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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信息化发展形势展望

【内容提要】 2018年，世界发展和变革风起云涌，经济社会对信息化发展需求空前

高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信息化引领创

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展望2019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全面渗透、跨界融合，数字中国引领国

家信息化驶入快轨道，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创新发展添薪续力，各地

结合行政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信息化领

域合作日益深入，信息化将进一步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同时，数字化平台变革企业演进

方式、技术进步引发对新技能的强烈需求、数字时代企业税收成为难题、数字经济发展呼

唤“新监管”模式等问题值得关注。基于上述分析，赛迪智库提出推动数字经济税收体制

升级改革、以包容审慎监管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劳动者技能数字化转型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信息化  发展形势  展望

2018年，我国信息化发展朝气蓬勃，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发展活力迸发，智慧社会建设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数字世界扑面而来。展望2019

年，各地将紧密结合机构改革科学配置信息化领域资源，数字中国将引

领我国信息化驶入快轨道。

一、对2019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数字中国建设引领信息化驶入快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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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一是顶层架构基本形

成。《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等政策文件，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路线图，确立了建设目标、重点任

务和重大布局，形成了数字中国建设的总纲。二是涌现了一批最佳实

践。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江苏“办事不见面”审批、法院超

级大脑、北京通APP、异地就医“全国一卡通”、政务服务新模式“陕

数通”、全国国土资源“一张图”、海南多规合一、海关跨境电子商务

监管系统、杭州互联网法院、数据驱动的中国快递等，为各地数字中国

建设提供了范例和样本。三是各地纷纷制定配套实施方案。广东省发布

《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明确提出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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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打造广东省“数字政府”。吉林省发布了《“数字吉林”建设规划》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要紧密结合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建设数

字吉林。

2019年，数字中国建设将紧密围绕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贯彻新

发展理念，从全面增强信息化发展能力、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全

面优化信息化发展环境三个方面，加速推动我国信息化快速发展，充分

释放信息化发展巨大潜能，以信息化驱动、引领现代化，让信息化更好

造福国家和人民，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二）数字经济迈入发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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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延续上一年高速增长态势，成为经济发展最活

跃的新动能。一是数字经济高速增长。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

30万亿元，较上年增长2.8万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55%1。据阿

里研究院发布的《2018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

济指数达到0.718，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是数字化产业规模快

速增长。预计到2018年底，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到37.05万亿元，同

比增长27.07%2；共享经济规模将达到230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6%3。

三是传统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企业通过装备数字化改造、核心业务系

统上云、应用“双创”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方式，纷纷提速数字转型进

程。目前，我国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上云比例达到约60%4，制造业重点行

业骨干企业“双创”平台普及率超过75%。四是数字经济创新动力强劲，

技术更新速度远超工业经济变革速度。目前，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大公司

中，70%是数字经济公司5。2018年，我国创新指数在全球排名中位列第

17位6，较上年上升了5个位次7。

目前，国办、发改委、工信部、最高检、卫健委、国家文物局相继

围绕数字经济进行规划部署，浙江、福建、广西、陕西、重庆、贵州等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634184542429291&wfr=spider&for=pc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2068314485519233&wfr=spider&for=pc
3 http://hb.qq.com/a/20180103/012729.htm
4 数据来源：赛迪智库根据区域两化融合水平评估数据整理
5 http://economy.gmw.cn/2018-09/20/content_31272702.htm
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675218228474747&wfr=spider&for=pc
7 http://ex.cssn.cn/zx/shwx/shhnew/201807/t20180712_45014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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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纷纷构建数字经济示范区，云南省在特色小镇基础上构建数字小镇，

力争将数字小镇打造成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和产业集聚区。在举措的推

动下，预计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

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添薪续力

2018年，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轮驱动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

创新突破和融合应用，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一是面

向智能经济发展的技术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云计算推动数据存储和软件

运行环境日益柔性和可靠，大数据采集传输、分析挖掘、可视化等核心

技术取得明显突破，5G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各类智能终端规模化使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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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识别、人脸识别准确率均超过95%。商品知识图谱、数智团、阿里新一

代行走机器人1、华为的区块链服务BCS、京东区块链防伪追溯解决方案

等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人工智能等技术加

快集成、融合，在量子政务网、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无

人机、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制造业“双创”等领域形成了一批特色

鲜明的应用案例。三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在发展理念、业务模式、生产体系、技术和产

