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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孙春兰强调：打造国家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服务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45万亿元

◆ 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网信办：开展数据安全管理认证

◆ 教育部长怀进鹏：围绕数字中国建设以更为长远的眼光加快实施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

◆ 教育部发布全国高校名单（截至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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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45万亿元

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快

速增长，已数年稳居世界第二。统计测算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

升至39.8%。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数字产业化深入推进。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

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千

兆用户数突破5000万，5G基站数达到170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4.2亿户。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增速创下近10年

新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的业务收入保持了17.7%和

16.9%的高增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工业、能源、医疗、交通、教

育、农业等行业。据了解，“十四五”时期，相关部门将加强数字经济关键技术攻关，

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孙春兰强调：打造国家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服务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7月8日到教育部考察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数字教育和教育

信息化建设，将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教育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为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支撑，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她指出，要促进教育与数字信息环境相适应，推动

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各领域改革，构建更加多样、更具活力

的教育生态。数字化线上教育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要守住教育的

初心，推进线上、线下教育相互融合，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活动中，提高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http://www.gov.cn/xinwen/2022-07/03/content_5699000.htm
http://www.gov.cn/guowuyuan/2022-07/08/content_5700118.htm


教育部发布全国高校名单（截至2022年5月31日）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59所，

含本科院校1270所、高职（专科）院校1489所；成人高等学校254所。本名单未包

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来源：教育部【全文】

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网信办：开展数据安全管理认证

6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数据安

全管理认证工作的公告》，决定开展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工作，鼓励网络运营者通过

认证方式规范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加强网络数据安全保护。从事数据安全管理认证

活动的认证机构应当依法设立，并按照《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实施规则》实施认证。

据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印发的《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实施规则》，数据安全管

理认证的认证模式为：“技术验证+现场审核+获证后监督”。《规则》规定了对网

络运营者开展网络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处理活动进

行认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来源：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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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围绕“走好第一方阵 我为二十大作贡献”

为直属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怀进鹏指出，走好第一方阵，要坚决落实教

育这一“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一是以更强的政治自觉，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二是以更加自信自强的姿态，主动置身国家发展大格局，加快

推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三是以更浓厚的人民情怀，加快提供更加

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助力推动共同富裕。四是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加快通

过教育启迪心智、传承知识、陶冶情操，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五是

围绕数字中国建设，以更为长远的眼光，加快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打造教育

的中国范式，提升高质量开放与合作的能力。

来源：教育信息化100人【全文】

教育部长怀进鹏：

围绕数字中国建设以更为长远的眼光加快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03/202206/t20220617_638352.html
http://www.cnca.gov.cn/zw/lhgg/202206/t20220608_66170.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71dK15QP1Z15Gs6n3bYQ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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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数”织“网”共创未来，运营商加码算力网络

随着国家发改委提出持续强化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布局，推动各枢纽节点建设

尽快落地生效，三大运营积极布局数据中心、算力网络，为“东数西算”工程添砖

加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助力数据中心建设再提速，作为数字基建的主力军，

三大运营商不仅积极与各地政府、产业链相关企业开展数字合作，还不约而同地加

速数据中心建设。二是三大运营商用自己的力量推进算力网络发展，共织算力“一

张网”。三是运营商算力网络的布局推动大量典型应用场景落地，促进各行各业数

字化转型。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主持召开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

7月6日，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

亚庆主持会议。肖亚庆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时强调，

新形势下更要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肖亚庆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通

信技术发展应用，充分发挥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全面加强

5G、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促进数字技术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议审

议通过了《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宣言》。

来源：工信部【全文】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近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

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依据《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2022年6月23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约谈同方知网

（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宣布对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据悉，知网掌握着

大量个人信息和涉及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

重点行业领域重要数据，以及重大项目、重要科技成果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信息。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00551.html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ldhd/art/2022/art_4ebbb2708b0e48da83a9e7d2a0bfbf04.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52/a1200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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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移动信息产业链的当务之急是补短板

在6月21日举行的”2022年科技周暨移动信息产业创新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移动信息产业链是一种新型的产业链组织，具有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供应链、生态链、价值链等多重属性。移动通信技术是国际高科技

竞争的热点，移动信息产业链是数字经济新时代协同创新的新范式。邬贺铨表示，

做强产业链既是国家意志更是利益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产业链内通过开放

共享放大资源价值，他强调，移动信息产业链的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培育自主可控

的终端操作系统生态。另一方面，产业链外需建立密切交流和协同发展机制。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算力突围！下一代的云计算来了

