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辞 一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与渗透推

动了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竞争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数字经济对中国实现创新增长、推动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某些

领域，比如移动支付、共享出行、电子商务等，中国已经引领了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

我们越来越直观的感受到，数字经济在中国正逐渐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全新的商业

模式极大地提升了生活便利程度，激发了新的消费热情。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面对本轮技术变革，中国企业正在以积极的态度去拥抱新技术。

毕马威近期进行的一项对全球超过 1300 多名 CEO 的调查显示，91% 的中国 CEO 把技术颠

覆视为机遇而非威胁。同时，53% 的中国 CEO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增加使用以大数据为基

础的预测模型，帮助企业决策，该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CEO 的反馈。为了帮助中国企

业更好的实现数字化转型，毕马威也在南京成立了智能创新空间（KPMG Digital Ignition 
Centre），利用我们在数字经济、新技术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客户推动数字化创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

同时，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持。应该看到，数字

经济的发展也对监管、个人隐私、网络安全等领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值得政府、

企业和社会给予必要的关注。

本轮数字化变革浪潮，机遇与挑战并存。谁能抓住机遇谁就能赢得发展先机。数字

经济最大的特征是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成为新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中国庞大网民数量及

丰富应用场景产生出的海量数据，是中国参与本轮竞争的巨大优势。毕马威希望与各界

携手，共同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取得更大的发展！

陶匡淳

毕马威亚太区及中国主席



致 辞 二

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全新商业模式和经济范式，以及对传统经济渗透

和升级。数字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探索出多种

发展路径和模式。我们惊喜地看到，数字经济在部分国家已经从餐前“小菜”升级为“主

菜”，从底层对原有经济体系进行深刻变革。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是国家推动的，无论是最初的地理大发现，

还是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国家公司”，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第二次全球化是跨国

公司推动的，6000 多家跨国公司主导了全球 80% 的贸易。现在已经开启了下一轮的全球

化，由小企业、年轻人主导的，借助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实现更加普惠、

可持续的发展。

阿里巴巴集团致力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为全球中小微企业以及消费者提

供便利。通过提供数字时代的新商业基础设施，从电子商务平台、普惠金融、智能物流，

到大数据、云计算以及跨境电商服务，阿里巴巴集团正在帮助中小微企业“买全球，卖

全球”，寻求更多的创新型增长。

2016 年 3 月，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了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简称 eWTP）倡议，呼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帮助中小微

企业发展，降低贸易投资壁垒，孵化贸易新规则。2016 年 9 月，eWTP 倡议作为二十国

集团工商界活动（B20）的一项核心政策建议，被写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

会公报。两年多来，eWTP 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积极支持。2017 年 11 月， 

eWTP倡议下的首个eHub在马来西亚启动。eHub将为马来西亚中小微企业，提供电子商务、

物流、云计算、移动支付和人才培训等基础设施服务。同时，eWTP 倡议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世界经济论坛（WEF）共同提出了“赋能电子商务”（Enabling E-commerce）

合作。

数字经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机遇。希望本报告能够为政府、企业、学界提供一

个全新的视角，了解数字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总结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数字

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高红冰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研究院院长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总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总指数

1 美国 0.837 39 斯洛文尼亚 0.440

2 中国 0.718 40 巴林 0.435

3 英国 0.694 41 土耳其 0.430

4 韩国 0.621 42 阿根廷 0.421

5 瑞典 0.618 43 印度 0.420

6 挪威 0.617 44 南非 0.418

7 日本 0.615 45 智利 0.413

8 丹麦 0.612 46 泰国 0.411

9 新加坡 0.609 47 匈牙利 0.409

10 荷兰 0.606 48 捷克 0.407

11 芬兰 0.595 49 拉脱维亚 0.399

12 加拿大 0.590 50 沙特阿拉伯 0.398

13 德国 0.587 51 黑山 0.396

14 新西兰 0.586 52 塞浦路斯 0.395

15 澳大利亚 0.584 53 乌拉圭 0.395

16 奥地利 0.567 54 印度尼西亚 0.391

17 瑞士 0.564 55 斯洛伐克 0.391

18 法国 0.557 56 阿塞拜疆 0.390

19 比利时 0.536 57 克罗地亚 0.389

20 西班牙 0.518 58 保加利亚 0.389

21 阿联酋 0.490 59 秘鲁 0.387

22 中国香港 0.484 60 塞尔维亚 0.383

23 爱沙尼亚 0.479 61 哥斯达黎加 0.379

24 意大利 0.477 62 希腊 0.379

25 卢森堡 0.475 63 菲律宾 0.376

26 爱尔兰 0.475 64 格鲁吉亚 0.374

27 以色列 0.473 65 罗马尼亚 0.373

28 波兰 0.468 66 哥伦比亚 0.368

29 墨西哥 0.466 67 越南 0.367

30 冰岛 0.464 68 阿尔巴尼亚 0.357

31 巴西 0.459 69 科威特 0.355

32 马来西亚 0.459 70 马其顿 0.353

33 卡塔尔 0.455 71 亚美尼亚 0.349

34 立陶宛 0.454 72 哈萨克斯坦 0.349

35 马耳他 0.453 73 毛利塔尼亚 0.347

36 葡萄牙 0.452 74 乌克兰 0.346

37 中国台湾 0.446 75 阿曼 0.346

38 俄罗斯 0.446 76 厄瓜多尔 0.343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总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总指数

77 约旦 0.340 114 吉尔吉斯斯坦 0.245

78 摩尔多瓦 0.339 115 纳米比亚 0.244

79 斯里兰卡 0.332 116 坦桑尼亚 0.235

80 摩洛哥 0.331 117 尼日利亚 0.232

81 巴拿马 0.330 118 阿尔及利亚 0.226

8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327 119 乌干达 0.222

83 突尼斯 0.320 120 苏里南 0.222

84 危地马拉 0.318 121 赞比亚 0.221

85 蒙古 0.317 122 塔吉克斯坦 0.219

86 塞舌尔 0.316 123 缅甸 0.211

87 波黑 0.315 124 埃塞俄比亚 0.205

88 多米尼加 0.306 125 伯利兹 0.202

89 文莱 0.304 126 加蓬 0.202

90 黎巴嫩 0.303 127 喀麦隆 0.201

91 巴拉圭 0.301 128 科特迪瓦 0.195

92 萨尔瓦多 0.297 129 莱索托 0.192

93 肯尼亚 0.293 130 莫桑比克 0.182

94 牙买加 0.290 131 斯威士兰 0.177

95 佛得角 0.281 132 马里 0.177

96 孟加拉国 0.280 133 东帝汶 0.176

97 玻利维亚 0.280 134 津巴布韦 0.174

98 不丹 0.278 135 几内亚 0.169

99 埃及 0.274 136 贝宁 0.166

100 委内瑞拉 0.270 137 海地 0.166

101 洪都拉斯 0.268 138 冈比亚 0.156

102 伊朗 0.260 139 利比亚 0.155

103 加纳 0.255 140 马达加斯加 0.153

104 博茨瓦纳 0.254 141 毛利塔尼亚 0.150

105 巴巴多斯 0.254 142 马拉维 0.148

106 尼泊尔 0.252 143 利比里亚 0.145

107 老挝 0.251 144 也门 0.134

108 卢旺达 0.251 145 安哥拉 0.128

109 圭亚那 0.251 146 布隆迪 0.126

110 巴基斯坦 0.250 147 乍得 0.124

111 塞内加尔 0.250 148 塞拉利昂 0.107

112 尼加拉瓜 0.248 149 布基纳法索 0.106

113 柬埔寨 0.247 150 叙利亚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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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下一代移动网络技

术的逐步成熟和应用，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

征的智慧化，将成为未来数字化的主要标志。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渗透日益深入，未来经济发展的技术延展性

不断增强，商业、产业、企业活动的边界不断拓展。根植于新

技术群落的全新经济系统——数字经济跃上历史舞台。

 • 数字经济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范

式，不仅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充和融合，更是从底层进行深

刻变革，重塑全球经济图景。

第一章

信息技术革命开启数字经济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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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革命开启数字经济新篇章

