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與經濟發展影響簡
析
國立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魏艾主稿

 「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具有建立中國大陸信息化發展政策平
台、電子政務和數字經濟發展成果展示平台，及數字中國建設理論
經驗和實踐交流平台等三大功能。

 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源。2017 年大陸數字經
濟規模達 27.2 兆元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 32.9
％，同比增長 2.6 個百分點，對 GDP 的貢獻接近 60％。

 大陸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已居世界第二，但其實質內涵與已開發國
家仍有相當落差，中共「十九大」所提出建立網路強國的發展目標，
仍面臨互聯網關鍵設施和大部份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困境。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市場經濟驅動和政府政策引導雙重影響下，
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不斷推陳出新，其快速發展超出預期，移
動支付、大數據、雲計算、
「互聯網+」等帶動產業革命與產品創新。
數字化已是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信息化的新戰略，涵蓋經濟、政治、
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信息化建設，在推動大陸經濟社會發展、
促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越來越重
要的作用。今（2018）年 4 月下旬中共在福建省福州市舉辦「首屆數字
中國建設峰會」
，展現網路信息建設的成果，相關部門亦提出今後各
領域的發展政策方向。然而，在繼續推進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
克服中國大陸核心技術缺失、創新力不強、監管體制不完善等問題，
將是網路信息建設能否順利推展，並成為大陸經濟社會發展動力的關
鍵所在。

（一）建設創新型國家下的數字經濟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數字中國建設便已是中國大陸重要的經
濟發展策略。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下，便
是要藉創新驅動發展策略，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核心技術取得重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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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自主創新能力全面增強，邁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2016 年 3 月）
。在拓展網路經濟

空間方面，則是要實施網路強國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推動信息
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動信息經濟發展壯大。在具體
科技領域項目上，主要為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纖網、構建無線寬帶網、
積極推進第五代移動通信（5G）研究，發展現代互聯網產業體系、實施
國家大數據戰略等。
「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和「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
，確
定了數字中國建設發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信息領域部份核心技術創
新突破，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研究加快，量子通信、
高性能計算取得重大突破；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建
成了全球最大固定光纖網路、4G 網路的發展目標（「『數字中國』進入快車道」
，
瞭望新聞周刊第 18 期，2018.4.30）
。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將「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
體經濟深度融合」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戰略與新方向（「決勝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上的報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10.28）
。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也強調，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
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
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著眼於數
字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和未來發展趨勢，打造中國數字經濟升級版勢在
必行（李勇堅，「壯大數字經濟的中國路徑」，瞭望新聞周刊第 17 期，2018.4.23）。
除了長期目標的設定外，數字經濟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經
濟調控政策的主要內容。今（2018）年 3 月「兩會」期間，大陸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群，實
施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發應用，在醫療、養老、
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
；發展智能產業，拓展智
能生活，建設智慧社會；運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大力改造提
升傳統產業；加大網路提速降費力度，實現高速寬帶城鄉全覆蓋，擴
大公共場所免費上網範圍，明顯降低家庭寬帶、企業寬帶和專線使用
費用，取消流量『漫遊』費，移動網路流量資費年內至少降低 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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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群眾和企業切實受益，為數字中國、網路強國建設加油助力」（李克
強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光明日報，2018.3.23）
。

（二）從「數字福建」到「數字中國建設」的發展
為貫徹中共「十九大」關於建設網路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
的發展策略和目標，「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於今（2018）4 月 21 至
23 日在福建福州舉行。峰會圍繞「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加快建設數
字中國」主題進行探討。在此一主題下，峰會設置主論壇以及智慧社
會、電子政務、數字經濟、數字海絲、新型智慧城市、數字福建、互
聯網等 8 個分論壇進行探討。根據中共設定的目標是要將此項峰會定
位為中國大陸信息化發展政策發佈平台、電子政務和數字經濟發展成
果展示平台、數字中國建設理論經驗和實踐交流平台。
這場屬中國大陸內部信息化領域高規格的盛會，有網路信息領域
政府部門代表、企業精英、專家學者共 800 多人出席。中國大陸互聯
網界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京東等悉數出席。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當今世界，信息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數
字化、網路化、智能化深入發展，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
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習近平強調，2000 年在福建工作時，作出
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部署，經過多年探索和實踐，福建在電子政務、數
字經濟、智慧社會等方面取得長足進展（「習近平：推動信息化更好造福社會造
福人民」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4.23）
。誠然的，從習近平在福建省省長任內率

先提出建設「數字福建」
，以福建省作為示範區，先行先試，並逐步
建設「數字中國」有其深切的意涵（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數字福建』
建設的重要啟示—習近平同志在福建推動信息化建設紀實」
，人民日報，2018.4.20）
。這期間，

中國大陸每一個人的生活細節都閃動著「互聯網+」
。手機支付寶、共
享單車、網購等已經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製造業、零售業、
旅遊業等傳統行業，也因「互聯網+」而煥發新的生機。
「互聯網+」已
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新引擎，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並創新方便
智能的政府業務，增加並提供新型教育服務和民生醫療照護。
以電子政務為例，根據大陸的統計，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國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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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在線服務用戶規模已達 4.85 億，全大陸超過七成政府網站建有政
務徵信，超過五成建有手機 APP；政務微博超過 17 萬個，2017 年發
博總數超過 8000 萬條；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全大陸有 364 個城市、
縣域透過支付寶為居民提供政務服務，服務種類達到 100 多項（「電子
政務與你『零距離』—看平台升級如何改善服務體驗」，人民日報，2018.5.17）
。

