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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工信部的指导和支

持下，浙江省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

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着力

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

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以场景应用

为突破口，以融合应用为特色的信

息消费，持续推动信息消费扩大升

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工

信部公布了 2021 年度国家信息消

费示范城市建设成效评估结果，浙

江省3个城市（杭州市、宁波市和温

州市）被评为十大优秀示范城市，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

政策护航

推动信息消费升级

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提振

和扩大信息消费，先后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全国率

先出台了《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从

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任务和职责，调

动各部门合力推进信息消费，有力

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2021

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总量8348.27亿元，同比增长13.3%，

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

到2.97万亿元，同比增长25.4%。全

省实现网络零售2.5万亿元，同比增

长11.6%；省内居民网络消费1.23万

亿元，同比增长 10.9%；网络零售顺

差达到1.3万亿元，网络零售额规模

稳居全国第二位，直播电商交易规

模位居全国第一；浙江还成功获批

浙江自贸区赋权扩区。另外，《数字

生活新服务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

浙江省数字生活新服务指数全年增

速达 23.7%，位居全国第一名，杭州

市位于全国335个城市第一名。

改革撬动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浙江积极贯彻国家发展新基建

的战略决策，制定发布了多个文件，

对浙江“双千兆”网络、数据中心、下

一代互联网（IPv6）、工业互联网、城

市大脑、北斗时空智能设施等方面

进行了重点部署。为加快5G落地建

设，促进 5G 商用，2020 年，浙江在

国内率先开展“5G 基站建设‘一件

事’集成改革”，由省经信厅牵头，联

合9部门，通过改革实现了5G基站

建设的“四个一”，即“一次性规划、

一平台受理、一次性踏勘、一揽子审

批”，大大加快了5G基站建设速度，

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省累计建成

启用 5G 基站 14 万个，位居全国第

三，实现全省县城以上地区和重点

乡镇全覆盖，5G 终端用户数达到

2600万户，开展5G创新应用项目超

过 1000个，“5G 基站建设‘一件事’

集成改革”成为全省数字化改革的

最佳应用典型。在工信部的支持下，

浙江还开展了国内首个新型互联网

交换中心建设试点，优化网络互联

结构。截至目前，已接入企业 105

家，开通端口带宽 5.5T，峰值流量

1011Gbps。浙江还大力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省市县三级所有政府门户

网站（536家）和重点商业网站完成

IPv6 改造，全省 IPv6 用户数超过 1

亿。北斗时空信息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已建成北斗地基增强站394座，

一批北斗应用平台正在加快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的超前部署，有力地

支撑了浙江信息消费的扩大升级。

深度用云

培育企业信息消费新需求

浙江把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作

为培育企业信息消费的重要抓手。

早在2017年，浙江省在全国最早启

动实施了“十万企业上云行动”，

2018 年，接着组织实施《浙江省深

化推进“企业上云”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通过连续6年开

展企业上云行动，全省累计上云企

业数量已达47.36万家，行业云应用

示范平台45个，省级上云标杆企业

375 家，在工信部公布的企业上云

典型案例数也居全国第一。去年开

始浙江从“企业上云”发展为“云上

企业”培育，遴选“云上企业”75家，

全面引领制造业企业云上数字化转

型。浙江着力构建“1+N”工业互联

网平台体系，探索“工业互联网+消

费互联网+金融服务”新制造模式，

支持中小企业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

实施数字化改造，开展精准化供求

对接，supET 平台、supOS 工业操作

系统入选2020年国家跨行业、跨领

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全国 15

家），累计创建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达 285 家，基本覆盖十大标志性产

业链、17个重点传统制造业和百亿

级产业集群。

融合应用

拓展信息消费新场景

浙江注重推进信息技术融合应

用，积极拓展信息消费新场景，以培

育和刺激新型信息消费需求，数字

文旅、数字健康、数字养老、数字教

育、数字交通等示范应用场景不断

落地。宁波市上线“新居民一件事”