信息的历史和人类社会一样久远，并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语言、文字是最初的信息传播方式。纸张和印刷术使信息流通的数量、广度

和速度大大提高。电磁波是信息技术的一场革命，电报、电话、收音机、电

视机的发明，颠覆性地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电子

计算机的出现，掀开了信息时代的新篇章。

1946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

ENIAC。ENIAC 使用了 18000 个电子管，占地 170 平方米，重达 30 吨，耗电

功率约150千瓦，每秒钟可进行5000次运算，被美国国防部用来弹道计算。

之后的半个世纪，面向能力和成本的技术创新发展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主线，

揭示能力和成本规律的“摩尔定律”1 和“香农定律”2 分别主导计算机和通

信技术的发展。PC 的广泛使用以及面向单机的应用，成为这次数字化浪潮

的主要标志。

图 1：二战以来信息技术发展轨迹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1995 年前后，互联网的商用价值开始显现。十年左右的时间，全球接

近半数人口接入互联网。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从能力主导向应用主导变迁，

揭示应用和成本规律的“梅特卡夫定律”3 占据主导地位，面向互联网的应

用成为这次数字化浪潮的主要标志。技术发展与应用需求“双轮驱动”，相

互促进，迭代发展，带来了 20 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

1、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描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规律——当价格不变时，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 18-24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
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 18-24 个月翻一倍。
2、香农定律由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提出，奠定了通信的数字理论基础，是信息论的基础，给出了信
道信息传送速率的上限（比特每秒）和信道信噪比及带宽的关系，描述了通信行业的信息传播效率和带
宽的关系。
3、梅特卡夫定律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描述了网络效应的价值——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
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晶体管发明

1946/47 1970 1980 1990 2000 2020

ARPANET

商用微处理器Intel 
4004面世

TCP/IP协议

Ethernet

MS-DOS
IBM-PC面世

Windows

美国信息高速公路

World Wide 
Web 免费开放

中国接入互联网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美国商务部
《浮现中的数字经济》

中国信息产业十五规划

云计算

iPhone
面世

中国网民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
•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 互联网人口数量超过30亿
• AlphaGo战胜人

Apple II面世
EN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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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的深度挖掘
和融合应用为主要
特征的智慧化，将
成为未来数字化的
主要标志

图 3：数字经济从底层变革全球经济

图 2：全球互联网渗透率迅速提高

资料来源：eMarketer、ITU、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10%

10%

30%

50%

70%

90%

埃
塞

俄
比

亚
布

基
纳

法
索

坦
桑

尼
亚

乌
干

达
加

纳
印

度
尼

日
利

亚
印

度
尼

西
亚

埃
及

肯
尼

亚
秘

鲁
越

南
泰

国
中

国
土

耳
其

巴
西

哥
伦

比
亚

菲
律

宾
南

非
意

大
利

墨
西

哥
葡

萄
牙

马
来

西
亚

俄
罗

斯
阿

根
廷

沙
特

阿
拉

伯
波

兰
智

利
西

班
牙

捷
克

澳
大

利
亚

新
加

坡
奥

地
利

法
国

比
利

时
新

西
兰

阿
联

酋
德

国
爱

尔
兰

加
拿

大
中

国
香

港
英

国
日

本
中

国
台

湾
美

国
瑞

典
瑞

士
芬

兰
荷

兰
挪

威
丹

麦
韩

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互联网渗透率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下一代移动网络技术的逐步

成熟和应用，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化，将成为未

来数字化的主要标志。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渗透日益深入，未

来经济发展的技术延展性不断增强，商业、产业、企业活动的边界不断拓展。

根植于新技术群落的全新经济系统 —— 数字经济跃上历史舞台。

数字经济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活动，并

对传统经济进行渗透补充和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不仅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补

充和融合，更是从底层进行的深刻变革，重塑全球经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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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具备三大特征：

（一）平台支撑

平台是数字经济的“新物种”。“云 - 网 - 端”替代“铁 - 公 - 机”，

成为全新的基础设施，创造了全新的商业环境。上一轮数字化浪潮，由公司

驱动，通过大规模的信息系统投资，完成了公司的数字化，大大提升了公司

运营效率与管理半径。平台的出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为个体、小微

企业提供可负担的、世界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最大程度地释放了个体、小微

企业的潜力。整个社会信息成本大幅度下降，公司信用不再和规模直接挂钩，

直接促成了大规模协作的形成。

（二）数据驱动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新能源”，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在上一轮信

息化浪潮中，业务流程高度数字化，数据在公司内部实现了高效采集与储存；

数据作为支持性工具，帮助公司实现全球业务可查、可控、可追溯。平台的

出现，使数据的流动与共享成为可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

了数据挖掘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从数据挖掘出发，颠覆原有商业模式，建

立全新的商业生态，成为新的发展路径。

（三）普惠共享

普惠共享是数字经济的“新价值”。“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特点，

实现了普惠科技、普惠金融和普惠贸易。在科技领域，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按

需服务业务形态，使得个人及各类企业可以用很低成本就轻松获得所需要的

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而不再需要购买昂贵的软硬件产品和网络设备。在

金融领域，以互联网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大数据信用评分模型，让更多的个体

享受到适合其各自风险特质的金融信贷服务。在贸易领域，各类贸易主体都

能参与全球贸易并从中获利，贸易秩序也将更加公平公正。

图 4：小微企业利用平台，分工合作，与大企业同台竞争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数字经济将从三方面重塑全球经济：

（一）创造新需求

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作用空前凸显。数字化的消费者是数字经济

的核心要素 —— 数据的生产者。数据承载了消费者的行为、态度、需求，

数据挖掘能够发现之前被隐藏的需求，甚至做到“比消费者更了解自己”，

平台的出现，为个体、
小微企业提供了可负
担的、世界级的基础
设施，最大程度地释
放了其潜力，最终将
实现每个人的数字化

单个小微企业无法与大企业竞争

大公司 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利用平台的技术、交易规则、数据、价值
链等基础设施，分工合作，与大企业同台竞争

平台上的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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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数字经济的普惠全球化

第一次全球化是国家推动的，无论是最初的地理大发现，还是以东印度

公司为代表的“国家公司”，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第二次全球化是跨国公

司推动的，6000 多家跨国公司主导了全球 80% 的贸易。下一轮全球化已经

启动，是由小企业、年轻人主导的，借助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实现更加普

惠、可持续的发展。沃尔玛和阿里巴巴就是后两次全球化的典型代表。

沃尔玛不仅仅是一个零售巨头，而且是一个 IT 巨头，它首次应用了扫

码枪，拥有自己的卫星，开发了最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每年投入上亿元的

IT 支出。但是，这些基础设施只供沃尔玛自己使用。这种资本和技术的不

断积累，是沃尔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阿里巴巴零售平台有上千万中小微企业 ——97% 的卖家在 5 人以内，

95% 的卖家初期投入在 3 万元以内。中小微企业没有沃尔玛的财力投资 IT

基础设施，服务半径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平台，致力于

为所有企业分享可负担的、世界级的商业基础设施，覆盖了交易、支付、物

流、云计算、市场营销等整个商业流程。企业的规模不再是服务全球消费者

的瓶颈。

2016 年，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年交易额首次超过 3万亿。达到这一目标，

阿里巴巴花了 13 年，而沃尔玛花了 54 年。近年来沃尔玛营业额增长速度放

慢，过去3年的复合增长率只有1%，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仍保持两位数增长。

展望未来，3万亿很可能是传统零售的瓶颈，而对于数字经济可能仅仅是起点。

开辟出巨大的新市场。据测算，中国消费者每 100 元的互联网消费中有 39%

属于新增消费。如果没有互联网零售，这部分新增消费是不存在的。

（二）创造新供给

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代表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塑造了新的生产关

系，并且不可逆转地从底层驱动制度和商业创新 —— 而这所有的基础设施

和制度安排构成了新商业供给。数字经济的新供给，具有普惠和包容的特性，

使用颠覆式技术手段解决了过去中小企业面临的资本、人才等瓶颈。

（三）创造全球大市场

数字经济已经具备技术手段实现人类千年以来的“全球大市场”梦想。

通过互联网推进全球普惠贸易，建设数字商业基础设施，已成全球共识。

中国提出的 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作为一种全新的

“全球大市场”尝试，被写入 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并受到包括 WTO、

World Economic Forum 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和外国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

