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近年广东数字经济主要核心产业相关行

业发展情况，指出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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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发达

国家纷纷将数字经济作为振兴实体经济、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

战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就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加快建设数字

中国”等工作做出重大部署。近年来广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向制造强省、网络强省、数字经济强省转

变。

一、近年广东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数字经济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内涵不断丰富，当前的数字经

济正处在快速演变、与国民经济运行全面融合阶段，人们对数字

经济内涵的认识目前尚未统一。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理解是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产业经济，即数

字化产业；广义的理解视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认为“数字

经济是以数字化信息与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网络为载体，

以信息、通信和技术的使用来促进效率提升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

的经济活动总和”，即产业数字化。

目前对数字经济虽然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近年来国内外学

术界和政府部门纷纷开展了数字经济的相关测算研究。通过对国

内外文献和研究的梳理，我们认为，虽然测算方法和测算范围均

未统一，但数字经济的定义已形成初步共识。本文将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定义为 4 个主要完整的大类行业：一是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二是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三

是互联网及其相关性服务业，四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并对

上述 4 个行业的规模、结构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对当前广东产

业数字化发展情况进行介绍，以便了解广东数字经济的概貌，以

期对广东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一）广东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增长，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持续提高。

1.核心产业快速增长。近年来，广东数字经济快速发展，2019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107671.07 亿元，增长 6.2%，而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13754.49 亿元，增长 10.6%，增速比地区生

产总值高 4.4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达 16.4%，拉动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0 个百分点，在广东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未来，

伴随着数字技术持续创新，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

对广东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愈发凸显。（见图 1）



图 1 2016-2019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及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

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持续提高。2019 年，广东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2.7%，比 2016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占比逐渐提高。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见图 2）

图 2 2016-2019 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和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



（二）广东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提升。

1.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广东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以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比

持续下降，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增速迅猛。2016-2019 年，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28.6%，互联网及其相关性服务

业年均增长 36.7%，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

及其相关性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显著提升，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持续优化。（见表 1）

表 1 广东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结构变化

类 别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亿元） 10017.7411848.17
12434.5

9
13754.49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7204.72 8122.15 8055.96 8670.2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813.02 3726.02 4378.63 5084.2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占数字经济比重（%） 28.1 31.4 35.2 37.0

2.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盈利能力提升。近年来，广东规模以上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盈利能力稳步增强，经济效益持续提高。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利润总额4153亿元，是2016

年的 1.4 倍，2016-2019 年均增长 12.0%，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和

规模以上服务业利润的年均增速。2019 年，全省规模以上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利润总额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

利润的 29.1%，比 2016 年提高 4.5 个百分点。

（三）信息通信产业加快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



通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截至 2019 年 12 月，广东光缆线

路长度 293 万公里，同比增长 10.2%；移动电话基站 75.8 万个，

增长 16.4%。广东信息通信业务体量、收入规模等均居全国领先

地位，2019 年实现电信业务总量 12049.6 亿元，增长 55.7%，约

占全国的 12%；实现电信业务收入 1673.4 亿元，增长 0.4%，约

占全国 13%。

自 2018 年全国首个 5G 基站在广东开通以来，广东 5G 网络

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19 年，广东信息通信业提前开展网

络测试、规划和布局，按照广州、深圳，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

城区再到农村的次序，开通 5G 基站规模全国领先，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全省开通 5G 基站 37186 个。

（四）投入加大，创新能力增强。

党的十九大以来，广东围绕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创新平台

和物理载体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跃升。数字核心技术研究

和发展经费不断增加，2019 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研究与

发展经费支出 1227.07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38.4%。（见表 2）

表 2 2016-2019 年广东研究与核心产业经费支出
单位：亿元

行 业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16.38 883.10 983.91 1044.2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1.68 9.19 4.48 9.46

互联网及其相关性服务业 7.32 23.93 56.17 57.3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0.97 79.29 105.92 115.95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小计 886.35 995.51 1150.49 1227.07



随着投入加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数大幅增加，

数字经济产业成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产业。2019 年，全省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 13.79 万件，比 2016 年增长 113.2%；占

全部发明专利数的 67.9%，比 2016 年提高 26.3 个百分点。（见

表 3）

表 3 2016-2019 年核心数字产业发明专利数
单位：件

类 别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总 计 155581 182639 216469 20331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3574 68271 89338 10440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94 227 240 292