品等方面以更快速度、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进行融合，不断产生化学

反应、聚合效应、倍增效应，加速制造业数字转型，推动形成数据驱动

的敏捷生产模式。

在各界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应用、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

预计2019年，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将加快在智慧城市、公共安

全、政府服务、金融等领域深化应用，引领产业升级、产品开发和服务

创新。量子通信应用进一步向政务、金融、电力、企业云存储、数字中

心等领域渗透。5G技术将在智能手机、远程医疗、AR/VR、救援、人际交

互、全息通话、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开展业务应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通用目的性作用更加凸显，带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头

雁”效应日益显著。

1 https://www.sohu.com/a/253271186_79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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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子政务进入一体化、协同化发展新阶段

2018年，各级政务部门按照国家电子政务顶层设计总体方案的部

署，有序开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互联网+政务服务”、电子政

务综合试点，涌现出一批富有成效、各具特色的做法。一是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扭转了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分散粗放的局面。根据国家统

一部署，71个部门自查家底，摸清了4868个信息系统的底数，300多个

“僵尸系统”被清理，1578个孤立系统被整合为318个。近30个部门完

成内部专网的整合，并与政务外网连接，超过80%的部门信息系统实现

集中部署，集约精益的发展效益开始凸显。二是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为枢纽的政务信息资源体系基本形成。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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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运行，相关管理机制基本完善，接入国务院部门超过60个，与所有省

级共享平台实现连接，基本实现了部门全联通、省级全覆盖。据国家信

息中心统计，各部门在国家共享平台挂接信息资源超过7500项，发布数

据接口超过900个，累计被调用近2000万次，通过共享平台交换的数据超

过340亿条。三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全国一体化、线上线下相融合

转变。在浙江“最多跑一次”、江苏“不见面审批”等积极经验的基础

上，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

导意见》，部署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各地区各部门

政务服务平台规范化、标准化、集约化建设和互联互通，形成全国政务

服务“一张网”。4月，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全面启动，平台建成

后将成为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总枢纽。6月22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

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实现办事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

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

2019年，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以及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等举措

的推动下，“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深入推进，全

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框架初步形成，电子政务建设成效将逐渐显

现，一体化、协同化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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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社会建设深入推进

2018年，各部门积极推进民生领域智慧应用，异地就医、在线教

育、智慧交通、智慧养老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工作全面推进，全国400多个统筹区已经全部接入了全国家级平台，实

现异地就医“一卡通”。截至6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1.5

亿人，累计结算超过32万人次1。远程医疗得到广泛发展。宁夏探索建立

了五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已对接30家国家级医疗单位、7家自治区级

医院、22家市县综合医院、196家乡镇卫生院2。青海省开展远程医疗病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6827825148230048&wfr=spider&for=pc
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01799672634164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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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736例，远程影像诊断病例4388例1，基层群众就医可及性和有效性明

显增强。二是在线教育迎来井喷式发展。据统计，截至6月底，K12在线

教育领域，涌现出了VIPKID、兰迪少儿英语、“火花思维”、“微课之

家”、沪江网校、作业帮、直播优选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2。三是全

国交通一卡通基本实现互联互通。190个地级以上城市初步实现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发行互联互通卡片1300万张3，实现了公交、地铁、出租

汽车、公共自行车以及轮渡等多方式应用。深圳打造首条智慧公路，打

造未来交通“大脑”。四是智慧养老加速推进。8月16日，国家智慧养老

产业开放平台正式成立，建立“智能养老中心”提供社交基地和终极照

护，用“一屏交互”实现全区块全周期全链接智能化管理服务。北京积

极推进智慧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老年人家庭通过手机APP就可实现在线预

约服务、在线观测老年人健康、保障老人安全等功能。浙江省成立智慧

养老产业联盟，搭建了全省“智慧养老”平台，为省内1000万老年人提

供智慧养老服务。

2019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等部委和各省市的强力推动下，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智慧应用将持

续拓展和延伸，社保卡将实现全国联网，在线教育将进入全面爆发期，

智慧养老将覆盖城乡社区，更好地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1 http://edu.sina.com.cn/l/2018-06-27/doc-ihencxtv1521538.shtml
2 http://edu.sina.com.cn/l/2018-06-27/doc-ihencxtv1521538.shtml
3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625583000635396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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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移动化、智能化、平台化信息消费活力迸发

