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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 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 我国互联网协议第六版规模部署，网络“高速公路”全面建成

◆ 3617亿元！教育部2021年决算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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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日前，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部署，为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经国务院同意，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

会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

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银保监会、证监会20个部门组成，国家发展改革委为牵头单位。主要职责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统筹数字经济发展

工作，研究和协调数字经济领域重大问题，指导落实数字经济发展重大任务并开展推

进情况评估，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制定数字化转型、促进大数据发展、“互

联网﹢”行动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规划和政策，组织提出并督促落实数字经济发展年

度重点工作，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制度、机制、标准规范等建设；统筹推动数字经济重

大工程和试点示范，加强与有关地方、行业数字经济协调推进工作机制的沟通联系，

强化与各类示范区、试验区协同联动，协调推进数字经济领域重大政策实施，组织探

索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7月12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出席成立大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深刻阐明了互联网发展治理对当今世界具有的重大意义，反映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

在网络空间携手合作的真诚愿望，为充分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作用、推动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遵循。世界互联网大会理事长庄荣文表示，世界互联网大会

正式组建国际组织，就是希望搭建平台、扩大合作，积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

革，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世界互联网大会是由致力于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

的相关企业、组织、机构和个人等自愿结成的国际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宗旨是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推动国际社会顺应信

息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共迎安全挑战，共谋发展福祉，携手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7/25/content_5702717.htm
http://www.cac.gov.cn/2022-07/12/c_1659263622297747.htm


我国互联网协议第六版规模部署，网络“高速公路”全面建成

首届IPv6技术应用创新大赛启动会日前举办。大会表示，近年来，我国IPv6规模

部署实现跨越式发展，IPv6网络“高速公路”全面建成，信息基础设施IPv6服务能

力已基本具备。目前，我国IPv6互联网活跃用户数达6.93亿，移动网络IPv6流量占

比突破40%。会议指出，IPv6优势明显，如提高路由器转发数据包速度、提升服务

质量、具备更高安全性、可开发大规模实时交互应用等，能更好满足5G、工业互联

网等应用需求。从2003年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的启动，到2008年我国

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纯IPv6下一代互联网，再到2017年IPv6进入规模商用

阶段，我国IPv6的规模部署和应用正处于全面推进之中，以国家各项政策为指导，

教育网、国内电信运营商都在积极推进IPv6工作，IPv6用户及流量均实现规模增长。

此外，以“IPv6+”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蓬勃发展，IPv6与5G、人工智能和

云计算等融合创新不断推进。据介绍，“IPv6+”是在IPv6的基础上，添加了创新功

能。既包括以IPv6分段路由、网络切片、随流检测、新型组播和应用感知网络等协

议为代表的协议创新，又包括以网络分析、自动调优、网络自愈等网络智能化为代

表的技术创新。广泛而紧密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也是我国IPv6发展的一个亮点。

来源：新华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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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公布2021年度决算。教育部2021年度支出合计3617亿元，比去年

增加317亿元，增长9.6%。其中，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67亿元，

占本年支出的37.8%。这部分支出决算结构中，教育（类）支出为1234亿元，占

90.3%。教育支出主要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直属教育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行支出以及为

完成事业发展目标的项目支出等内容。其中，高等教育1011.4亿元。在部门决算中

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方面，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

资金绩效项目，教育部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为99.7分。项目全年

预算数为124亿元，执行数完成预算的99.9%。教育部表示，通过项目实施，各高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更加完善，高层次人才不断增加，师资队伍结构更加合理，

科研成果质量提高，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国际合作与交流日益广泛，

各高校的特色更加鲜明。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教育部【全文】

3617亿元！教育部2021年决算出炉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8/08/c_1128897039.htm
https://www.edu.cn/rd/gao_xiao_cheng_guo/gao_xiao_zi_xun/202207/t20220726_2239441.s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neirong/caizheng/202207/t20220721_647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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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办公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自2022年9月1

日起施行。《办法》旨在规范数据出境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公共利益，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切实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办法》明确，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