“81890生活通”等43个便民惠企高

频应用。温州市加快推动小微企业

园“一图智达”、产业人才“一键成

像”、工业项目“一码管地”、跨境电

商“一网通”等应用场景迭代升级。

作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示范

省，浙江互联网医院平台已接入

650 家医疗机构，“两卡融合、一网

通办”已覆盖全省 11 市 559 家医疗

机构，包含 17 家省级医院、72 家市

级医院、239家县级医院和231家基

层 医 疗 机 构 。 浙 江 还 积 极 开 展

“5G+智慧健康”创新应用，2021 年

入选工信部“5G+智慧健康”项目98

项，位列全国第二。智慧养老服务

依托“浙里养”智慧养老平台，归集

各县市区个性化养老系统数据，加

强对养老产业的监管与扶持，已有

100 余家民政养老相关部门、养老

机构完成健康养老数据录入，通过

“码上办”“在线支付”等举措，全面

提供健康养老的智慧化服务。浙江

推出的“浙里好玩”和“E游浙江”等

全域旅游数字服务平台，通过“无接

触”景区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在景区

全领域的应用，培育在线虚拟体验

等新业态。与此同时，“浙江外卖在

线”“车辆检测一件事”“民生关键小

事智能速办”等一大批民生类信息

消费标志性应用上线运行。

示范引领

开展示范城市创建活动

在工信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浙

江积极开展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杭州、宁波、温州、湖州4个城

市分别入选国家综合型信息消费示

范城市和特色型信息消费示范城

市，入选数量全国第一。2021 年，

在工信部信发司和中国信息消费推

进联盟的指导下，浙江通过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信息化专题组合作

机制，与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及

长三角区域 11 个国家级信息消费

示范城市一起，组织开展了“长三角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行活动”，在去年

已开展了“湖州站”“宁波站”活动，

并组织长三角三省一市经（工）信部

门负责人，专题调研上海重点信息

消费平台企业“B 站”“拼多多”；考

察国家级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南京

苏宁体验店”等。浙江积极支持信

息消费创新项目在示范城市的先行

先试，探索信息消费发展的新路径、

新举措、新应用、新经验，形成示范

引领效应。通过示范城市的带动，

浙江一大批信息消费创新项目脱颖

而出，2021 年 7 月，工信部公布的

“2021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名单中，浙江8个项目入选，入选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

宣传推广

推进信息消费互动体验

浙江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世

界数字经济大会等重大平台，充分

展示信息消费的新成果、新模式和

新应用。省内不少市县和企业都建

立了线上线下体验中心，积极开展

信息消费体验、优秀案例示范等各

种新型体验活动。如杭州市以“数

智消费·乐享生活IN杭州”为主题，

打造了“数智消费嘉年华”活动，活

动期间推出首批 5 个“数智消费实

践基地”（阿里巴巴、网易、商旅集

团、巨量引擎浙江本地直营中心、湖

滨路步行街），开展了400多场不同

主题的促消费活动，举办全国首个

网络营销师（直播带货）大赛，开展

数千场各类直播活动。还发布了数

智夜生活 50 个大 IP、100 个打卡体

验点，并上线“杭州数智夜生活打卡

体验点”小程序，全网媒体对此次活

动的总曝光量近1亿次。湖州市实

施“浙里来消费”活动，今年以来开

展各类直播活动350场，组织136场

线上线下系列促消费活动，拉动信

息消费20亿元以上。

下一步，浙江省将持续优化信

息消费发展环境，从供给端和需求

端双向发力，拓宽信息消费领域，释

放信息消费潜力，不断深化信息消

费示范城市建设，进一步促进信息

消费扩大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重要窗口”

的标志性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

浙江：持续推动信息消费扩大升级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祝健

温州：信息消费跑出“加速度”

杭州：夯实数字基建

推进信息消费发展

2021 年杭州市数字经济信息

消费主营收入达 16331 亿元，同比

增长 20.2%，超前超额完成示范城

市建设总体目标；增加值达4905亿

元，同比增长11.5%，高于GDP 8.5%

的增速3个百分点。信息消费示范

城市建设取得新的成绩，首次入选

工信部十大信息消费优秀城市。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跨上新
台阶。一是获批全国首批“千兆城