（三）數字經濟發展對大陸經濟增長的貢獻
大陸數字經濟規模由 2014 年的 16.16 兆元（人民幣）
、2015 年 18.63
億元、2016 年 22.58 億元和 2017 年 27.17 億元，佔 GDP 的比重分別
為 26.10％、27.50％、30.30％和 32.90％（「數字中國建設升級、智慧城市 3.0
整裝待發」
，21 世紀經濟報導，2018.4.24）
，其中

2017 年的同比增長 2.6 個百分

點，對 GDP 增長的貢獻接近 60％（李勇堅，「壯大數字經濟的中國路徑」，瞭望新聞
周刊，2018 年 4 月 23 日第 17 期，頁 32-33）
。全年大陸數字經濟領域就業人數達

1.71 億人，佔當年就業總人數的 22.1％，已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
道。如今，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移動互聯網市場。截至 2017 年
12 月，大陸網民規模達 7.72 億，互聯網普及率 55.8％。巨大的用戶
市場帶動了互聯網領域的各種創新，這些創新將使人們的生活更加精
細化、智能化、網路化，為建設一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智慧中國鋪陳
良好的條件（「『互聯網+』促千行百業轉型升級」，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4.20）。
近年來中國大陸數字經濟或新經濟的快速發展，有政策引導和市
場驅動雙重因素的影響。在政策引導方面，自 2014 年中共提出網路
強國建設後，便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網路強國政策。在過去 4 年
多的時間，大陸在集成電路、操作系統、網路攻防安全、人工智能、
量子計算等核心技術領域陸續取得突破。此次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
安排有政策發佈項目，相關部門分別發佈了「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
（2017）」
、
「全國醫院信息化建設標準與規範」
、
「新時代數字福建『151』
衛星應用示範工程」等一系列政策，而數字中國研究院和數字中國核
心技術產業聯盟正式成立，將進一步凝聚數字中國建設方面發揮作用。
在市場驅動方面，中國大陸數字經濟企業的發展其主要基礎便是
快速增長的用戶量，使互聯網營銷能在此一紅利上快速崛起。在新經
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其對大陸經濟的帶動作用主要表現於：1.戰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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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產業的快速成長。2.新產品的增長遠遠領先於傳統產品。3.新興服
務業快速成長。4.網上零售屢創新高（沈建光，「新經濟對中國經濟帶動作用日益
顯現」，財經雜誌，2018.3.19）
。

中國大陸數字經濟總量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卻也存在著發展不
均衡的情況。從區域發展看，2017 年，廣東、江蘇、山東數字經濟規
模突破 2 兆元（人民幣）
，三省數字經濟總量佔全大陸數字經濟總量 1/3，
而西北地區（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僅 10762 億
元，僅佔全大陸數字經濟規模總量的 4％。東北老工業基地（遼寧、吉林、
黑龍江）為

14393 億元，僅相當於全大陸的 5.3％（李勇堅，「發展數字經濟，

均衡是關鍵」，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4.27）。從產業看，數字經濟在三大產業的

滲透率不斷加深，但行業差距大。2015 年農業、工業和服務數字化率
分別為 4.9％、14.20％和 23.10％；2017 年則分別為 6.50％、17.20
％和 32.60％（21 世紀經濟報導，2018.4.24）。

（四）大陸數字經濟發展目標及面臨的問題
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已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源，其總體規已
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國大陸數字經濟佔 GDP 的比重（32.9％）與已開發
國家仍有較大的差距。2016 年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佔 GDP 比重
分別為 59.3％、58.6％和 58.3％，數字經濟在其 GDP 中已佔據主導
地位（李勇堅，「壯大數字經濟的中國路徑」，瞭望新聞周刊第 17 期，2018.4.23）。很顯然
的，大陸的數字經濟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網路強國的目標。根據「國家
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
，網路強國的主要衡量指標涉及固定寬帶家庭
普及率、移動網路覆蓋率、信息消費總額、電子商務交易規模，以及
關鍵技術的里程碑等。其中，按照中共的規劃，有關網路強國的目標
進程，到 2020 年，核心關鍵技術部份領域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到
2025 年，根本改變核心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湧現一批具有強大
國際競爭的大型跨國網路信息企業（「乘勢而上，發力建設網路強國」，人民日報，
2017.11.27）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大陸己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

的互聯網網民群體，在電子商務、網路社交、網路搜索、網路金融等
領域，也擁有一批世界一流的互聯網應用，但是從網路基礎設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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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信息技術角度看來，大陸離網路強國還有一定的距離。
明言之，中國大陸網路基礎設施人均水平不高，互聯網關鍵基礎
設施以及大部份核心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根本情況並没有改變，再加
上，國際信息通信設施能力和空間網路設施全球服務能力不足，是網
路強國建設必須克服的難關。其中，網路信息技術部份核心器件對外
依存度過高，產業風險大。
以中國芯片為例，芯片作為技術、資本和高端人才密集的產業，
數十年以來受歐美日韓的掌控。儘管近十年來中國大陸芯片產業有很
大的進步，但目前中國大陸在高端 CPU 和存儲方面與歐美仍存在較大
差距，尤其是製造芯片的設備和原材料等方面缺陷明顯。此外，從事
芯片的研發人才嚴重不足，缺乏富有專業經驗的高端人才，這些都將
制約中國大陸芯片產業的發展，進而影響網路強國目標的順利推展
（
「中國芯片待醫、缺技術缺人才」
，大公報，2018.5.8）
。此外，在數字經濟逐步發展

進程中，相關的數據立法、電子商務立法等滯後，也將制約互聯網營
銷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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