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评估适用本办法。提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坚持事前评估和持

续监督相结合、风险自评估与安全评估相结合等原则。《办法》规定了应当申报数据

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此外，还明确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程序、具体要求、监督管理

制度、法律责任以及合规整改要求等。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

邬贺铨六论下一代互联网：互联网仍然是数字经济的主导力量

近日，在“下一代互联网离我们有多远”数字技术主题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互联网行业进入转型期，互联网企业告别了

野蛮生长阶段，希望互联网企业正确理解治理，也相信国家在监管上将以一种长期

的、稳定的方式来进行，让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更加规范有序。web3.0更多只是

web2.0的演进版本，还承担不了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重任。元宇宙还是个小众市场，

前景还不够清晰，也无法成为下一代互联网。

来源：新京报【全文】

吴建平：演进自主网络体系结构强化网络安全基因

7月14日，在北京网络安全大会BCS2022战略峰会的主题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建平分享了他对当下“如何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的思考。吴建平院士指出，当前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严峻，针对关键行业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威胁事件频发，

网络安全行业走到了时代的聚光灯下，此时更加需要大家携起手来，贡献智慧创意、

分享方案经验，为创造安全、绿色、开放、繁荣的网络空间美好前景播撒希望的种子。

他指出，需从技术演进、产业生态及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构建自主、可控、兼容、

创新的网络空间安全体系。

来源：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7/07/c_1658811536396503.htm
https://mp.weixin.qq.com/s/nvuRJxHl2dsTlXn2-rYOYw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0221753540103509
https://mp.weixin.qq.com/s/nvuRJxHl2dsTlXn2-rYOYw
https://www.edu.cn/info/zhuan_jia_zhuan_lan/wu_jian_ping/202207/t20220715_22379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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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算力大会在济南举行

7月30日，2022中国算力大会在济南正式开幕。本届大会旨在展示我国算力基础

设施建设最新成果，加强国内外算力技术和产业交流合作，搭建政产学研用对接平

台，推动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助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22年6月底，5G基站数达到185.4万个，

5G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4.5亿户，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千兆光纤用户数突

破6100万户，启动建设多条“东数西算”干线光缆。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

590万标准机架，服务器规模约2000万台，算力总规模超过150EFlops。工信部副部

长张云明强调，算力是新型生产力，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底座”，是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新引擎。产业

界各方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把握算力产业发展规律。一是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二是推动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三是深化产业协同开放合作。大会设置两大主论

坛、一场成果发布会、25场分论坛以及“算力中国”成果展。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2022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

上半年，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向好。电信业务收入稳步增长，电信业务总量保持

较高增幅；5G和千兆光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加快推进，通信供给能力不断

提升；云计算等新兴业务增势突出，移动数据流量持续快速增长，行业发展新动能

持续增强。

来源：人民邮电报【全文】

全国首个超算互联网工程上线

7月22日，2022中国算力峰会 (济南) 暨超算互联网工程上线仪式在国家超级计

算济南中心举行，宣布国内首个超算互联网工程在山东济南上线。超算互联网是一种

以超级计算机、高速互联网和海量数据存储为基础的国家级先进超算基础设施，通过

这些工程，各地的超算中心和大数据中心将有机会实现数据和算力的互联互通，被整

合成为一个算力融合的网络。目前，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掌握了长距无损无限带宽

通信技术，并实现跨地域500公里级别超算系统通信，构建了济南-青岛超算互联网

试验网。同时，在网络态势感知、算力资源调度、用户身份认证等方面，提出相应的

技术架构和标准。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0340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vuRJxHl2dsTlXn2-rYOYw
https://mp.weixin.qq.com/s/HSP_EdvYGU-C18EzDHGLcw
https://www.c114.com.cn/news/52/a12027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SP_EdvYGU-C18EzDHGL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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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云”突如其来？实则蓄势已久

7月12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合工作推进会，总结交流做法经验，

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中国电信等6家企业交流发言，25家单位13组专业化整合项目