2017 年 11 月，eWTP 倡议下的首个 eHub 在马来西亚正式启动。eHub 将为马

来西亚中小微企业，提供电子商务、物流、云计算、移动支付和人才培训等

基础设施服务。同时，eWTP倡议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经济论坛（WEF）

共同提出了“赋能电子商务”（Enabling E-commerce）合作。

下一轮全球化已经
启动，由小企业、
年轻人主导，借助
数字经济的基础设
施，实现更加普惠、
可持续的发展





 •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五大因素来衡量：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消费者、数字产业生态、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科研。

 •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知识型经济，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

发达国家具备更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科研储备，消费者和

企业使用信息技术的成本更低，经验更丰富，数字经济整体发

展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基础设施

薄弱是普遍存在的瓶颈。

 • 中美两国，作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其数字经济发

展指数，远远超过了其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数字经济跨

越式发展的两条典型路径。

第二章

数字经济驱动因素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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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经济驱动因素与发展路径

·五大因素刻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性技术，对社会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其影

响是长期和颠覆性的。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五大因素来衡

量：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是根植于数字基础设施之上的。数字基础设施

对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 —— 数据，进行收集、储存、传输、分析、应用，

为数字产业生态提供技术保障和实现手段。数字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价

格，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高度。

数字消费者：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空前凸

显。数字化的消费者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 —— 数据的生产者。当消费者

数量增长时，网络价值将发生指数级的增长。同时，数字技术对消费者生活

渗透程度，也将影响宏观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产业生态：技术的进程，决定了商业的边界。数字经济全新商业模

式的体量是衡量数字产业生态的重要维度。不同于传统商业生态，数字产业

生态高频创新、激烈竞争。初创企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巨头，是衡

量数字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数字公共服务：政府需要借助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的消费者、数字化的

商业生态对话与互动。此外，政府需要调整治理规则，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科研：数字经济是知识型经济，高质量的科研产出是数字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消费者、数字产业生态、数字公共服务、数字

科研五大因素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可以对一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体发展

水平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判断。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
通用性技术，对社会
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渗
透，其影响是长期和
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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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图 5：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结构

一级指数 权重 二级指数 权重

数字基础设施 20%

互联网渗透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

平均网速

移动电话消费能力指数

移动流量消费能力指数

20%

20%

20%

20%

20%

数字消费者 20%

社交网络渗透率

网购渗透率

移动支付渗透率

30%

30%

40%

数字产业生态 20%

企业新技术吸收水平

独角兽数量

数字产业生态发展水平

30%

30%

40%

数字公共服务 20%

在线服务覆盖水平 100%

数字科研 20%

ICT 专利数量

数学、计算机科学高引用论文指数

50%

50%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 GDP 高度相关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知识型经济，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基于

150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人均 GDP 高度相关。

总体来讲，发达国家具备更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科研储备，消费者和企

业使用信息技术的成本更低，经验更丰富，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发展

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是普遍存在的瓶颈。

基于150个国家和地
区的数据，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
人均GDP高度相关



18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图 7：中美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比较

图 6：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 GDP 高度相关

·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路径

数字经济存在跨越式发展的路径。中美两国，作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

典型代表，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远远超过了其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

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两条典型路径。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10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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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消费者

数字产业生态数字公共服务

数字科研

美国 中国

（对数）

中美是数字经济跨
越式发展的两条典
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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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路径：高频创新 -产品全球化

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一，其高频创新-产品全球化路径，

帮助其数字经济发展超越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数字科研和数字产业生态分

指数均排名全球第一，其信息技术领域基础性研究、应用型专利、技术的商

业转化能力均全球领先。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商业化以来，全球主要

的技术、商业创新，几乎都是从美国开始的。数字技术进一步打破了距离、

空间、时间的限制，美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被放大至极致。截至2017年 6月，

Facebook 的月活用户已超过 20 亿，服务了全球 27% 的人口，这是传统跨国

公司难以企及的。在全球十大互联网科技公司中，美国独占七席。

作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美国的产业发展成熟、基础设施配套完

善，数字技术带来全社会有序的、渐进的改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

数字经济发展是互联网巨头和传统行业巨头双轮驱动的。传统行业巨头经过

几十年持续的信息管理系统投资，积累了很强的数字能力，在消费者洞察等

特定领域甚至领先互联网公司。 

中国路径：用户数字化 -产业生态化

中国的人均 GDP 名列全球第 64，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

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用户数字化 - 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道路。中国拥有独特

的数字消费者群体，不仅仅是消费者数量庞大，各种数字应用渗透率都位居

世界前列，数字消费者指数排名全球第一；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使得长尾市

场的定制化需求得以生长，各互联网公司尽力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变的需

求；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采用了独特的生态战略，全场景与消费者沟通，使用

社会化的方式完成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数字产业生态排名全球第二；

中国的总体科研水平并不突出，但是在数字经济相关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领域，依托海量数字化消费者的独特场景，实现了快速发展。

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部分行业成熟度较低，许多需求无法被传

统行业满足。数字经济提供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直击消费者痛点，从而得

到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例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典型的两个行业——电

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均得益于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在很短的时间内飞速

成长。

案例：西学东渐的共享单车

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最近被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其中三

项都是典型的数字经济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新四大发明，都是源自西方，而

在中国发扬光大，折射出中国、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

纽约共享单车

北京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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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上世纪 60 年代起源于欧洲，截至 2014 年，已经在全球 700 多

个城市落地，保有量超过 80 万辆。Citi Bike 成立于 2013 年，在纽约和新

泽西两地，运营12000辆单车和 750个停车站，是全美最大的共享单车系统。

Citi Bike 不接受政府资助，花旗集团作为核心赞助商，每年支付 4100 万

美元，换取车身广告权。Citi Bike使用信用卡支付系统，车辆均为有桩单车，

取还必须在停车站进行。

2007 年，共享单车进入中国，以政府运营为主，车辆均为有桩单车。

2014 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无桩单车出现，以摩拜、ofo 为代表的共

享单车运行商大批出现。2017 年，ofo 的单车保有量超过 1000 万，月活用

户超过 7000 万，日订单突破 3200 万，成为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平台。无桩

单车用户扫描单车二维码，即可解锁用车，随取随用，随时随地。

Citi Bike 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 —— 对停车站进行数字化

升级，使得消费者通过手机查询车辆位置、自动化取还车辆，借助信用卡系

统完成服务支付，通过第三方赞助补贴运营成本，最终提升公共服务的数量

和质量。中国的共享单车存量小，没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利用全新的移动支

付、GPS 定位等手段，颠覆了共享单车的运营模式，将公共服务变成了可持

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21

图 8：纽约、北京共享单车运营模式比较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对比中美两国的共享单车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渐进式改进和中

国颠覆式创新的两条发展路径。

支付

停放

价格

成本

信用卡 二维码

固定停车桩 四海为家

变速车 普通单车

3美元/半小时

车辆损坏或丢失，赔偿1200美元

0-1元/小时，

0-299元押金

信用卡+POS系统

传统工业经济的新阵地

渐进式创新

二维码+移动互联网+数据

全新的开放共享的经济体系

颠覆式创新

创新





 • 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活动架构在物理基础设施之上，如铁路、

公路、机场。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世

界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世界各国发展

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

 • 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带来了全球数据量爆炸式增长。IDC预测，

2025 年预计将创建 163ZB 的数据 (1ZB 等于 1 万亿 GB)，相当于

2016 年所产生 16.1ZB 数据的十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将迎来

下一场“云 - 网 - 端”变革。

第三章

数字基础设施 —— 变革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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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基础设施 —— 变革在即

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活动架构在物理基础设施之上，如铁路、公路、

机场。1998 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以计算机、互联

网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对世界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截至 2017 年，全球互联网人口超过 40 亿，占全球人口的 53%。全球约 2/3

人口已经拥有手机，且超过半数为“智能型”设备。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成

为世界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

·发达国家引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从网络接入的覆盖、速度、网络使用的可负担水平来

衡量。由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较大、周期较长，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排名前