市”。深入推进 5G 基站建设“一件

事”集成改革，全年新增 5G 基站

6600 个，全市累计 5G 基站超过 2.7

万个，核心主城区、县域核心城区以

及主要园区精品网络全覆盖。大力

推进千兆光宽建设，截至 2021 年

底，全市城市地区 PON 端口总数

29 万；具备千兆接入能力的 FTTH

覆盖家庭数近 500 万户，家庭千兆

网络覆盖率达到 112%。二是高质

量推进城市算力节点建设。工信部

批复的首个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

心迈上新台阶，截至 2021 年 12 月

底，已接入企业 81 家，接入总带宽

3785G，峰值流量598Gbps。三是加

快提升 IPv6 基础设施升级。协调

各通信运营商推进 IPv6 的规模部

署和应用实施，加快城市网络的演

进升级。四是积极推进“新城建”试

点。加快推进物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建设城市级 CIM 基础平台，加

快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建立

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等为

一体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信息消费发展亮点纷呈。一是

产业规模总体保持高速增长。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收 12167 亿

元，同比增长 15.8%；电子信息产品

制造业实现营收5499亿元，同比增

长 21.9%；电子商务产业实现营收

4282 亿元，同比增长 10.2%。二是

信息消费生态体系持续丰富。围绕

聚焦优势核心产业，推动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提升发展，培育一批细分

领域的“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

“专精特新”企业。新增省级工业互

联 网 创 建 平 台 15 个 ，占 全 省 的

20%，居全省第一。全面推动“企业

上云”转向“云上企业”，加快“未来

乡村”建设，积极推进政府信息消费

升级。三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壮

大。探索建设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杭州片区，积极打造数字产

业集聚区、数字金融创新区、数字物

流先行区和数字监管标杆区。深入

实施数字生活新服务行动，推进新

零售示范之城建设，促进“直播+”

模式的广泛应用，加快“在线经济”

新业态新模式落地见效。四是信息

消费活动不断扩大。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成
效显著。一是杭州加快 5G 与千兆

光网为代表的双千兆网络建设，5G

网络建设规模、网络质量和覆盖率

均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千兆光网

承载及传输质量显著提升。以千兆

城市建设为载体，推动杭州双千兆

网络、应用和产业“三位一体”发展，

为杭州信息消费高质量发展赋能。

二是推进杭州自贸片区建设。根据

国家赋予的“三区一中心”功能定

位，围绕省委、省政府“458”系统架

构，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明确

目标体系，大力推进数字贸易产业、

平台、生态、制度、监管五大体系建

设，积极打造数字产业集聚区、数字

金融创新区、数字物流先行区和数

字监管标杆区，努力发挥建设全球

数字贸易中心的主力军作用。三是

启动数智消费嘉年华。杭州市创新

推出全国首个贯穿全年、覆盖全域、

惠及全民的“数智消费嘉年华”。举

办新消费短视频大赛，开展数智消

费体验官活动，宣传推广杭州数智

消费新场景。四是推动老商圈转型

数字街区。杭州市高标准实施文三

街一期工程六大节点提升改造，聚

焦数字生活、数字文化、数字体育、

数字智能家居等重点消费需求，全

力打造引领示范全国的数字街区，

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数字体验。

今年以来，宁波“五高”联动推

进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服务普及、新

兴业态培育、数字基建布局和生态

环境营造，实现信息消费进一步显

著扩大升级。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

核心制造业实现产值1384亿元，增

长 14.7%；网络零售额 1229.1 亿元，

同比增长 10.4%，累计居民网络消

费额 836.4 亿元，居全省第二；电信

业务总量 73 亿元，同比增长 24%。

在工信部7月份发布的26个国家信

息消费示范城市 2021 年度建设成

效评估结果中，宁波获评全国十大

优秀示范城市之一。

高质量发展数字产业，打造信息
消费强供给。一是立足电子信息产

业制造优势，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

手，持续壮大数字制造基础产业。

同时着力提升发展以机器人、智能

家居、智能车载、智能诊疗装备等为

代表的数字智能终端产业，增强新型

智能终端消费供给能力。上半年，宁

波数字智能终端实现产值349亿元，

同比增长9.4%。二是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稳进提质。以加快推进中国特

色软件名城创建为目标，增强全市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有效供给。上半

年，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275.4 亿元，

同比增长 18.1%。三是数字文化内

容产业加快培育。部署打造全国数

字文化产业新兴集聚区，加快发展数

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

乐、在线演播等数字文化产业。

高品质普及数字服务，释放信
息消费深需求。一是数字公共服务

高效便捷。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

设持续迭代升级。上半年“浙里办”