我国在云计算领域再次迎来突破——为新型云数据中心设计的专用处理器CIPU

（Cloud infrastructure Processing Units）正式发布。未来，它将替代CPU成为新

一代云计算架构体系的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高性能计算研究所所长郑

纬民认为，CIPU把上一代计算架构的中心完全打破了，我国在基础技术上实现了世

界领先。经过专业测试，以“CIPU+飞天操作系统”为核心的算力，有了巨大提

升——主流通用计算场景下，Nginx性能提升了89%，Redis性能提升了68%、

MySQL提升了60%大数据和AI 场景下，AI深度学习场景训练性能提升30%，Spark

计算性能提升30%；单容器虚拟化消耗减少50%，虚拟化容器启动速度快350%。

来源：通信产业网【全文】

达成低碳5G，需求侧+供给侧要双管齐下！

6月13-19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如今，双碳战略以及“3060”目标已经成为中

国的国家战略。其中，实现双碳战略的治理手段有两大方面，一是减排；二是减碳。

实现低碳5G网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在网络优化层面，在保证网络质量的条

件下，积极降低能耗。二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减少大电网供电的能耗。随着

低碳化政策的不断深入，可以预见，未来运营商的网络规划，还将必然包括低碳化

顶层规划，以便利用综合手段，达成节能、降本，同时完成减碳的社会责任。

来源：通信世界【全文】

https://www.c114.com.cn/topic/6120/a1199774.html
http://www.ccidcom.com/jisuan/20220614/OD6SHk3Go7G71OFbv199r2jrqv3w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SP_EdvYGU-C18EzDHGLcw


6月29日，教育部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领导小

组成员怀进鹏以视频方式出席教育变革峰会预备会议和2030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

会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围绕推动疫后全球教育复苏和世界教育变革，结合中国实

施教育2030年目标的实践经验和国家磋商成果，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优先发

展的教育观，应促进教育公平，解决贫困问题，发展优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为

全球经济复苏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二是坚持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应更新

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为个人发展与经济社会有效融合做好充分准备；

三是坚持适变应变与共同发展的教育观，应推动教育变革，提高数字化与绿色转型

能力。大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改变教育生态、学校形态、教学方式，帮助人们

适应数字化时代。通过绿色教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推进

终身教育与职业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更加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怀

进鹏表示，2030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成员应当共同呼吁，推动国际社会强化对

教育的政治承诺，加大对教育投入。应当率先行动，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推

动教育更加公平、包容、安全。应当加强合作，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凝

聚全球教育发展强大合力。

来源：教育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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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进鹏部长出席教育变革峰会预备会议及2030年教育高级别

指导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

6月26日，2021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在中山大学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行，论坛主题为“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登华出席论坛并致辞。钟登华指出，当前，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国家的新征程，对高等教育、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迫切。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从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打造高

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更加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方位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和深入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入手，推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和发展质量

不断提升。他强调，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界要顺应时代

发展大势，持续推动全球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来源：教育部【全文】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202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举行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6/t20220629_64193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6/t20220628_641448.html


6月9日，教育部党组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筑牢教育强国建设之基》。文章

深入阐述了加强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快建设一支专业

化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文章指出，以推进信息技术应用为抓手，进一步推动教师队

伍建设提质增效。以“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为总要求，坚

定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教师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依托国家级教师培训

项目开发、遴选优质资源，服务广大教师。大力推进教师队伍数字化治理，推动师

范生、教师、教师资格等管理系统互联互通，支持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推动相关管

理系统深入应用，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信息化决策和便捷化服务支撑。加强信息系

统安全防护，确保教师信息安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行动，

探索人工智能助推教师管理优化、教师教育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教育精准帮

扶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挖掘和发挥教师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中的作用，以新技术

为教师赋能、为教师减负。

来源：人民日报【全文】

教育部党组《人民日报》撰文：筑牢教育强国建设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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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试行）》印发

为加快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保障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安全，日前，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试行）》，明确智

慧教育平台上线资源的管理职责、审核要求和监督评价，保障数字教育资源的内容

安全。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创新混合式教育，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

6月18日，第六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卫星会议系列在线活动成功举办

了“创新混合式教育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论坛”。论坛对人工智能赋能混合式教育、

学习和评价，人工智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发布了《混合式

教育、学习和评价指导框架（中文版）》，该框架明确了为实施混合式教育、学习

和评价需要采用的重要策略，为变革课程和教学等方面的实践提供指南，从而支持

广泛应用技术实现支持教、学和评价的混合式学习和弹性教学，促进人的能力培养

和教育公平，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6/09/nw.D110000renmrb_20220609_1-09.htm
https://www.edu.cn/info/focus/zc/202206/t20220630_2235328.shtml
https://www.edu.cn/xxh/focus/xs_hui_yi/202206/t20220622_2233170.shtml