20 的国家中，75% 均为发达国家。

案例：韩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经验

韩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排名第一，其信息化建设模式得到国际上的

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可借鉴的成功模式。韩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有三

个特点：

智慧城市建设助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早在 2006 年，韩国信息通信部就确定了“U-Korea”战略总体规划，希

望把韩国建设成智能社会。随后，韩国又推出了“U-City”综合计划与“智

慧首尔 2015”规划，两者皆是实施“U-Korea”战略的具体体现，智慧城市

建设上升至了国家战略层面。韩国希望通过这些战略，以无线传感器及网络

为基础，完成无所不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把韩国所有的资源数字化、网络

化、可视化、智能化，打造绿色、无缝移动连接的智慧型城市。

以松岛新城为例，作为韩国政府“U-City”计划五大示范城市之一，松

岛新城拥有各种高科技基础设施，高标准、高带宽的网络已经覆盖整座城市，

无线网络、光纤和远程呈现遍布各处，市内信息系统紧密相连，在每条街道、

每条马路、每个建筑物中都安装有传感器，监视着岛内从温度到交通状况的

任何数据，其基础设施运用还包括：完全自动的建筑、智能租车、智能电网、

垃圾处理系统、社区互联以及IT 服务外包、云计算与云存储等数据中心服务、

公共信息发布与服务、智能标杆等。

物联网规划扩大网络基础设施应用范围

2014年5 月，韩国政府出台了《物联网基本规划》（以下简称为《规划》）。

《规划》中，韩国政府提出了成为“超联数字革命领先国家”的战略远景，

计划提升相关软件、设备、零件、传感器等技术竞争力，并重点培育智能传

感器产业，确立国内智能传感器核心技术及商用化技术，特别是应用于主力

产业及物联网产业的尖端传感器技术。

投资互联网基础设
施成为世界各国发
展数字经济的重要
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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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 5G 技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升级

2018 年 2 月 9-25 日在韩国平昌举办的第 23 届冬季奥运会，由韩国电

信全程提供 5G 服务，这是全球第一张大范围 5G 无线网络，也是全球首个准

商用 5G 服务。此前，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在 1 月 11 日召开的 5G 专题会议

上表示，政府希望韩国能够率先在 2019 年 3 月推出全球首例 5G 服务，更早

部署 5G 网络，这将是工业 4.0 的基础。2018 年包括韩国电信在内的三家运

营商预计将投入超过10万亿韩元 (约609.5亿人民币) 用于5G网络的部署。

这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互联网平均网速，进而增强互联网渗透率，促使数字

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的全面升级。

·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变革在即

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带来了全球数据量爆炸式增长。IDC 预测，2025

年预计将创建 163ZB 的数据 (1ZB 等于 1 万亿 GB)，相当于 2016 年所产生

16.1ZB数据的十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也迎来了下一场“云-网 -端”变革。

云：作为在线数据的存储、处理、分析的主要技术，经历近10年的发展，

其成本、效率优势已经逐渐成为创新的后端技术基石。小企业、大企业、政

府和金融行业都纷纷拥抱云计算服务，云已经成为普惠科技的代名词。

网：作为数据传输的基础设施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进步是用户端体验

的关键。将于2020年推向市场的5G网络不仅将进一步提升用户的网络体验，

同时还将满足未来万物互联的应用需求，能够满足消费者对虚拟现实、超高

清视频等更高的网络体验需求。

端：过去 20 年发展的端主要是手机、电脑以及手机端的 app，并带来

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未来物联网智能终端的多样性以及工业设备的智能化，

会为万物互联网奠定“物物在线”的基础，也会成为未来“数据核爆”的最

重要因素。传感器技术、标签技术、控制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物联网操作

系统等技术及标准的统一将会成为发展的关键。低功耗内存和电源的物联网

操作系统是重要方向，不同物联网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技术变得格外重要。

同时，伴随着端的智能化水平提升，边缘计算与云计算可能成为并行发展的

趋势，边缘计算会赋能端设备更强的智慧，形成互联、智能到自动自主的三

个发展阶段。

IDC 预测，2025 年
预计将创建 163ZB
的数据 (1ZB 等于
1 万亿 GB)，相当
于 2016 年所产生
16.1ZB 数 据 的 十
倍，全球数字基础
设施也迎来了下一
场“云 - 网 - 端”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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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变革城市管理基础设施

2016 年 10 月的云栖大会上，杭州市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城市大脑计划。

城市大脑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

力来处理丰富的城市数据资源，实现对城市进行全局的即时分析，帮助有效

调配公共资源。

城市数据大脑是建立在已有的城市信息系统之上的一个神经中枢，是数

字经济下城市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城市大脑，每两分钟对全城的交通体征

进行一次 CT 的“体检”扫描，从不同的切片维度，提取和处理海量数据，

变成人类可以识别的“信息”，成为交通治理决策的数据基础。

杭州城市大脑接管了 128 个信号灯路口，摄像头和信号灯实现了对话，

试点区域车辆通行速度提升 11%，通行时间减少 15.3%，高架道路出行时间

节省 4.6 分钟。在主城区城市大脑对交通事件进行智能报警，日均事件报警

数达 500 次以上，准确率达 92%，大大提高了执法指向性。智能大脑让交通

信号灯听到救护车的呼唤，创新实现了 120 救护车等特种车辆的优先调度， 

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时间缩短一半。

图 9：杭州城市大脑颠覆式变革城市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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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里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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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调配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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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排名（1-50）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1 韩国 0.871 26 以色列 0.741

2 挪威 0.834 27 加拿大 0.739

3 瑞典 0.828 28 西班牙 0.739

4 瑞士 0.826 29 匈牙利 0.738

5 丹麦 0.820 30 斯洛伐克 0.737

6 日本 0.819 31 泰国 0.732

7 新加坡 0.815 32 波兰 0.729

8 芬兰 0.815 33 马耳他 0.725

9 阿联酋 0.811 34 冰岛 0.725

10 巴林 0.792 35 澳大利亚 0.724

11 英国 0.790 36 斯洛文尼亚 0.721

12 奥地利 0.790 37 马来西亚 0.715

13 卡塔尔 0.787 38 罗马尼亚 0.711

14 荷兰 0.786 39 法国 0.709

15 德国 0.774 40 黑山 0.703

16 卢森堡 0.771 41 保加利亚 0.702

17 拉脱维亚 0.769 42 科威特 0.701

18 美国 0.765 43 乌拉圭 0.700

19 新西兰 0.765 44 葡萄牙 0.699

20 爱沙尼亚 0.759 45 沙特阿拉伯 0.697

21 比利时 0.758 46 文莱 0.694

22 立陶宛 0.753 47 意大利 0.693

23 捷克 0.747 48 塞浦路斯 0.689

24 俄罗斯 0.744 49 哥斯达黎加 0.682

25 爱尔兰 0.743 50 阿根廷 0.681





 • 在工业经济时代，如果一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以及较

低的劳动力成本，就具备了劳动力红利，是一国竞争力，特别

是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而对于数字经济，数字消费者的

数量以及成熟度，则成为了核心竞争力。

 • 个体力量的崛起是数字经济的独特景观。“如果说全球化 1.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 2.0 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

全球化3.0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

第四章

数字消费者 ——

从劳动力红利到数字消费者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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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消费者 ——
       从劳动力红利到数字消费者红利

·数字消费者——全球化 3.0 的独特竞争力

在工业经济时代，如果一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以及较低的劳动

力成本，就具备了劳动力红利，是一国竞争力，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

指标。而对于数字经济，数字消费者的数量以及成熟度，则成为了核心竞争力。

在数字经济中，市场将高度饱和，企业不得不从大规模生产转向生产

高度定制化的产品，消费者将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环节中来，生产者

和消费者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从而发生从消费者（consumer）到产消者

（prosumer）的转变。而消费者数字化则是这一转变的前提。

数字消费者是数据产生的源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足迹的数

字镜像将越来越完整。数字消费者产生的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数字技术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架构在消费者数据的基础之上，数据的数量

