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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增长，规模和效益实现双提升
（1/2）

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

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
占GDP比重

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
占GDP比重

4.5%-
15.5%

6.9%

30%2016年日本由数字化带来
的经济规模增长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2019.4

2017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为GDP实际增速的四分之一

GDP平均增速2.3%，数字经济平均增速9.9%

2019年

1000亿美元

2025年

3000亿美元

资料来源：谷歌、淡马锡和贝恩，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2019.4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

资料来源：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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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全球数字经济总量的48%

数字经济总量 02

03

 占全球70大数字平台企业总
市值的90%；

 全 球 独 角 兽 企 业 数 量 的
82.5%；

数字平台企业

 全球ICT产业附加值的40%；
 全球ICT制造业附加值的51%；
 全球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的37%。

ICT产业
 区块链相关专利的75%；
 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的57%；
 物联网领域支出的50%；
 云计算前五大厂商77%。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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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其他

中美两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04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美国的差距仍旧较大

2019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国家（地区）分布

领域 美国 中国 其他

数字经济总量 35% 13% 日本占8%

全球70大数字平台
企业中的市值

68% 22% 欧洲占3.6%

独角兽企业数量 34.7% 47.8% 英国占3.5%
人工智能专利数量 30% 30% 日本占18%
区块链专利数量 25.3% 49.7% -
物联网领域投入 26% 24% 日本占9%
3D打印领域投入 36% 14% 西欧占26%

全球主要云计算厂商
市场份额

69.1% 7.7% -

全球数据中心 40% 2% 英国占6%

ICT服务业附加值 32.3% 11.3% 日本占8%

ICT制造业附加值 19% 32%
日韩各占约

10%

ICT货物贸易出口额 4% 38% 欧盟占18%

（一）全球数字经济持续增长，规模和效益实现双提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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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地一体化泛在网络快速部署，各国抢占创新制高点

我国跻身全球第二大千兆互联网使用国

排名 国家 用户数（人） 覆盖率（%）

1 美国 68,536,800 21%

2 中国 61,583,100 4.5%

3 韩国 46,916,100 93%

4 西班牙 30,120,000 65%

5 加拿大 15,992,400 44%

资料来源：VIAVI Gigabit Monitor，2019.11

5G场景化应用全面铺开

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个国家或地区的21家运营商
开始提供5G业务。此外，还有20个国家的23家运营商
宣布将在2020年之前推出5G商用服务。

6G研发工作进入起步阶段

国际组织 知名企业 学术机构

争相部署卫星互联网抢占太空轨道资源

“鸿雁”星座 “虹云”工程
双曲线一号遥一
长安欧尚号



（三）数字产业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双轮并驱

“数据、算法、算力”引领多种技术迭代升级 区块链技术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标题

Statista预计，2019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将达到

190EB（约合2000亿GB），全球大数据市场年收

入将达到490亿美元。

数据

标题

2019年1月，韩国发布了《推动数据、人工智能、

氢经济（“创新发展”三驾马车）发展规划》。

2月，美国发布了《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

地位》的行政命令。

6月，俄罗斯公布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送审稿。

算法

标题

在云计算领域，Statista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

济指南》提出，2019年云存储的数据量将首次超

过设备存储，并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算力

2019年上半年，美国区块链领域的投融资
共达到118亿美元。7月，美国国会批准了
“区块链促进法案”。

9月，德国发布了《德国国家区块链战略》，
明确了德国政府在区块链领域的行动措施。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进行第
十八次集体学习。

Facebook公司于2019年6月
发布的数字货币项目Libra。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各国
工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工业发展规划

《面向21世纪欧洲工业
政策之法德宣言》

《国家工业战略
2030》

《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发展的实施意见》
《 “ 5 G + 工 业 互 联
网”512工程推进方案》

产融合作助力我国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

泰伯网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
季度中国工业互联网领域融资案
例共23起，总融资额约60亿元，
近一半案例融资额过亿元。