黄荣怀等学者在Sustainbility上发表了《后COVID-19时代线上线下融合（OMO）

学习浪潮的兴起：一项试点研究》。该研究基于教学-空间-技术（PST）框架主要探

讨了三个问题：1.如何设计学习空间以拥有成功的OMO教学和学习体验？2.在OMO

教学和学习体验中技术有哪些功能？3.在OMO教学和学习的背景下，教师和学生对

教学法的看法是什么？通过使用内容分析法和多案例研究法对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研

究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教师和学生都对OMO学习模式持有积极态度，但他

们提到需要培养包括综合使用在线平台、沟通技能、班级管理和有效利用资源等在

内的核心和功能能力。此外，应该在课堂设计上付出更多努力，以有效支持OMO学

习。该项研究体现了一种面向未来教育的新方法，以确保在这个复杂而不确定的世

界中实现可持续教育。

来源：教育信息化100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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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网络基础 CERNET新增三条100G国内互联互通带宽

自今年疫情反扑以来，为应对疫情下的带宽激增，保障师生在线教学需求，

CERNET和运营单位赛尔公司迅速行动，确保网络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积极和国内

三大运营商协商，大幅提升国内互联互通带宽。6月21日，CERNET与中国电信在武

汉实现新增互联带宽100G。至此，CERNET已分别与三大运营商各增一条百G互联

互通带宽，以进一步提升网络访问质量和用户体验，保障高校疫情防控要求。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线上线下融合(OMO)学习模式有哪些特征？

https://mp.weixin.qq.com/s/SPg3TEgpzZQRRHvfLCH5uw
https://www.edu.cn/info/yc/202206/t20220622_2233315.shtml


近日，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 发布了一份题为《IPv6增强功能创新——基于IPv6的数据中心、

网络和云集成”》的报告。该报告由ETSI IPv6增强组完成并批准，全面阐述了网络-

云融合架构和对底层网络的要求。强调了IPv6的作用及其在网络云融合中的增强功

能。向网云融合的架构转型主要是由云和数据中心的快速发展推动的，随着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其应用程序和数据资产放到云中，云正在成为基础设施的中心，并产生

了围绕云构建网络的需求。此外，确定了几个典型的网云融合用例，包括虚拟私有

云、企业站点到数据中心、云互联、数据中心网络和电信云网络。对于每个用例，

IPv6的优势都从多个维度进行了说明，包括与IPv4相比更大的地址空间和更高级的

功能等。同时，云计算也推动了传统网络的变革。以SDN/NFV为基础架构，运营商

可以构建一个基于云的简单、自动化、智能的网络，即云化网络，网络可以快速灵

活地调整资源进行业务创新。与传统IT系统相比，云化网络服务对底层云基础设施的

实时性、大容量、高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来源：ETSI【全文】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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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I ISG IPE 发布最新 IPv6 增强创新报告

R17标准宣布冻结：5G毫米波商用迈入新阶段

近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3GPP RAN第96次会议圆满结束。本次会议上，

5G R17标准宣布冻结，标志着5G第二个演进版本标准正式完成。这不仅意味着5G

技术演进第一阶段的圆满结束，而且也证明了移动生态系统具有强大韧性，并为下

一步R18及未来版本演进奠定了基础。作为一个关键里程碑，R17不仅为5G系统的多

项基础性技术带来更多增强及扩展特性，例如工业物联网增强、定位增强、V2X增强、

终端节能、覆盖增强、扩展的直连通信功能、非地面通信等，还将毫米波频段扩展

到了71GHz，毫米波频段丰富的频谱资源可以有效应对未来移动通信系统的高标准、

差异化需求。随着产业链的日益成熟，5G毫米波技术将加速发展，并带动更多的经

济增长，为5G应用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来源： 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etsi.org/deliver/etsi_gr/IPE/001_099/002/01.01.01_60/gr_IPE002v010101p.pdf
https://www.c114.com.cn/news/1761/a11993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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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信拨出95亿美元用于发展数字业务

近日，韩国电信（KT）公布了其未来五年的非基础设施投资预算，拨出12万亿

韩元（约合95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内容项目，因为它正着手重组核心

电信业务以外的业务。韩国电信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整个集团的目标是在2022至

2026年间增加20%的员工。该运营商将投资2.6万亿韩元来加强内容供应，并分配

1.5万亿韩元用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项目，此外还有3万亿韩元将投资于有前途的初创

企业。这笔支出是27万亿韩元五年投资总额的一部分，还涵盖网络和数据中心升级。

它将在云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上花费1.7万亿韩元。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芝加哥扩展并激活量子网络，迈向安全的量子互联网