和活性直接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程度。

网络则是数字消费者力量的放大器。梅特卡夫法则指出，网络价值以用

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如果从网民人口数量的角度考量，世界将呈现全

新的格局。虽然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其网民人口的数量已经比肩

发达国家。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潜力十分巨大。

个体力量的崛起是数字经济的独特景观。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

书中指出：“如果说全球化 1.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 2.0 的主要

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 3.0 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

争……全世界的人们马上开始觉醒，意识到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可

以作为个体走向全球；他们要与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个人进行竞争，同时有更

多的机会与之进行合作。”

·消费者数字化 —— 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机遇

消费习惯和人口结构是影响消费者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发达国

家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移动终端的普及率较高，其原有商业基础设施较

完善，数字化的新渠道、解决方案对于消费者体验提升有限，数字应用的发

展速度反而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另一个优势在于人口年龄结

构较轻，消费习惯较容易改变，随着其进入主力消费年龄，数字化生活自然

而然地迅速普及。

数字消费者产生的
数据是数字经济最
重要的生产要素，
数字技术以及商业
模式的创新都架构
在消费者数据的基
础之上，数据的数
量和活性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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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数字消费者分指数中排名全球第五，而中

国排名全球第一。中国数字消费者无论是传统的社交、

电商应用，以及新兴的移动支付应用，中国均位居全

球前列。在美国，电子商务用户渗透率达到 50% 用了

14 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 9 年时间。2010 年左右，

中美开始网络视频、移动支付、实时通讯和移动出行

的快速发展，中国用了 5 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了 50% 的

用户渗透率，而美国至今仍未达到这一水平。在数字

基础设施分指数排名 60 名之后的巴西和墨西哥，在

数字消费者分指数位列 14 和 19。

数字消费者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商业体系、

信用体系的抓手。以电商为例，买家与卖家是远隔千

里的陌生人，电商平台提供的交易、支付、物流体系

撮合交易发生与商品交付，整个链条进行数字化记录，

是隐性的履约约束。随着数字交易的不断累积，信用

数据不断完善，数字商业活动不断拓展，数字消费者

参与率也不断提高。以印度为例，截止2017年2月份，

印度仅有 2910 万张信用卡，而印度最大的移动支付

公司 Paytm 用户数已超过 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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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新零售”挖掘数字消费者红利

2017 年，新零售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其核心理念是

线上、线下和物流的结合，数据驱动的人、货、场的重构。新零售的核心是

基于从以商品为核心到以内容为核心的消费洞察重构，触发企业内部的组织、

职能重构。具体来说，“人”从原先的单纯消费者，向消费者及合作生产者

的角色转变；“货”从原来的商品的概念，向全方位的消费过程及体验转变；

“场”从原先的线上、线下零售终端，向泛零售、更加场景化转变。

在新零售的范畴里，消费需求、消费场景和商品产出都演变得更加分散

化。商品产出不再是从 B 端到 C 端的大规模生产，而是去中心化后的消费者

主导，更加定制化从而契合日新月异的个性化需求。

随着新零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和新技术将赋能供应链升级，并将最终

形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数字化闭环。服装业作为互联网零售的第一大品类，

也将迎来商业、运营模式乃至组织模式的重大转型升级。传统服装行业正在

经历巨变，其行业复杂度在新零售变革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创造性，在

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其他相关行业的变革。

服装行业的领先者从六个方面探索如何拥抱新零售：（1）全域营销，

在客户旅程中增加品牌与消费者的触点，延伸对消费者售前售后的运营，创

造客户增量、提升客户价值；（2）大数据驱动研发，以大数据预测潮流趋

势和消费者诉求，为产品研发创新注入新的活力；（3）共创供应链，构建

供应链网络，通过实时而完整的数据流提升供应链效率、进一步实现敏捷化

与柔性化；（4）全渠道融合，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全渠道闭环，加速渠道

间供应链整合以实现无缝式的跨渠道体验；（5）智慧门店，实体店面智慧

化升级，一方面提升消费者体验从而促进销售，另一方面以新技术降低运营

成本；（6）品牌大数据，数据资产涉及到客户体验到供应链的全场景和全链路，

进行数据整合、分析、应用和增值，赋能运营和决策。例如，拉夏贝尔通过

完善品牌线上线下融合，与天猫展开深度合作，打造新零售体系 4。  

中国的核心零售渠道之一即是电子商务，约 77% 的受访者将其视为最喜

爱的休闲活动5。以天猫为代表的中国电商平台正成为新零售商业基础设施，

为品牌商提供了打开数字消费者金矿的钥匙。品牌商在注重满足消费者显性

需求的同时，也将通过大数据驱动的行为分析等各类更加有效的方法、发现

消费者的隐性需求；伴随各类应运而生的新式消费场景，让消费者得到良好

体验的同时，购买到心仪的商品。

4、请参见毕马威《新零售赋能服装业—互联网第一大品类的魅力变革》
5、请参见毕马威《中国的网购消费者—“千禧一代”的崛起》

随着新零售时代的
到来，大数据和新
技术将赋能供应链
升级，并将最终形
成以消费者为中心
的数字化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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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消费者分指数排名（1-50）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1 中国 0.816 26 西班牙 0.574

2 韩国 0.795 27 中国台湾 0.554

3 英国 0.781 28 土耳其 0.543

4 新加坡 0.779 29 意大利 0.541

5 美国 0.769 30 波兰 0.533

6 丹麦 0.762 31 印度 0.518

7 挪威 0.751 32 南非 0.506

8 瑞典 0.730 33 泰国 0.474

9 荷兰 0.698 34 马来西亚 0.433

10 新西兰 0.680 35 俄罗斯 0.425

11 澳大利亚 0.665 36 菲律宾 0.408

12 芬兰 0.663 37 越南 0.398

13 加拿大 0.654 38 冰岛 0.384

14 巴西 0.649 39 马耳他 0.380

15 比利时 0.644 40 塞浦路斯 0.357

16 德国 0.643 41 乌拉圭 0.338

17 瑞士 0.639 42 文莱 0.324

18 奥地利 0.632 43 智利 0.324

19 墨西哥 0.629 44 爱尔兰 0.318

20 中国香港 0.624 45 葡萄牙 0.317

21 日本 0.605 46 匈牙利 0.308

22 法国 0.599 47 格鲁吉亚 0.307

23 阿根廷 0.596 48 卢森堡 0.305

24 秘鲁 0.584 49 哥斯达黎加 0.300

25 印度尼西亚 0.578 50 阿联酋 0.300





 • 摩尔定律揭示了，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 18-24 个

月会提升一倍。高频的技术创新，导致商业竞争异常激烈。互

联网商业化后的短短 20 年，商业模式已经历多轮迭代。1995

年全球市值最高的 5 家互联网公司，如今仅有苹果仍在榜内。

在美国，初创企业达到 10 亿美元估值的平均时间为 7 年，在中

国这一时间更是缩短至 4 年。

 • 高频创新、残酷淘汰的市场环境，意味着企业需要树立新的竞

争观。经典的波特五力模型，强调企业间的竞争关系，通过夺

取对手的份额来占有更大的资源和市场。数字经济发展，则强

调创新、分享、共赢，通过不断颠覆式自我革新，创造式地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开放合作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不断的开发和

创新来增大容量。

第五章

数字产业生态 —— 高频创新，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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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产业生态 —— 高频创新，激烈竞争

大数据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催生出生机勃勃的数字产业生态。首

先，数字化行业的规模已经举足轻重。全球 10% 的消费品零售已经转向互联

网，全球 40% 的广告支出转向数字渠道。第二，传统行业开始拥抱互联网、

数字技术，从战略的高度落实数字化转型。第三，互联网科技初创公司飞速

成长。

美国、中国在数字产业生态分指数中排名全球前二。两国拥有全球最多

的独角兽企业，高度发达的数字化产业，企业对新技术抱有积极的态度。

·从工业经济时代的线性增长，到数字经济时代的指数增长

过去的 100 多年是“大西洋时代”，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带领全球

走进工业时代。2013 年，全球十大市值公司中，7 家是工业时代典型的跨国

公司，9 家位于美国，1 家位于欧洲。而就在短短 5 年之后，世界进入“太

平洋时代”，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引领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2018年，