50%
30%

20%

A轮或者A+轮 B轮、C轮及以上

其他

资料来源：对60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调研

亚太地区持续引领全球
电子商务的增长

35.0%

31.9%

31.0%

27.3%

22.4%

21.1%

20.6%

18.8%

18.7%

18.1%

20.7%

0.0% 10.0% 20.0% 30.0% 40.0%

墨西哥

印度

菲律宾

中国

马来西亚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

俄罗斯

韩国

全球

在电商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
共有6个国家来自亚太地区。

资料来源：《2019全球电子商务报
告》

（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引领全球产
业新变革



（五）数字政府日益深入，数据驱动、平台化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征显现

数字政府全景越发清晰 数据驱动

美 国：《联邦数据战略——一致性框架》

《2019-2020年联邦数据战略行动计划草案
》

英 国： 国家数据战略指导方针

澳大利亚：《数据共享与公开立法改革讨论文件》

爱沙尼亚： 开放除网络安全相关的所有电子政府程序
平台化

日 本：《数字手续法案》
迪 拜： 88项政府服务
中 国：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只支持人工智能在部分领域上的使用；
对政府的支持程度会影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
人口格局与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态度有关。



（六）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开始“加速跑”，区域协定成为主要推广方式

全球数字贸易壁垒限制水平提升

2019年1月，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DSTRI）工作报告

主要国家“化整为零”从区域协定
入手推动数字贸易主张

上海成为我国发展数字贸易的先行者

7月，《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
（2019-2021年）》。

上海社科院发布“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
数”。

1月，USTR在《2019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8年
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希望就数字贸易与东盟
进一步合作。10月，美日贸易协定签署。2019年3月，美国《2019年国家贸易评

估报告》

2月，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生效，个人数据可以在
欧日之间自由传输。

1月，《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启动与贸易有关
的电子商务议题的谈判。截至10月，已有包括美、
日、欧在内的20个世贸组织成员向WTO提交了
29份提案，将其数字贸易主张向多边扩展。



（七）数字税改革迅速扩散，成为美欧角力的一大焦点

单边数字税方案势如
星星之火

进入2019年，欧洲大国
纷纷开始制定和执行单边
的数字税方案。 数字税成为美欧贸易

摩擦的关键线索

2019年以来，数字税在
美欧贸易摩擦中的作用越
发明显，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美法两国之间的争端
。

国家 税率 公布时间

英国 2% 2018年10月

西班牙 3% 2019年1月

法国 3% 2019年3月

奥地利 5% 2019年4月

墨西哥 5% 2019年4月

捷克 7% 2019年11月

意大利 3% 2019年11月

土耳其 7% 2019年11月

OECD在数字税领域的
影响力持续提升

• 英法等主张征收数字税
的 欧 盟 大 国 支 持 在
OECD的框架下讨论全
球性数字税改革；

• 美国支持OECD就数字
税达成全球性的协定。

OECD



（八）建立衡量数字经济共同框架成为各国共识，核算标准体系亟待建立

初步形成建立衡量数字经济共同框架的共识

2019年3月，OECD发布
《衡量数字化转型：未来路
线图》。

数字经济国民经济核算顺势而为

建立并完善数字经济国民经济核算标准
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衡量数字经济对个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成为关注焦点

• 关于家庭和个人通信设备接入和使用情况
•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 互联网使用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 ICT技术对成人和儿童的影响等

《衡量数字贸易手册》

认为需要制定“超GDP”
的相关指标

成立了非正式咨询小组



（九）数字经济成为国际合作焦点议题，我国从参与者逐步转为建言者

• 2019年G20大阪峰会启动“大阪轨
道”，在WTO框架下就数字经济国
际规则制定、数据流动等问题进一步
展开讨论。

• 2019年APEC会议将“数字社会”作
为四大优先议题之一，并将原来的
“电子商务工作组”改组为“数字经
济指导组”，直接向高官会汇报。

主要国家纷纷将自身成熟的数字经济概念和规则
推向国际

借其作为G20主席国的优势，将“社会
5.0”“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等概念悉
数纳入数字经济部长宣言