开展了集中签约。本次会议可以说信息密集，不过对于信息化行业来说，最重磅的就

是中国电信引入多家中央企业战略投资者打造国家云公司，统筹开展科技创新、设施

建设和安全防护体系部署，加快构建推动云原创技术生态。在下一步工作目标中，中

国电信的任务是：聚焦云改数转发展战略，以专业化整合为抓手，打造“一云两翼”

业务集群。其中，围绕数字社会发展，引入中国电子、中国电科、中国诚通和中国国

新等中央企业战略投资者，组建股权多元化的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推动中央企

业云计算资源整合。通过强化与中国电子等中央企业、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联合研发，

构建完整的、自主可控的云原创技术生态。整合内部资源，天翼云公司下设31省分

公司，建立起健全云网一体化运营体系。目前，天翼云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云、

国内最大的混合云，作为国家云的框架基本成型。

来源： IDC圈【全文】

全国首个数据资产登记中心揭牌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简称“北数所”）数据资产登记中心7月29日正式揭牌，

这是全国首个数据资产登记中心。北数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数据进入流通环节的

核心机构，该登记中心是北京市构建数据要素核心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流

通的又一重要布局和重大探索。登记中心将围绕三大任务目标展开：基于北京市数字

经济规则体系，建立数据资产登记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为数据资产的登记提供规则

依据和流程规范；依托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搭建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发布数据资产凭证

和数字交易合约，实现数据资产唯一性确权；打通数据资产登记平台和数据资产交易

平台，探索建设数据资产登记-评估-交易-增值的生态体系，推动数据资产的开发利

用和价值挖掘。今年5月印发的《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提出，要

利用2-3年时间，在全国率先建成活跃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北数所数据资产登

记中心的设立为北京市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按下了快进键。

来源：人民网【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euQABLTXMA61XEbcuZ4SmA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04/c1004-32494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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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16日，教育部举行年中推进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对上半

年各项工作进展予以肯定。他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政治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

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一要坚定不

移讲政治，认真做好迎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工作，走好第一方阵，勇担培

育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二要自觉主动地分析研判教育发展的“时”与“势”，推

动教育优先发展，切实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热切期待。三要胸怀“国

之大者”、善谋“党之大计”，把战略思考和策略安排统筹起来，聚焦公平和质量

两大核心任务，促进各级各类教育提质增效。四要出实招、务实功、求实效，善作

善成，做好基础教育巩固提高、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高等教育做强做精以及“双一

流”建设、教育评价改革等方面重点工作，扎实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创造性

地推动重大决策部署一项项落地生根。五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把抓党建与抓业务统筹起来，锤炼好的作风、培育好的生态。六要坚守安全底线、

压实各方责任，把有效预防和有力处置统筹起来，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

稳定的环境。

来源：教育部【全文】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

教育部举行年中推进会

怀进鹏出席“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活动，

强调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7月18日至22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联合举办新

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方向

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前

进方向，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怀进鹏强调，要坚定不移解决制

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坚决扛起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要

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把数字资源的静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强大

动能，以此来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打造全球教育版图的中国特色、中国范式。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全文】

https://mp.weixin.qq.com/s/71dK15QP1Z15Gs6n3bYQ6A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7/t20220718_64665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71dK15QP1Z15Gs6n3bYQ6A
https://mp.weixin.qq.com/s/tRGwFiVm9Hv7e11FAoKb5w


7月19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创新改革发展

成效。一是创新平台体系更加完善。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

验室、30%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支撑类重大平台，初步形成了层

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二是科技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全国

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都集聚在高校；三是

创新资源加速汇聚。高校R&D拨入经费从2012年的76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592

亿元，十年累计拨入经费总额上万亿；四是国际科技合作更加广泛；五是成果转化

能力明显提升。

来源：人民网【全文】

教育部：我国超六成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由高校牵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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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2022年工作要点

近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2022年工作要点。

工作要点从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高质

量发展、开展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推进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研究宣传、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持续开展高校科技创新战略研究、

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与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协助构建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