全球十大市值公司中，7家是互联网科技公司，8家位于美国，2家位于中国。

进一步对比数字经济公司和传统跨国公司，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

全球十大科技互联网“数字经济体”市值高达 4.5 万亿美元，而十大传统跨

国公司仅有 2.9万亿美元。更令人吃惊的是，十大科技互联网“数字经济体”

的平均年龄仅有 22 岁，而十大传统跨国公司为 129 岁。“22 岁的小伙子超

过了 129 岁的老司机”。

案例：太平洋时代的新物种 —— 数字经济体

在互联网的网络效应下，一些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已经触及到了全

球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和领域。在自身规模、分工协作、价值创造、规则发育

等多个方面，都已经超出了过去“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范畴。“在线经济

体”、“互联网经济体”、“数字经济体”等多个对这种新型组织形态的新

称谓，也由此应时而生。

跨国公司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商业组织，参与人数可达百万人。而数字经

济体将这一规模扩大了十倍。以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为例，上千万中小微商家

在平台上合作竞争、社会化协作，使用统一的第三方交易、支付、物流、信

用等商业基础设施服务，最终完成商品或服务的交付。

传统的跨国公司普遍采取金字塔制的组织形式，公司由上至下形成了严

密的系统体制，每个雇员在授权的范围内完成工作。而数字经济体则采用“云

端制”的组织方式。大量自主小前端、大规模支撑平台、多元生态体系以及

自下而上的内部创业精神。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小的自主型前端，在被赋予自

主权的同时，也承担全部或部分盈亏。大规模支撑平台建立标准且简洁易用

的界面，使每个职能模块化；形成资源池，便于资源共享；根据业务发展需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全球十大科
技互联网“数字经
济体”市值高达4.5
万亿美元，而十大
传统跨国公司仅有
2.9 万亿美元。十
大科技互联网“数
字经济体”的平均
年龄仅有 22 岁，
而十大传统跨国公
司为 12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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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商业组织规模演进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 

百人 千人 百万人 千万人

工场 工厂 跨国公司 数字经济体

参与者人数

图 11：数字经济高频创新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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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形成新特色及新能力，如大数据分析、机器深度学习和创新辞典等。借

力生态体系，使体系内的企业能够互相影响，协同治理，相互合作，进而为

创造更大的价值提供可能性。

·数字产业生态高频创新，残酷淘汰

数字经济技术更新的速度远超工业经济时代。摩尔定律揭示了，每一美

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 18-24 个月会提升一倍。基因技术迭代的速度更

是高达摩尔定律的三倍。

高频的技术创新，导致商业竞争异常激烈。互联网商业化后的短短20年，

商业模式已经历多轮迭代。1995 年全球市值最高的 5 家互联网公司，如今

仅有苹果仍在榜内。在美国，初创企业达到10亿美元估值的平均时间为7年，

在中国这一时间更是缩短至 4年。

高频创新、残酷淘汰的市场环境，意味着企业需要树立新的竞争观。经

典的波特五力模型，强调企业间的竞争关系，通过夺取对手的份额来占有更

大的资源和市场。数字经济发展，则强调创新、分享、共赢，通过不断颠覆

式自我革新，创造式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开放合作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不

断的开发和创新来增大容量。

工业经济的变革速度慢，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丧失创新的动力，甚至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创新是数字经济参与者生存的基石，规模的优势在快速

颠覆式变革的面前不堪一击。

工业经济的变革速
度慢，企业规模越
大，越容易丧失创
新的动力，甚至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
创新是数字经济参
与者生存的基石，
规模的优势在快速
颠覆式变革的面前
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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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产业生态分指数排名（1-50）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1 美国 0.791 26 马耳他 0.361

2 中国 0.742 27 捷克 0.361

3 英国 0.654 28 新加坡 0.351

4 挪威 0.552 29 卡塔尔 0.346

5 丹麦 0.551 30 斯洛文尼亚 0.341

6 新西兰 0.501 31 阿塞拜疆 0.341

7 瑞典 0.497 32 法国 0.339

8 澳大利亚 0.475 33 斯洛伐克 0.332

9 荷兰 0.469 34 巴林 0.319

10 瑞士 0.467 35 沙特阿拉伯 0.319

11 芬兰 0.461 36 波兰 0.314

12 爱尔兰 0.450 37 塞浦路斯 0.306

13 加拿大 0.437 38 保加利亚 0.306

14 冰岛 0.429 39 约旦 0.302

15 德国 0.420 40 拉脱维亚 0.297

16 奥地利 0.418 41 阿尔巴尼亚 0.297

17 卢森堡 0.414 42 俄罗斯 0.294

18 比利时 0.409 43 中国香港 0.294

19 以色列 0.398 44 黑山 0.288

20 中国台湾 0.385 45 希腊 0.288

21 日本 0.383 46 亚美尼亚 0.288

22 爱沙尼亚 0.376 47 乌克兰 0.288

23 立陶宛 0.376 48 马来西亚 0.286

24 阿联酋 0.375 49 西班牙 0.284

25 葡萄牙 0.367 50 阿曼 0.284





 • 数字技术不仅仅能为企业创造新的商业机会，更是政府提升服

务效率、创造社会福利的抓手。社会治理本身就具备大数据的

特性，提升治理过程的数字化程度，运用更多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工具，能大大提升工作的细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降低管理的成本，更有利于服务能力从事中事后响应到事前预

判的升级。

 • 每次重大技术革命，不仅仅会推动经济体量变大、发展速度加快，

还会引发经济组织方式的变革，迫切需要包括法规、政策在内

的治理环境及时升级。

第六章

数字公共服务 —— 促增长，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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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字公共服务 —— 促增长，创福利

面对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消费者与数字产业生态，政府需要提升

自身数字化服务能力，采用新的治理理念和方法来应对这种颠覆式变革。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创造社会福利

数字技术不仅仅能为企业创造新的商业机会，更是政府提升服务效率、

创造社会福利的抓手。社会治理本身就具备大数据的特性，提升治理过程的

数字化程度，运用更多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具，能大大提升工作的

细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降低管理的成本，更有利于服务能力从事中事后

响应到事前预判的升级。

案例：使用数字技术完善药品追溯体系

中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始于2008年，是药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先期探索。

通过“十二五”期间推行药品电子监管，我国“覆盖全品种、全链条的药品

追溯体系正在建立。截至 2016 年 1 月底，99% 的在产药品实现了赋码，日

均赋码量约 1.4 亿条；95% 的生产到批发药品交易量实现了扫码；日均药品

电子监管码的查询量约 8万次。

各级地方政府利用药品电子监管码，大大便利了日常监管工作。金华市

人力社保局联合市药监部门，利用一物一码原理的“药品电子监管码”，对

市区 70 余家医保定点药店开展医保药品鉴证核查工作，阿里健康为这个试

点提供了持续的核心技术支持。通过近一年的运行情况来看，“虚假出售药

品”、“药品串换销售”现象已基本被杜绝，“回流药品”和“一药两卖”

等现象大为减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欧盟全境（FMD, 2011）与美国联邦层面（DSCSA, 2013）的现行药品追

溯体系建设起步比中国略晚，但一些欧盟成员国政府及美国州政府在此之前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已在通过本国本州法律法规对药品追溯进行要求。FMD 与

DSCSA 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希望在同一经济体内施

行统一要求，以降低企业合规成本的诉求。然而，即便是在统一要求和选择

了国际通用标准的情况下，FMD 与 DSCSA 的实施进度也不容乐观。截至 2016

年 12 月，在需要与欧盟药品验证系统对接的企业中，约 2500 家生产企业中

仅有不足 100 家已经启动对接工作，约 32 个成员国监管机构中仅有 1/3 进

行了对接。当时距 FMD 公布已过去近 5 年半，距 FMD 法定完成时间的 2019

年 2 月仅剩两年零 2 个月。DSCSA 的实施也是一波三折，在屡次推迟对法案

中交易伙伴间记录要求的执法日期后，美国 FDA 于今年 6 月 30 日又宣布对

法案中生产企业药品序列化要求推迟执法一年。依照目前所见的速度，欧盟

与美国很可能都还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类似于中国“十二五”时期取得

的成果。

社会治理本身就具
备大数据的特性，
提升治理过程的数
字化程度，能大大
提升工作的细致
性、准确性和时效
性，降低管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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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重大技术革命，不仅仅会推动经济体量变大、速度加快，还会引发