我国正在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向
建言者转变

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数字丝绸之路”分论坛
10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打出互联网
治理的“中国主张”
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文本谈判结束，拟于2020年正式签署

专业技术标准
国际组织

全球性、综合性
国际组织

继续在APEC框架下通过政策对话和能力建
设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构建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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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互联网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尚需时日

认识存在“三重三轻” 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基础薄弱、数据不流
通”

一是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亟待提
高。

不到
50%

不足
20%

我国制造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业
务综合集成的比例

二是权属不清阻碍数据的流通。

重

单打独斗

财政投入

技 术

轻

集团作战

社会融资

管 理



（二）数字企业竞争日趋激烈

数字企业获客成本持续攀升 跨境电商持续发展制约因素渐显

201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月
度活跃用户规模增长继续

放缓

一方面，行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另一方面，对亚马逊和eBay等美国电商
巨头的依赖仍然较高。

27.7% 25.1%

现有用户使用时长的增速
下滑

6.2%

2.8%

0.0%

2.0%

4.0%

6.0%

8.0%

2018年1月 2019年1月

22.6%

11.8%

6.0%

0.0%

5.0%

10.0%

15.0%

20.0%

25.0%

2018年12月 2019年3月 2019年6月

资料来源：QuestMobile的数据



（三）数字经济治理的“三个平衡”问题亟待厘清

网络主权与发展信息技术
之间的平衡难以把握

保护个人隐私和挖掘数据价值
之间的平衡难以把握

网络平台应尽责任和发展权利
之间的平衡难以把握

免除互联网平台对内容的
审查责任

网站运营商应对其用户上
传的内容涉及版权侵权承

担责任

平台经营者知道或应当知
道侵权事实存在

VS

保护
个人隐私

挖掘
数据价值



（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能力仍待提高

数字贸易治理的“中国主张”尚未成型

我国国际规则制定和议题设置经验和能力仍需提高

 我国提案与美日欧等WTO主要成员在电子商务领域高标准立场的差距较
大，对跨境数据流动、保护源代码等数字贸易核心内容基本没有涉及；

 回避这些数字贸易核心问题不利于提升我国话语权和数字贸易“中国主张”
的影响力，更不利于推动WTO改革。

 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实力上升，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等中国主张，自
贸区战略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根据跨境电商等的产业优势进行话语创新能力不足，应对贸易投资壁垒
的有效性欠佳，对不利于我国的规则缺少主动防御策略。



（五）数据收集、统计方法和数据价值衡量面临障碍

1   

2 3

 数字化转型改变雇佣关系，催生弹性灵活的就业方式。
 但衡量数字经济对灵活就业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挑战。

对数字时代就业的
认识还未达成统一

 以衡量数字时代的
技能为例，很难确
定哪些技能是必要
的，一旦确定了这
些技能，第二个挑
战就在于如何确保
指标体系能够快速
进行调整。

数据统计方法无法赶上
数字技术更迭速度

 没有一种标准化的方法
评估数据。

 既不可能可靠地计量数
据的价值，也不可能可
靠地计量数据流的价值。

数据和数据流量难以
衡量



（六）不同区域和产业间的数字鸿沟依然较大

城乡间数字鸿沟依然较大

城市间数字鸿沟仍待跨越

产业间的数字鸿沟亟待弥合

6.30亿

73.7% 75.8%

2.25亿

26.3%

39.9%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人口数量 占总体网民比重 占2018年常住人口比重

城市网民 农村网民

我国非网民规
模仍有5.41亿
人，非网民的
大多数还是以
农村居民为主，
占比为62.8%。

截至2019年6月

《2019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我国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程度最深的为服务业，其次为工业，农业数字
经济发展仍然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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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G赋能工业互联网潜力巨大

根据IHS的《5G经济》报告，到2035年，对于与工业互联网应用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公共事业、采矿及矿石业等五大行业，5G将在这些行业实现全球经济产出超过5
万亿美元。