当前，移动智能终端加快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普及应用，计算和服务

平台一体化态势明显，终端操作系统、应用系统、平台系统加速集成融

合，以移动智能终端为载体、以云平台和互联网平台为支撑、智能服务

为内容的信息消费新模式加速形成。一是信息+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不

断涌现。网约车、网络订餐、上门服务、共享单车、分时租赁，以及在

线教育、在线直播、在线医疗等“。宝马成功拿到网约车经营牌照，加

入网约车阵营；滴滴上线外卖业务，抢占网络订餐市场；今日头条入局在

线教育，推出一对一外教平台。2018年上半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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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同比增长15%，预计全年信息消费规模将达到4.6万亿元1。二是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成为信息消费新特征。2018年“双11”期间,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走近盒马鲜生、京东到家、永辉超级物种、京东7Fresh、物美

多点、苏宁云商、天猫生鲜超市等，感受更加高效便捷的购物体验。

2019年，随着《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

我国信息消费将加速由“信息的消费”向“信息+消费”转变，由“线上

为主”向“线上+线下”转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个人穿戴、家居生活、

交通出行等领域集成融合，将加速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迭代升级，进一

步释放信息消费发展活力。

（七）信息化建设管理机制改革深入推进

1 http://www.sohu.com/a/258009439_65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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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各地按照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部署和要求，结合自

身实际，纷纷改革和完善信息化管理机制。一是围绕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推进机构改革，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截至目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挂牌，四川和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挂牌，天津、江苏、黑龙江、福

建、山西、云南、广东、山东、湖南、广西、贵州、西藏等省份工业和

信息化厅先后挂牌。二是深入推进电子政务管理机制改革。广东省大幅

改革电子政务建设管理机制，建立由省长任组长的“数字政府”建设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撤并省直部门的信息中心，成立数字广东公司承担系

统建设、开发、运维工作，建立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电子政务建设新

模式，构建“数字政府”技术能力体系，支撑政府体制机制改革，通过

提升内部能力和效率，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三是强化大数据领域机构改

革。山东、重庆、福建、广东、浙江、吉林、广西、贵州等省份设立了

大数据局（或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等）。

2019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相关

要求，全国所有省级及省级以下地区政府机构改革将全面完成。各地将

继续改革和完善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科学配置信息化领域行政资源，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

模式，信息化在推动和支撑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将进一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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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深入推进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加

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

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在我国的大力倡议和推

动下，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

速推进。沿线国家光纤用户持续增长，部分国家增速超过10%。移动互联

网方面，大部分国家建成了3G网络。中巴经济走廊数字信息大通道全线

贯通，推动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北斗三号系统星座部署完成，推动各

国间的经贸、科技交往。二是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发展指

标平均值达49%，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7.2%1。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跨境

1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8/08-16/86022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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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一大批跨境电商项目陆续启动。三是企业加速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布局。淘宝大学丝绸之路培训基地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食品、果蔬、面

粉、蜂蜜、机械制造、零售业等产业精英进行针对性培训。京东物开通

首趟中欧班列电商物流专列，全面升级全球仓储网络。阿里菜鸟网络，

开通了杭州至莫斯科的首条电商专属洲际航线。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丝绸之路构想的推进和实施，新疆、

甘肃、广西、宁夏、陕西、云南等关键节点省市纷纷开展了与沿线国家

开展信息化合作的相关部署，阿里巴巴、华为、百度、腾讯等企业加速

在沿线国家的布局，预计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在信息化领域的合作

将从信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领域逐步拓展到数字经济、

电子政务等多个领域，合作广度和深度均将大幅提升。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技术进步引发对新技能强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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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市场对较低技能的劳动力需求量正在下降，对高级认知技能、社会行为

技能及与更高适应能力相关的技能组合的需求量在增加。快速的技术变

革正在重塑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重视通用

技能和快速适应变化的能力。如VR软件处理岗位需要从业人员掌握交互

设计、SLAM/Open CV建模、数字信号处理、传感器技术、3D引擎技术、

3D建模技术、脚本语言处理、图像处理算法实现，对移动开发还需要熟

悉Android开发流程1。

（二）数字时代企业税收成为难题

1 http://sz.unity3d.tedu.cn/news/307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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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网购平台、网络订餐、在线直播、网红经济等各