经济组织方式的变革，迫切需要包括法规、政策在内的治理环境及时升级。

案例：英国政府以身作则，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作为全球数字化政府建设中的佼佼者，英国政府执行了强有力的数字转

型战略，旨在提供世界一流、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提高管理效率，推

动经济发展。英国是较早实施数字化战略的国家，为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做

了很多努力，也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英国于 2012 年颁布《政府数字化战略》、2014 年实施《政府数字包容

战略》、2015年启动“数字政府即平台”计划，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助推英国政府获得 2016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评估第一名，成为全球表现

最为卓越的数字政府。

图 12：2008-2016 年英国政府数字服务的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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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stat、阿里研究院、毕马威

英国政府执行了强
有力的数字转型战
略，旨在提供世界
一流、以民众为中
心的公共服务，提
高管理效率，推动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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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5 年（2012-2016）的发展，英国公众对政府数字服务的认知和使

用习惯都取得了长足进步。2016 年，英国成年人中使用互联网与政府进行

互动的比例达到 53%，比 2008 年提升 13 个百分点；获取信息的比例提高至

42%；在互联网上提交填写好的表格的比例提升最快，达到 34%，比 2008 年

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英国电子政务从简单的信息公开、提供基本互动（如

填写电子表格等），到具备完整的在线办理能力（如申请和处理纳税申报、

社会福利、护照办理等），发展成对公共领域在线办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更

为深度的转型与改革。

英国数字政府战略之所以能落地执行，主要归功于 2011 年成立的政府

数字服务小组（GDS），这是内阁办公室专设的一个新团队。该小组作为一

个重要角色推动数字技术在英国政府的发展，使得数字技术对于政府转型

的重要性得以被广泛接受。该机构主要负责定制公众的数字服务，包括制定

默认数字服务标准，开发、运营统一的通用技术平台和门户网站 GOV.UK，

协助支持其他部门提高数字能力等。其中，GOV.UK 政府网站近年来得到持

续优化升级，在共享平台和组件、开放源代码、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积极成

效。未来几年，跨政府部门平台服务将成为 GDS 努力的重要方向，英国将利

用 GOV.UK 网站来实现跨政府部门边界的服务，包括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地

方政府服务和外包服务等。英国政府数字服务成为世界各国学习模仿的典范，

这也为实施新的数字政府转型战略奠定基础。

为继续保持在全球数字政府领域的领先地位，2017 年英国又出台了

《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2017 to 2020），旨在加快推进政府数字服务，强化“数字政府即平台”的

理念，促进跨政府部门建设共享平台，提高政府数字服务效能，改善民众与

政府之间的关系。该战略逐一列出了 2020 年之前英国政府转型需要达到的

水平状态，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措施，并对英国政府 2020 年以后的发展

远景进行了展望，包括到 2020 年实现 2500 万英国公民拥有 GOV.UK.Verify

在线身份识别，同时应用政府支付系统 GOV.UK Pay 和政府公告系统 GOV.UK 

Notify。

新的《政府转型战略》强调提升数据应用、分析和管理能力。数据是一

切在线服务的基础，是实现更高效能政府公共服务，满足民众需求的关键资

源，更好的开放、利用数据不仅是提高政府透明度的需要，而且是促进政府

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实现转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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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公共服务分指数排名（1-50）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1 英国 0.966 26 斯洛文尼亚 0.805

2 新加坡 0.965 27 中国台湾 0.800

3 爱沙尼亚 0.939 28 巴林 0.789

4 阿联酋 0.924 29 葡萄牙 0.785

5 芬兰 0.915 30 马耳他 0.785

6 加拿大 0.909 31 爱尔兰 0.778

7 美国 0.905 32 哈萨克斯坦 0.761

8 新西兰 0.900 33 意大利 0.759

9 法国 0.899 34 智利 0.756

10 荷兰 0.896 35 墨西哥 0.752

11 韩国 0.896 36 冰岛 0.749

12 澳大利亚 0.888 37 阿塞拜疆 0.749

13 奥地利 0.882 38 中国 0.735

14 瑞典 0.862 39 比利时 0.733

15 挪威 0.857 40 哥伦比亚 0.730

16 卢森堡 0.851 41 沙特阿拉伯 0.725

17 日本 0.842 42 瑞士 0.720

18 西班牙 0.839 43 乌拉圭 0.718

19 中国香港 0.828 44 印度 0.717

20 德国 0.824 45 塞尔维亚 0.706

21 以色列 0.822 46 毛利塔尼亚 0.704

22 立陶宛 0.819 47 克罗地亚 0.697

23 卡塔尔 0.815 48 黑山 0.679

24 丹麦 0.812 49 俄罗斯 0.679

25 马来西亚 0.806 50 马其顿 0.677





 • 美国将领导前沿信息技术发展。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自动驾驶、AR/VR 等底层核心技术仍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

以色列在信息安全等个别领域也拥有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

 •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数字消费者大国，将领导应用信息技术

的发展。应用信息技术将与海量的数字消费者发生化学反应，

孵化颠覆式的商业模式，从而进一步反哺应用信息技术，以及

向基础信息技术的拓展。

 • 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制造大国，将领先制造数字化的发展。

第七章

数字科研 —— 发展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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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科研——发展之源

数字经济是知识型经济，信息技术基础及应用型研究是数字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美国基础、前沿性研究一直领先全球，在信息技术领域更

是表现突出，过去半个世纪重要的信息技术进展都源于美国或者与美国紧密

相关。虽然中国在整体科研水平在全球表现并不突出，但在数字科研分指数

排名全球第二。国家对于信息技术领域的长期大力投入密不可分。另外，中

国的数字消费者红利为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场景，中国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实现了超越。

·全球信息科技将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美国将领导前沿信息技术发展。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自动

驾驶、AR/VR 等底层核心技术仍将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美国公司也将因此

保持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以色列在信息安全等个别领域也拥有强大

的基础科研能力。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数字消费者大国，将领导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

应用信息技术将与海量的数字消费者发生化学反应，孵化颠覆式的商业模式，

从而进一步反哺应用信息技术，以及向基础信息技术的拓展。

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制造大国，将领先制造数字化的发展。其中，物

联网的研究和应用将颠覆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组织方式。

Israel

Taiwan

Korea
Japan

Shenzhen

HTC： VR                           
联发科：工业4.0、物联网
富士康：工业4.0、物联网
软银：云计算、 人工智能、 ARM芯片
日本Honda: ASIMO 机器人
日本发那科：（FANUC）工业机器人
德国库卡、瑞士ABB：工业机器人

产业协同：IOT/AI/VR 泛产业带 硬件和制造领域

Shanghai
Beijing

Bangalore

阿里巴巴 －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 
百度－大数据、人工智能
腾讯 － 云计算、VR
Tata Communications － 物联网网络
Flipkart－互联网平台
Cooey － 医疗物联网公司（IOT创新企业）
Oakter、Cube26 － 智能家居

市场：智能产品主战场 商业模式创新

Seattle

Silicon Valley

Amazon－云计算、大数据
Google － 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
AR/VR Facebook－大数据、人工智能
VR Microsoft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AR
IBM － 大数据、人工智能

SalesPredict－人工智能 Mobile Eye－自动驾驶
ReWalk－人工智能 Elbow Systems－无人机
DIY－人工智能 Precept －无人机视
Lumus－AR InfinityAR－AR

科技：前沿技术

Swizerland

Gemany

资料来源：阿里云研究中心

图 13：全球信息科技未来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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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未来泛互联网领域的重大技术趋势

1. 虚拟 / 增强现实 (VR/AR)

