个百分点，协同研发设计、无人智能

巡检、数字工厂、智慧矿山等新场景、新模

式、新业态蓬勃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

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数字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

规模经济，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小微企

业主体，为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提供了很好

的舞台。且中国企业在产品应用和拓展方

面优势明显，可以说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具

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建设更加完善的数据

要素市场，发挥数字技术能力刺激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是当前重要发展方向。

数字经济提升

百姓获得感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腾飞的过程

中，各种丰富的数字应用也已深入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为居民生活带来诸多改善。

数字政府治理服务效能显著增强。我

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全球排名提升至

第 9 位，“掌上办”“指尖办”已成为各地政

务服务标配，“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取得

积极成效，超 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

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阿里云智能

副总裁、行业解决方案研发部负责人曾震宇

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阿里云“一网通

办”和“一网统管”解决方案目前已经覆盖了

全国 27 个城市，面向 9 千万群众和 363 万家

企业提供了智能化政务服务。其中浙江“一网

通办”仅去年 1年就为全国 2000万群众完成

7000万线上办件量。

数字抗疫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康码的普

及和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安全稳定性

能大幅提升。2022年1月以来，全国各地健康

码系统承载能力平均提升了 7 倍。健康码从

最初“万码奔腾”到基本实现“一省一码”，并

逐步推动跨省“互通互认”。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程度持续提

高，高速公路实现了“全国一张网”运行，智慧

交通已用于高速管理、城市交通、港口调度、

机场运营、车路协同。智慧民航建设让全国

40家千万级机场开通了“易安检”服务，安检

通行效率提升了 30%，行李跟踪系统也实现

了射频识别“串线成网”，让百姓体验到民航

运行效率和民航服务品质的提升。

邮政快递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

升，无人仓、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设施、装备

加快应用，快件最高日处理能力近7亿件，有

力支撑了各类电商发展，极大地方便了人民

群众享受网购。2021 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首次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12.0%。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让居民生活更便

利。华为城市智能体助力城市数字化转型，上

海市黄浦区综合汇聚房屋、人口、环境、水电、

12345热线等10多类数据，实现事态实时推送

预警，管理服务精准到户；苏州工业园打通汇

聚园区31个部委办局及相关单位共计43个信

息系统数据，以视频AI对河道进行监管，实现

对河道内乱扔垃圾、倒排污水等场景自动抓

拍、自动报警，促进社会综合治理精准化。

尹振涛向记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数字经济和新兴数字

技术的发展，出台许多政策进行支持和扶持。

在这种背景下，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模

式不断出现，涌现出大量的具有新型数字经

济特点的平台企业。百姓、企业以及政府都不

断感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好处，三者之间在

数字经济领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让数字经

济发展更加快速和健康。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洞察》中指

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

长，数字经济内部结构更优化，随着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向“深水区”迈进，产业数字化效

率提升规模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是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动力更足。

数字经济：迈进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技术

技能大赛决赛将在深圳举办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7 月 29 日，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

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

司副司长汪宏、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徐文立、

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杨蔚玲以及深圳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余锡权出席新闻发布

会，介绍大赛有关情况。发布会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朱秀梅主持。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2 年全国工业

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是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的国家

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定于 2022 年 8 月

17日-20日在深圳举办。大赛旨在充分发

挥产业带动优势，强化新技术、新技能引领

作用，更大规模、更有成效加快培养大批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扎实推进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举办大赛是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尊重劳动、鼓励创

新的重要举措。本次大赛设工业机器人技

术应用、集成电路 EDA 开发应用、工业

大数据算法三个赛项。自大赛启动以来，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响应，

全国24个省 （区、市） 举办了选拔赛，28

个省 （区、市）、24 家央企选派 870 名选

手参加决赛。

据介绍，本次大赛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赛项设计“专”。本次大赛设置的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集成电路 EDA开发

应用、工业大数据算法等三个赛项，都是推

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专业领域，力

求通过专业化赛项来考核选拔一批高素质

专业化人才。

二是竞赛内容“精”。竞赛题目精准对

接工业机器人设计、安装、调试、操控，EDA

开发应用以及数控机床精度优化等生产实

际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来设置，力求精

确考察识别选手的专业知识和实操能力。

三是信息水平“高”。本届大赛综合应

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实现全流程信息化服务，进一步提升了

大赛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确保了比赛的

公平公正性，也充分体现了工业和信息化

深度融合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