类新兴业态层出不穷，商业模式创新为企业增收的同时，也为政府征税

带来了诸多难题。如电子商务为居民提供了大量便捷、低廉的服务，却

很难按照现行税法进行计税纳税。尤其是跨境商品和服务供应，征税难

度更大，部分国家将增值税扩展到通过互联网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但我

国尚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对用户数据征税更是困难重重。在数字经济时

代，通过转移定价实现避税的做法比比皆是，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

（三）现行法规标准无法完全适应需求

信息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但标准规范缺失、现行法规标准不适应

等问题依然突出。例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出台了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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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电子证照在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效力，但在涉及跨区域应用时，由

于国家相关法规尚未明确界定，导致跨区域电子材料的法律效力无法保

障。受限于国家相关部委规章的制约，“条”“块”共享协同不畅问题

依然存在。

（四）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新监管”模式

由于数字经济具有不同于以往经济形态的特点，传统监管制度、监

管理念和监管手段亟待变革。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政府监管

和公共政策普遍滞后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滞后于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

新。2018年共享单车在带来便利的同时，过度投放、乱停乱放等问题频

出，暴露了传统监管调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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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以强化自主创新破解“缺芯少魂”窘境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

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一是要建

立健全基础研究支撑体系。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

技术、颠覆性技术，加强研发攻关和应用推广，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要构建

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支持鼓励企业、创投机构、孵化器、高校和职业院

校、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创业平台建设。强化人才、资本、平台、知识

产权等要素保障，构建科学规范、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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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实力企业主动参与全球研发分工，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二）加快劳动者技能数字化转型

为了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对数字技能的强烈需求，未来，

应通过强化数字人才教育、加强数字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劳动

者数字技能。一是积极发展数字领域新兴专业，扩大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人才培养规模。二是面向在职人员、

新成长劳动力、失业人员等群体，加大大数据分析、软件编程、工业软

件、数据安全等数字技能培训规模。三是构建终身学习数字化平台体

系，开发一批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方便劳动者随时随地利用碎片

化时间学习。四是采用移动技术、互联网、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人机

互动等数字化教学培训手段，推广微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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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等新型教学培训模式。

（三）深化数字经济税收体制升级改革

许多国际化大企业，特别是新出现的平台型企业，会运用避税技巧

增加利润。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预计，全球政府每年损失的财

政收入高达1000-2400亿美元，低收入经济体因此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为

此，要加快推动税收体制升级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税源损失。一

是改变利润所在地与经营所在地互相分离的局面。修改税收体制，将应

税收入归属于企业经营所在地，对于数字企业，应当以商品或服务的消

费地为经营所在地。二是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引进交易、支付、物流为一

体的税收征管模式，解决数字经济中生产者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的税收

征管难题。全面推行电子发票，提高涉税信息归集和处理的水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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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全面协调发展

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服务效率，也有利于降低运

作成本。然而，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业务协同不畅、信息

共享不足等问题，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法律法规、建立标准规范等方

面加以改进，促进电子政务健康发展。一是继续开展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

点。继续推进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电子政务综合试点，针对电子政务发

展中存在的统筹规划不足、业务协同水平不高、政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探

索可借鉴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二是建立完善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指导地

方建立明确的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有效化解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三

是完善政务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各部门完善政务信息共享目录，建立统一的

信息共享申请机制，并加大整合共享督导力度，加快各部门各地方整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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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四是完善电子政务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制度梳理，废止、修改不

适应新情况的法律法规，确保电子政务工作有法可依。五是加快完善电子政

务标准规范，构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结合的标准体系。

（五）以包容审慎监管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政府部门对待各类新业态、新模式要有“包容审慎”态度。一是探

索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方式。推进监管方式向“事先设置安

全阀及红线的触发式监管”、“事前指导性监管”、“综合协调监管”

转变。二是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梳理和完善数字经

济发展的政策法规，弥补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空白，推动现行制度与

数字经济接轨。三是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把网络应用、

信息服务、融合创新、新兴业态等纳入指标采集和统计范围，强化大数

据、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领域统计数据分析，加强新业态重点企业的

跟踪监测和和风险评估，增强穿透性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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