综合考虑技术、内容和应用三个层面，VR/AR 的

发展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未来将致力于突破消费级

VR/AR，实现其在工业、医疗、文化、娱乐等行业专

业化和大众化的示范应用。

2. 智能机器人

IDC 预测，2020 年机器人市场规模可达 13016 亿

元，其中工业机器人是目前商用场景中最主要的应用。

未来轻型、协作、智能型机器人将成为重点研发对象。

3. 人机自然交互

在人机自然交互技术中，语音交互目前最受关注

和应用最广，未来将致力于在语音交互技术方面有所

突破，实现其在智能车载、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等

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

4. 自动驾驶汽车

从国内外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美德引

领产业发展大潮，日本、韩国迅速觉醒，我国呈追赶

态势。未来 5-10 年将在完全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上加大投入。

5. 4D 打印

4D 打印技术目前在国内外都处于实验室和概念

验证阶段，未来 5-10 年实现在可编程或智能复合材

料方面的突破成为关键所在。

6. 大数据处理技术

目前国内外大数据处理技术普遍围绕大数据

收集、存储、管理、分析和展现来展开。以阿里云

Maxcompute 为代表的自主大数据处理技术在处理能

力和成本方面开始占据优势。未来 3-5 年将致力于推

动大数据处理技术向实时化、智能化等趋势的转变。

7.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 / 强化学习等机器学习算法的进步是人

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尚处于弱人工智能

阶段。未来 10-20 年中国将在 AI 加速芯片的研发上

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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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区块链

2015 年以来，区块链技术开始有了落地的进展，金融领域的数字货币

是区块链技术的典型应用。未来 5-10 年将致力于实现在区块链计算效率和

安全领域方面的突破。

9. 生物识别

目前脸部识别技术已经应用到很多场景之中，虹膜、声纹、眼纹成为值

得关注的新方向。未来 5-10 年将致力于提升生物识别的高准确率和高识别

度以及确保用户生物识别信息的隐私和安全。

10. 万物互联

据麦肯锡报告，全球物联网有望渗透的上下游应用市场规模将在 2025

年达到 3.9-11.1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的 11%。当前万物互联还处在初

级发展阶段，未来致力于在物联网的感知、网络、数据、智能、安全五个方

向有所突破。

11. 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的主要用途包括量子通信加密、超快的计算能力以及量子精密

测量等。目前国内外量子计算都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未来 10 年致力于研制

出能实现数百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

12. 大规模异构计算平台技术

目前异构计算平台主要是在数据中心或云端提供，未来会逐渐走向移动

端。未来 5-10 年将着力发展自主研发的异构计算芯片（ASIC/FPGA/GPU）,

并综合考虑性能、功耗等多层面问题。

 13. 安全技术

安全威胁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基于全网大数据分析的安全能力、智能

化水平和创建可信环境成为重要方向。未来 3-5 年将致力于推动云和物联网

安全核心技术研发的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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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科研分指数排名（1-50）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排名 国家 /地区名称 指数

1 美国 0.956 26 巴西 0.097

2 中国 0.686 27 波兰 0.092

3 日本 0.425 28 挪威 0.091

4 英国 0.277 29 葡萄牙 0.090

5 德国 0.274 30 俄罗斯 0.088

6 韩国 0.263 31 爱尔兰 0.084

7 法国 0.237 32 新西兰 0.083

8 加拿大 0.211 33 匈牙利 0.080

9 荷兰 0.178 34 伊朗 0.080

10 瑞典 0.174 35 墨西哥 0.073

11 意大利 0.172 36 捷克 0.072

12 瑞士 0.168 37 斯洛文尼亚 0.063

13 澳大利亚 0.167 38 南非 0.061

14 以色列 0.160 39 智利 0.061

15 西班牙 0.154 40 埃及 0.060

16 中国香港 0.145 41 沙特阿拉伯 0.059

17 比利时 0.136 42 马来西亚 0.056

18 新加坡 0.134 43 阿根廷 0.055

19 中国台湾 0.129 44 罗马尼亚 0.051

20 芬兰 0.123 45 斯洛伐克 0.048

21 印度 0.122 46 泰国 0.047

22 丹麦 0.117 47 巴基斯坦 0.045

23 奥地利 0.114 48 乌克兰 0.044

24 希腊 0.098 49 阿尔及利亚 0.044

25 土耳其 0.097 50 塞尔维亚 0.042





 •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发展与保守的对

立与摩擦，如大数据带来个人数据分享和保护的矛盾，跨境电

商带来个人国际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矛盾，自动驾驶带来与

传统交规、责任认定等方面的矛盾。

 • 在处理这些权利冲突、治理困境时，应当秉持促进创新、包容

发展、普惠共享的原则，使社会总成本最小化，总福利最大化。

第八章

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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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原则

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自然人成为数字经济重要参与者，需要进一步政策支持。数字经

济提供了以前所不具备的技术手段，如大数据、新的信用体系以及监管手段

的改变，为商业活动准入门槛的降低创造了条件，自然人因此可以获得以前

所不能具有的权利。首先，自然人获得开网店的权利；其次，自然人获得国

际贸易的权利。自然人在商事活动中获得的这两项基本权利，与目前的工商

和国际贸易管理方式、国际贸易规则等并不适应。

其次，数据权属不明确，流转困难。数据产生、收集、存储、加工、使

用于不同的主体，既有个人、企业，也有政府。数据只有充分利用，才能发

挥其价值，才能为个人、企业、社会带来福利。目前，数据权属的规范尚不

明确，数据的流转存在困难。

另外，信用体系建设和治理待完善。信用是数字经济的灵魂，没有新型

的信用体系，数字经济就无法发展起来。用更多元化的数据、覆盖更海量的

各类主体、提供与每一主体信用相匹配的精准服务，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信

用发展的现实。在此进程中，信用治理应特别注意两大问题：一是严格区分

作为软约束的信用惩戒和作为硬约束的行政处罚的边界，避免以失信惩戒之

名，行行政处罚之实；二是多方协同共治，严厉打击炒信等灰黑产业链，促

进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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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数字经济应当秉持五大发展原则：

促进创新。数字经济是创新经济，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没有创新，

就没有数字经济。创新带来了经济繁荣，创新提高了社会福利。数字经济要

进一步发展深化，必须依靠创新。

包容发展。数字经济是全新事物，发展轨迹没有前例可寻，发展过程中

一定会碰到弯路、岔路。应当坚持包容发展原则，给数字经济试错的机会，

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主体公平。小微企业、年轻人、妇女、普通个体，甚至残疾人，都应该

享受到和大企业同样的待遇。数字经济为实现更为普遍的公平提供了条件，

为长尾人群获得优质服务提供了可能。数字经济能够充分为小微企业、个人

参与经济活动赋能。

技术中立。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数字技术既可用于正当经济活

动，也可被非法利用。为促进数字经济这一新“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应坚

持技术中立原则。

福利最大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发展与保守

的对立与摩擦，如大数据带来个人数据分享和保护的矛盾，跨境电商带来个

人国际贸易与传统国际贸易的矛盾，自动驾驶带来与传统交规、责任认定等

方面的矛盾。在处理这些权利冲突、监管困境时，不应片面保护某一方的权利、

利益，而应考虑社会总成本、总福利，应使社会总成本最小化，总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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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指数编制与数据来源说明

全球数字经济指数编制涉及 150 个国家 5大类 16 个指标。政府在线服务水平指

标为 2016 年，其余指标均为 2017 年。所有原始数据在编入指数计算前，进行指数

化处理，数值位于0-1区间。标准化数据=（原数据-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

一级指数 权重 二级指数 权重 三级指数 权重 数据来源

数字基础设施 20%

互联网渗透率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

平均网速

移动电话消费能力指数

移动流量消费能力指数

20%

20%

20%

20%

20%

ITU

Akamai

ITU

ITU

ITU

数字消费者 20%

社交网络渗透率

网购渗透率

移动支付渗透率

30%

30%

40%

Internet World Stats、CNNIC

eMarketer、iResearch、Ipsos

Ipsos、ITU、iResearch、Visa、Capgemini

数字商业生态 20%

企业新技术吸收水平

独角兽数量

数字商业生态发展水平

30%

30%

40%

电商占社零比重

数字广告占广告总支出比重

50%

50%

World Economic Forum

Crunchbase

eMarketer、iResearch、Ipsos

eMarketer、TNS、Nielsen

数字公共服务 20%

在线服务覆盖水平 100% United Nations

数字教育科研 20%

ICT 专利数量

数学、计算机数学高引用论文指数

50%

50%

计算机高引用论文指数

数学高引用论文指数

50%

50%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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