宁波频道新上架服务 24 个，累计

112 个服务应用；平台日活用户数

达到 25 万人次。“15 分钟政务服务

办事圈”和“15分钟公共服务圈”加

快打造。互联网医院加快推广应

用，上半年宁波互联网医疗服务量

28.05万人次，同比上升 20%。二是

数字生活服务推广普及。加快实施

数字生活新服务工程，大力发展“数

字+生活服务”，培育一批数字化生

活服务领军企业。三是数字金融服

务普惠共享。持续推广移动支付，

累计建成移动支付示范商圈（街区）

83个。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

截至 6 月底，宁波全市累计开立数

字人民币钱包110.62万个。

高标准培育新兴业态，激发信
息消费新动能。未来产业打造新增

长点。聚焦人工智能、柔性电子、区

块链、元宇宙等前沿领域，系统开展

未来产业培育发展专项调研，制定

宁波市未来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加

快布局推进未来产业培育发展。

5G、大数据、信息消费等领域试点

示范持续培育，新增认定市级5G应

用场景示范项目8个。二是直播经

济引领电商发展。上半年新增建设

5 个直播电商基地。以“农业产业

大脑+未来农场”为引领，加快推进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大

力发展农村电商，培育形成 243 个

电子商务专业村，建成28个农村电

商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1700家。

高规格布局数字基建，夯实信
息消费硬支撑。一是千兆城市迭代

建设。全面推进城区 5G 网络的深

度覆盖和乡镇及农村的广度覆盖；

持续扩大千兆光纤网络覆盖范围，

截 至 6 月 底 ，累 计 建 设 5G 基 站

20505 个，实现乡镇及以上区域 5G

网络全覆盖。二是消费载体智能升

级。持续推进智慧商圈、街区等消

费设施升级改造建设和高品质步行

街试点建设，推进“智慧菜场”“未来

菜场”试点示范。三是算力设施加

快布局。新型数据中心持续推进，

宁波电信积极推动长三角国家算力

枢纽节点落地宁波，中国移动信息

通信产业园区二期建成标准机柜

8000个，宁波联通加快推进中国联

通5G创新中心建设。

温州市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2.0 版，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建设取得新成绩，首次入选2021年

度国家信息消费优秀示范城市。

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夯实
信息消费基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稳步推进。开展千兆城市创建行

动，协同推进5G和千兆光网建设发

展 。 全 市 已 累 计 开 通 5G 基 站

17926 个，基本实现城乡 5G 网络全

覆盖。完善新型城域网建设部署，

推进骨干网、城域网扩容和升级，提

高端到端业务承载能力。家庭千兆

光 纤 网 络 覆 盖 率 达 100% ，10G

PON 端口占比 22.83%。算力基础

设施建设加速布局。全市已竣工数

据中心 17 个，已投产机架 9930 个。

浙江云谷磐石云数据中心启动二期

建设，中国电信天翼云国家浙南核

心节点落地温州。

信息技术创新不断突破，扩大
信息消费规模。信息消费规模大幅

提升。2021年，温州在全国数字经

济城市发展百强中，排名第 27 位。

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23.3%；全市

网络零售额 2199.8 亿元，跨境电商

出口额 312.7 亿元；电信业务总量

137.8 亿元，同比增长 26.1%。全市

规上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企业 717

家，形成百亿元级数字经济产业集

群 3 个。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有

力推动了温州信息消费扩大升级。、

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应用

不断取得新突破。智能制造领域，

围绕温州两大万亿元产业集群数字

化转型，推进“一集群一平台”建设，

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全市累

计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 42 个。智

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示范

应用场景不断落地。

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优化信息
消费环境。温州制定出台了信息消

费领域的系列相关政策，从政府治

理和民生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信息消费供给、行业信息消费

应用等多维度，加强统筹规划和政

策支持，进一步优化信息消费发展

环境，形成多方协同推进的局面，有

效促进信息消费规模增长，营造信

息消费氛围。

夯基建拓增量强体验，让信息
消费有“温州特色”。未来，温州将

在基础设施升级、产业供给能力提

升、信息消费环境打造等方面继续

加速跑，建设更具活力的“千年商

港、幸福温州”。一是进行信息消费

新基建。超前部署，加快5G网络建

设进度，扩大千兆光网覆盖范围。

充分利用存量站址资源、公共资源

和社会杆塔资源，支撑5G基础设施

快速、经济、高效建设，助力行业降

本增效。二是拓展信息消费新增

量。深入推进“千企智能化改造”，

多层级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

“5G+工业互联网”部署。加快数字

贸易、数字生活新服务创新发展。完

善数字乡村服务平台体系，推动乡村

流通营销数字化应用和农业产业数

字科技应用。紧盯“产业大脑+未来

工厂”核心，全力构建实体经济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

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温州样本”。突

出筑巢引凤，抓好数字产业平台建设。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徐丽芳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方翔

宁波：“五高”联动

激发信息消费新动能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陈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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