境、配合做好高校科技安全保障、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强中心内部建设等

十二个方面进行部署。其中，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方面：一是推进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和融合发展；二是推动数字战略行动重点项目建设；持

续助推高校信息化发展，不断拓展高校信息化研究深度和广度。

来源：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全文】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和应用进展有关情况。平台

上线后，运行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职业教

育智慧教育平台、国家24365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提供大规模优质资源和服务应用。

截至7月12日，门户和4个平台的总浏览量已超过30.3亿次，总访客量达4.3亿人。

来源：人民网【全文】

教育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总浏览量超30.3亿次总访客量达4.3亿人

http://edu.people.com.cn/n1/2022/0719/c1006-32479415.html
http://www.cutech.edu.cn/cn/zxgz/2022/07/1651894918378195.htm
http://edu.people.com.cn/n1/2022/0714/c1006-32475353.html


7月14日，科睿唯安公布了中国大陆地区ESI从2012年1月1日到2022年4月30日

的统计数据。ESI收录了12000多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SCIE和SSCI近十年发表的论文

和被引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已经被全球普遍认可。从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上看，

发表385万篇文章，被引5410万次，文章数及文章被引排名均为全球第二。高校排

行榜方面，共384所高校有学科进入全球前1% (北京协和医学院计入高校，北京协和

医院计入机构，分开计算)，中国科学院大学全球排名第41名居全国第一，清华大学

以全球排名第50名居第二，北京大学以全球排名62名位居第三；新增6所，分别为：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四川轻化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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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

日前，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发布《关于印发<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 (试行)>的通知》。培养方案中明确了五大培养方向，包括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研究相关方向、人工智能共性技术相关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支撑技术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相关研究方向、人工智能与智能社会治理相关研究方向。

来源：教育部【全文】

2022年7月ESI大学排行榜384所最全名单

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

近日，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5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

项行动（减负行动3.0）。此次行动聚焦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起步

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问题，推动减负行动效果持续深化，保

障青年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专项行动为期1年，分三个阶段展开。

2022年9月底前，广泛部署动员，摸排情况，找准卡点堵点；2022年12月底前，各

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完成各自层面的措施办法制修订工作；2023年6月底前，各项措施

办法全面开展实施，减负行动全面落地见效。

来源：科学技术部【全文】

https://www.eol.cn/shuju/paiming/202207/t20220715_2238031.shtml
http://www.moe.gov.cn/s78/A22/tongzhi/202207/t20220729_649598.html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22/202208/t20220808_181820.html


近日，佛罗里达大学和中央情报局达成协议，研究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应用程序 (AIML) 来检测和阻止渗透到计算机网络的恶意代理。这项工作将由与佛罗

里达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相关的研究人员进行。身份盗窃资源中心1月份报告称，

2021年发生了1603起与网络攻击相关的数据泄露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约500起。

国家公认的非营利组织表示，勒索软件攻击也在增加，在过去两年中每年翻一番。佛

罗里达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于5月成立，其目标是通过与行业、学术界和政府的长期

合作，在国家安全的多学科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产生商业产品和衍生公司。该

项目是佛罗里达大学全面关注人工智能的最新举措，耗资10亿美元，通过开展课程、

研究在行业内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来源：Internet2【全文】

国际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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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大学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改善网络安全