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院芝加哥量子交易所 (CQE) 的科学家们近日宣

布，他们首次将芝加哥市和郊区的实验室用量子网络连接起来——几乎是美国最长

量子网络长度的两倍。芝加哥网络即将向学术界和工业界开放，它将成为美国首批

公开可用的量子安全技术测试平台之一。该网络目前正在使用东芝提供的技术积极

运行量子安全协议，通过光缆在芝加哥和西郊之间以每秒超过8万个量子比特的速度

分发量子密钥。研究人员将使用芝加哥网络测试新的通信设备、安全协议和算法，

最终将连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远程量子计算机。这项工作代表了迈向国家量子互联

网的下一步，这将对通信、计算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近日，首个元宇宙国际标准联盟正式宣告成立，这个名为“元宇宙标准论

坛”(Metaverse Standards Forum)的组织，由全球数十家科技行业巨头组成，包

括Meta、微软、英伟达等美国厂商，也有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达摩院在内的中国创

始成员，不过苹果和谷歌公司都不在列。根据“元宇宙标准论坛”发布的一份最新

声明，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就构建开放元宇宙所需的互操作性标准进行全行业合作，

未来将探讨缺乏互操作性阻碍元宇宙部署的原因，以及如何协调和加速标准开发组

织定义并推动元宇宙标准制定相关的工作。

来源：东方财富网【全文】

元宇宙首个国标联盟成立产业生态加速形成

https://www.c114.com.cn/news/116/a1198855.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16/a1199401.html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207022432595386.html


近日，中国信通院互联网域名研究团队发布《互联网域名行业季报》。在疫情常

态化背景下，域名注册市场规模较上季度全面回升。2021年12月，全球域名注册市

场规模约为3.56亿个，与2020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2.8%，与上季度相比（环比）

增长1.4%。从国家/地区层面看，中国是全球第一大ccTLD域名注册市场，也是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大域名注册市场、第二大gTLD和新gTLD域名注册市场，市场规模分别

占相应全球市场的15.6%、10.2%、7%和13.2%；印度在全球域名注册市场、gTLD

和新gTLD域名注册市场分别排名第八位、第六位和第五位，巴西在全球 ccTLD域名

注册市场排名第六位，新兴经济体在促进全球域名市场发展上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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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全球域名注册市场规模约为3.56亿个同比增长2.8%

IDC：2021年中国运维安全管理产品硬件产品的市场

规模达1.6亿美元同比增长18.9%

IDC于2022年6月正式发布了针对中国运维安全管理硬件产品的市场份额研究报

告，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运维安全管理产品硬件产品的市场规模达到1.6亿美

元，同比增长18.9%，整体市场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市场竞争主要以“综合型安全

厂商+专业技术领域安全厂商”格局为主，头部玩家包括启明星辰集团、安恒信息、

奇安信、齐治科技、绿盟科技等厂商。

来源：东方财富网【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199624.html
https://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20627134401593028480


第三方报告分享

• 海比研究院：2022中国企业数智服务市场趋势洞察报告（附下载）

• 中国信通院&阿里云：新一代体系化创新的云（附下载）

• 美国安全防范协会：2022年安全大趋势报告

• 分布式系统稳定性建设指南（2022年）

• 光模块TOP10榜单：中国厂商排名大幅提升！

• 德勤咨询：国企数字化转型全面提质增效（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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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连通性报告（英文）

近日，国际电信联盟ICT数据和分析司发布了《2022年全球连通性报告》。报告

回顾了过去三十年在数字联通领域取得的进展，并对当前数字连通性状况及其促成

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全球评估。此外，报告还展示了加速进步的解决方案和良好实践。

来源：发现报告【全文】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等联合编制《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21)版

近日，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指导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腾讯云计

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编制《职业教育

信息化发展报告》(2021版)，于2022年7月4日正式发布。

来源：教育信息化100人【全文】

Gartner：2021年全球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

市场909亿美元同比增长41.4%

Gartner统计结果显示，2021年全球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市场从2020年的

643亿美元增长到909亿美元（约合6064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1.4%。亚马逊在

2021年继续排在IaaS市场的第一名，其次是微软、阿里云、谷歌和华为。前五名

IaaS提供商在2021年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

来源：199IT【全文】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31741.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51353.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18346.htm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6/t20220620_404604.htm
https://www.c114.com.cn/ftth/5472/a1198797.html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02984.html
https://www.fxbaogao.com/pdf?id=3243688&query=%7b%22keywords%22:%22%E5%9C%A8%E7%BA%BF%E6%95%99%E8%82%B2%22%7d&index=0&pid=
https://mp.weixin.qq.com/s/Y5raX8hn8Xt7i4O-zB3ruQ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448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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