互联网及其相关性服务业 4530 4499 4845 976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19 16882 14805 2348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64717 89879 109228 137948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数占全部专利数比重（%） 41.6 49.2 50.5 67.9

（五）集聚优势显现，核心城市引领作用增强。

近年来，广东各地积极推进数字科技创新中心、智慧城市、

数字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建设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加速数字产

业集聚、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优势，逐渐形成以深圳为中

心的珠三角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地和数字经济企业聚集地。2019

年，深圳数据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7860.94 亿元，占深圳市地区

生产产总值的 58.2%，占全省数据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 57.2%；

培育出华为、中兴、腾讯等大批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

建立起珠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链，构建了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与数字技术全面融合，提升效率的经济

转型过程，即各产业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

数字化，通过对数字世界的仿真模拟，设计优化等操作，推动技

术、人才、资本等资源配置优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

变革，从而提高产业效率。

（一）数字技术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强化数字赋能新动力。

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各行各业的跨界运用，通过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培育经济新动

能，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东莞市家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为依托，打

造“互联网+”智慧环境云平台，为环卫产业发展、城市环卫管

理、环卫项目运营提供数据收集、分析和决策参考服务，为飞速

发展的城乡提供专业、可靠的环境综合治理一体化方案。

2021 年 3 月，我们在广州、深圳、珠海等珠三角城市对规

模以上服务业的20个行业大类共选取49家企业，通过现场调研、

电话访问等形式，对开展数字经济活动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企业进

行调研。总体看，大型企业数字化程度普遍较高，如在商务行业

中，某物流企业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配

送线路规划、搭建货运大流通平台，整合生鲜农产品产地资源，

引入现代化、智能化的冷链体系，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实现农产品产地追溯、质量监控、订单信息的全程可视化，保证

产品品质，在生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取得竞争优势。在水利管理

业中，某水务企业以“无人值班，少人值守”为基准，统一了水

务企业生产自动化监控系统建设标准，并部署水务物联网云平

台，建立了全国总调度中心，实现对全国 80 多座水厂、污水处

理厂和泵站生产运行实时监视。利用机器学习建模分析技术，对

原水智能调度、净水混凝投药、水质预警等生产场景进行建模分

析，优化生产运行，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构建智慧水务，实现

水务全产业链智慧管控。

2019 年，广东 12 万家“四上”企业（注：规模以上工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限额以上贸易和有资质的建筑业）信息化调查

显示，99.4%的企业在使用计算机，99.4%的企业使用互联网，

93.2%的企业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76.8%的企业有信息化投入，

65.3%的企业有自己的信息技术人员，51.1%的企业有自己的网

站。广东产业数字化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探索，数字技术带动

传统产业产出增长、效率提升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产业数字化深

入推进，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新业态新模式活跃，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

在数字经济的引领和推动下，广东新零售、移动支付、金融

科技、跨境电商、在线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新型贸

易中心和新兴金融中心加快推进。2019 年，全省实现电子商务



销售额 30168.24 亿元，占全国的 17.8%，电子商务采购额

21902.50 亿元，占全国的 21.6%，其中，面向境外电子商务销售

3072.77 亿元，面向境外电子商务采购 4930.82 亿元；全省规模

以上快递服务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648.9 亿元，增长 12.4%；快递

业务量 168.06 亿件，增长 29.7%，均居全国前列。

（三）数字技术助力治理现代化，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

近年来，广东不断推进数字技术集成、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

助力政府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城市大脑向公共服务、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拓展，加快形成数据驱动发展的

新方式。

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以扩大应用为导向加快推进“数

字政府”建设，以“粤政易”“粤商通”“粤省事”等粤系列平

台型应用建设为重点全面打造广东政务服务品牌，全力推动“数

字政府”应用全覆盖，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特有作用。

在疫情防控方面，2020 年，为满足政府部门远程办公迫切

需求，“粤政易”移动办公平台正式上线，实现在线审批、远程

开会，减少人员聚集，克服了防疫难题；还打通政府各部门应用

的业务流程，推进部门纵横联动和协同办公，推进“整体政府”