欧盟“数据中介”：促进数据可信流通的关键角色

作为欧洲数据战略的关键支柱，2022年6月正式生效的欧盟《数据治理法案》

（DGA）旨在通过提高对数据中介的信任，增强整个欧盟的数据共享机制，从而提

升数据的可用性。DGA以政府机构为基础设立了多项制度，包括推动公共部门数据

的再利用，大力发展促进数据流动的数据中介服务，鼓励以自愿共享数据为基础的

数据利他组织建设，设立专门的欧洲数据创新委员会以促进最佳实践的普及等。

“数据中介”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了帮助促成数据从数据源到数据用户之间流

动的所有中间者；DGA的“数据中介服务”（Data Intermediation Service）是指

通过技术、法律或其他手段，在数量不确定的数据主体、数据持有者与数据使用者

之间为了数据共享而建立商业关系的服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数据持有者和潜在数

据使用者之间的中介服务，包括利用技术或其他手段实现此类服务；其次是在寻求

提供其个人数据的数据主体或者寻求提供非个人数据的自然人以及潜在数据使用者

之间，利用技术或其他手段实现的中介服务。DGA认为，数据中介服务提供者对供

需方交换的数据保持中立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个人与私营企业界切实构建双边或

多边数据共享体系，促进创新与科研。 DGA还提出，有必要建立欧盟层面的监管框

架，确立与可信提供这种数据中介服务相关的高度统一的要求，并由主管部门执行 。

来源：中国工信产业网【全文】

https://news.ufl.edu/2022/07/project-to-improve-cybersecurity/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7/t20220715_396852.html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正加大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出台立

法，确保大型科技公司为欧盟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承担部分成本。这是三国政府首

次就此问题表达共同立场。欧盟监管机构今年5月表示，他们正在分析谷歌、Meta

和Netflix是否应该承担升级电信网络的部分成本的问题。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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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估”发布

7月8日，“2022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估”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侨”

经济发展论坛上正式对外发布。报告对全球132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

综合评估，全面、科学地反映当前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特征。美国、中国、

德国、日本、韩国位居前五，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从数字产业来看，新兴市场

国家数字制造崛起；从数字融合来看，德国、美国、日本数字制造领跑全球；从数

字创新来看，中国领军中等收入国家，力破数字创新鸿沟；从数字治理来看，欧洲

数字治理能力在全球持续领先。评估也对我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

是适度超前，筑牢数字基建底座；二是攻坚克难，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三是深度融

合，推动产业深度数智转型；四是互利共赢，推动数字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

来源：中国工信产业网【全文】

欧洲三国政府联合要求欧盟立法

确保大型科技公司公平承担电信网络建设成本

近日，韩国电信运营商SK电讯和爱立信使用爱立信5G核心和云原生基础设施

(CNIS)成功推出裸机云原生5G网络。基础设施技术负责人兼副总裁Park Jong-kwan

表示：“基于云原生5G核心的商业化，为更高效、更稳定地提供尖端ICT服务奠定了

基础，我们将继续开发和应用下一代网络技术”。此外，下一代5G核心有望适用于

个性化服务以及企业和机构所需的各类按需服务。预计将广泛用于构建B2B解决方案，

包括各种媒体服务，包括元界和智能工厂。在工业领域，随着基于5G、物联网(IoT)

和人工智能(AI)的先进ICT服务数量的增加，应用开发和修改频繁。通过先发制人的

商业化，SK电讯计划快速建立一个由高科技ICT环境优化的基于云的服务，并通过执

行通信网络运营来发展高安全级别和服务可扩展性。

来源：IT专家网【全文】

SK电讯和爱立信成功推出裸机云原生5G网络

https://www.c114.com.cn/news/116/a1203623.html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7/t20220714_396484.html
http://news.ctocio.com.cn/cs/2022/0722/84974.html


近日，国家网信办编制完成《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报告》总结

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和2021年的重要进展成效，评估了

2021年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并对2022年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展望。此外，《报

告》重点评估了31个省（区、市）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数

字政府、数字社会、网络安全和数字化发展环境方面的发展水平。指出，浙江、北京、

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天津、福建、湖北、四川等地区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整体

部署和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本地区数字化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持续巩固数字基础设

施优势，不断丰富数字社会惠民为民服务，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央网信办【全文】

第三方报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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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

《全球职业教育行业发展报告》

报告指出，职业教育是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组成的有机整体，各个群体的行

业参与者共同构成密不可分的产业生态。宏观而言，职业教育培训市场的发展与当地

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全球经济结构转变与产业格局调整构成了职业教育发

展的底层逻辑。随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得到确认，职业教育将肩负

起建设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需求相匹配的人才供给的重任，在家政、医疗、交通运输、

应急等社会服务业，以及能源环保、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行业的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职业教育培训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关键地位，在（用人）行业的规