5G
高速率低时延

海量
连接

工业互联网

连接多样性

性能差异性

通信多样化

更好满足



（二）数字内容产业将实现强劲增长

普华永道研究显示，全球娱乐媒体行业收入将以每年4.3%增速持续增长，预计到2023年全球规
模将达到2.6万亿美元。其中，数字性收益所占总收入份额持续加大，2019年占比超过50%。

40.7%

43.9%

47.0%

50.5%
53.1%

55.4%
57.3%

58.9%
60.3%

61.6%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全球娱乐媒体行业展望2019-2023》

2014-2023年数字化收益占全球娱乐媒体行业比重

网络广告方面

由中国领军的亚洲市场
占全球份额将持续扩大

互联网电视（OTT）方面

未来四年该领域收入将保持20%
的增长率



（三）数字银行、数字货币引领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银行蓄势待发

•2019年3月，中国香港金融
管理局下发八张虚拟银行牌照 。

•6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发
放不多于五个数字银行牌照。

•10月，全球首家数字银行英
国Revolut同万事达卡公司合
作在美国推出借记卡服务。

Libra等商业数字货币引发关注

•Facebook公司发布的Libra项目
至今未能得到美、法、德等各国监
管机构的接受，又面临着多家创始
会员的退出，其前景尚不明朗。

•为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引发从
政府到企业不同主体的高度重视。

各国探索开发“央行数字货
币”

•中国人民银行

•法国央行

•瑞典央行

•欧洲央行

•IMF也发文讨论



（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将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更大范围

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一

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合作；另一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更宽领域

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两种规则建设，在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标准、

技能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加快推进国际合作。

更深层次

扩大数字经济相关市场开放，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扩大进出口贸
易，实现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助力稳外贸、稳外资。

“对外开放要继续往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方向走”

2019年联合国发布报告《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强调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未
来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将日益加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
决所有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难题。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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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

01

02

规范工业互联网建设及应用模式，加快企业组织管理变革
• 工业互联网建设方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为指导，规范建设与运营；
• 工业互联网应用方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为指导，构建完善的应用路

径机制。

加快构建开放价值网络，促进产学研用各创新主体共创共享
• 培育一批开源项目；
• 完善多方共赢的开源推进机制；
• 建立支撑开源社区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 激发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

03 畅通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金融服务平台发展的意愿和能力
• 推动平台企业、供应链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共享和评价结

果互认；
• 搭建产融合作信息平台；
• 探索由龙头企业成立工业互联网基金。



二是打造多元共治新格局

01

02

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
• 将算法纳入监管；
• 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 平台经营者的违法违规问题：平台和政府职责分工
• 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建立顺应灵活用户形势的劳动标准体系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 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 加强跨部门联动；
• 加强舆论宣传。

03 探索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企协作机制
• 加强政企双向流通；
• 加强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
• 推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信息。



三是强化以电子政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1

02

进一步深化认识
• 加强电子政务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 增强基层电子政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着力破解政务数据关键问题
• 数据权属；
• 分级分类
• 价值衡量。

03 加快推进线下线上融合
• 实体政务大厅
• 网上办事大厅

04 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 研究可用性、适用性，风险预判；
• 开发多元应用场景；
• 社会力量参与。



四是加大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支持力度

01

02

建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统筹协调机制
• 数字经济部际统筹协调机制；

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扩大数字经济影响力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中日韩自贸协定；
• “数字丝绸之路”；
•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03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制定
• 自贸协定电子政务章节；
• 数字经济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
• 法规释疑解惑；
•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规则体系。



五是推动建立标准、科学、包容的数字经济测度体系

01

02

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的数据收集工作机制
• 国家统计部门、监管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制定国际统计标

准，构建跨部门跨学科数据研究、调查、评估体系和统计调查框
架，保障一手书记、核心数据的长期采集。

加强数字经济测度理论研究
• 对标国际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立足我国特点，具有权威的政策

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理论框架和测度体系。

03 创新数据来源
• 数据质量可靠、来源持续可控；
• 兼顾反映市场活力的行业数据和网络抓取的互联网大数据；
• 兼顾指标的国际可比性；
• 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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