建设，显著提升办公效率和行政效能。在城市空气监控方面，通

过对重点区域设置固定监测点、在公交挂装物联网优传感器等方

式，对空气和环境质量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确



保环境质量。

近来来，广东不断夯实“数字政府”基础支撑，强化“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能力，持续提升政务信息化能力和政务服务水

平。根据《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

显示，在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方面，广东省 2018 年以来

连续蝉联全国第一。

三、当前数字经济的主要短板及原因分析

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短板。目前，

广东大多数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仍停留在文字处理、财务管理等办

公自动化及劳动人事管理阶段，大数据、企业云等在企业中尚未

普及。尤其是中小企业核心数字技术供给不足、数据采集困难。

由于技术水平低，多数企业对大数据的开发应用还处于起步阶

段，主要集中在精准营销等有限场景，未能从业务转型角度开展

预测性和决策性分析，没有更深层次挖掘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

其原因主要有：

（一）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不清。由于数字经济的内涵还在不

断丰富完善，许多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的企业，往往会产生较大

的排斥心理，部分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习惯于固守传统的思维模

式、管理理念，“路径依赖”比较严重，难以脱离“舒适区”，

不轻易做出改变，有的认为数字经济只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是简

单的信息系统的重建和升级，很难将数字化转型提升到顶层设



计、战略高度上，仅仅进行局部的数字化改造。

（二）企业转型路径不清晰。缺乏清晰的路径也是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普遍遇到的困难之一。企业即使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性，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强烈，但多数企业仍普遍缺乏清

晰的战略目标与实现路径，没有对数字化转型路径进行全面的规

划，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系统性思考。

（三）协调难度大。不仅在企业内部，不同部门对数字化有

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部门之间难以达成

一致的目标，采取统一的行动。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看，企业

数字化转型并不是单一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要达到好的效果，

需要整个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数

据的作用，实现数据共享，协调销售、生产、物流服务等进程。

（四）数据治理待完善。数据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最核心

的生产要素，大数据的治理面临着诸多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第

一，大数据共享与融合应用问题。企业内各部门之间、企业与企

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数据共享与融合应用存在着较大的壁

垒，数据流通利用受阻。《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 4.0》中显

示，98%的企业都存在数据孤岛问题。激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

的缺失也使得各方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第二，大数据的所有

权与使用权问题。大数据归谁所有？大数据使用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在保护用户隐私安全的同时高效的使用大数据？这些问题



目前仍处于灰色地带，给企业的数据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第三，

相关政策及法律问题。目前针对大数据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数

据产权归属、数据安全保护、非法数据交易、数据共享与融合等

问题，还没有完善的政策与法律法规。大数据安全的立法进程将

进一步加快，国家对大数据安全监管惩戒力度将进一步加强，企

业将面临政策、法律层面的风险与挑战。

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内外增长压力加大的今天，数字

经济的蓬勃兴起，已成为我们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抓手。因此，

必须抓住数字经济的风口，积极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要加大产

业政策扶持，在关键的数字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建立相关的制度

和技术基础，让数据资源更好地实现资本化；要科学认识平台，

有效规范和引导平台发展；要利用模块化的思路，积极推进传统

产业的数字化。

一是加大数字技术尤其是基础领域发展的扶持力度。数字技

术是整个数字经济的基础，也是当前科技发展最活跃的技术，要

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就必须保证数字技术持续的进步。广东在

数字技术的发展领域有一定优势，在包括移动互联、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在内的众多数字技术领域，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但是，广东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短板也十分明显，在基础领域仍然

缺乏足够的技术话语权，关键技术依然受制于人。



二是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创新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是信息经

济的高级形态，代表了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

由于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业与新理论必将

不断涌现和跨界发展，数字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也必然需要作动态

拓展与完善。数字产业发展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代表着新的生

产力，可能成为爆发新技术革命的重要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对于这种伴随着不确定性的新业态、新模式，政府应该采

取包容的态度，给予容错空间，营造有利于创新、宽松、公平竞

争、公正的市场环境，鼓励这些新兴事物快速发展，引导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成长。

三是加快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数字人才的短缺是企

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一大短板，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和重

要性的提高，企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数字化

人才缺口大。广东应大力培养和引进横跨多领域、学习能力更强、

懂得数字化交付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既懂数字化技术、又懂业务

的“桥梁型”、复合型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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