范化中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在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中承担实际合作的落地，并在先

进教育模式与资源内容的开发探索过程中作为先锋。

来源：艾瑞网【全文】

《2022年中国智能教育行业概览》

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推动了数字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在区域和校园的普及，带动

了智能教育政府端和学校端的业务增长。政府对教育信息化建设加大投入，2016年

至2020年教育信息化相关政府采购事件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4.9%，智能教育行业进

入稳定发展阶段。报告侧重于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研究，对中国智能教育行业发展现

状进行分析，发现多数智能教育企业处于起步阶段。智能教育行业产业链用户端群体

数量巨大，智能教育行业有可观的发展潜力。

来源：发现报告【全文】

http://www.cac.gov.cn/2022-08/02/c_1661066515613920.htm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_pdf.aspx?id=4028
https://www.fxbaogao.com/pdf?id=326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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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

日前，信通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信通院已连续

第八年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报告在延续以往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

新态势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体系进行了系统梳

理，首次研究我国各地区ICT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投入关联关系，首次研究我国120个

三线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空间格局。《报告》指出，数字经济作为国民

经济“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数字产业化基础实力持续巩固，产业

数字化发展进入加速轨道。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强大力量，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较“十三五”初期扩张了1倍多，

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较

“十三五”初期提升了9.6个百分点。疫情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试金石”，数字经

济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愈发凸显。从结构上看，ICT服务部分在数字产业化

增加值中占主要地位，软件产业和互联网行业在其中的占比持续小幅提升，电信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比小幅回落。《报告》指出，当前，国家级各地“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加速落地，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重要支撑。下一步，围绕技术、

产业、应用、市场等六大领域重点发力，通过强化技术引领、推动产业融合、完善

数字治理、挖掘数据价值，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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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7/P020220715478861816444.pdf
https://mp.weixin.qq.com/s/HqjFYvudhcoeKMeT5KD5sw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7141576146494_1.pdf?1657835878000.pdf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280026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282965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7/t20220724_406339.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cwOTkyMw==&mid=2651788592&idx=2&sn=812bbc1e1aed655be14366951663e8b4&chksm=bd695f3c8a1ed62aff64b052435314d3e78ac24ead527450564f75db37ce5638d5efaca9258b&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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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对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报告（2022年）》

报告提出，依托基础电信网络，增值电信业从2G时代的崭露头角到5G时代面向

产业数字化的星辰大海，行业的市场主体规模和营收能力均实现质的飞跃，资本市

场投融资活力十足，重点业务内生动力强劲，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产生了越来越重要

的影响。一是增值电信业对国民经济带动效应显著。这种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路径实现。二是增值电信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覆盖

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节能减排等绿色发展领域。

来源：中国信通院【全文】

《算力网络产业链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决定了数据要素转化成为经济社会价值的效率和效果，正

逐步成为与数据要素相匹配的核心生产力；网络作为连接用户、数据、算力的主动脉，

与算力的融合共生不断深入。作为有效承载并充分激发算力新动能的关键基础设施，

算力网络应运而生，这既是国家、社会、产业发展的战略要求，也是运营商转型发展

的重要机遇。报告着眼于对产业现状的研究，以产业链为切入点，绘制算力网络产业

链图谱，剖析数据中心、边缘计算、算网大脑行业的发展情况。报告总结算力网络产

业链当前呈现四大特征，一是算力网络当前尚处于产业格局建立初期，仅基础设施领

域已有相对成熟的业务积累，其他产业环节仍有极大竞争空间与合作机遇。二是算力、

算网服务还未形成市场共识，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产品或将是用户端的发展关

键。三是核心技术研发与统一标准制定亟待加速推进。四是算网产业的绿色、高效运

营模式仍待探索建立。最后，基于产业分析为运营商算力网络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

来源：德电咨询【全文】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7141576146494_1.pdf?1657835878000.pdf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280026
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3282965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7/t20220724_406339.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cwOTkyMw==&mid=2651788592&idx=2&sn=812bbc1e1aed655be14366951663e8b4&chksm=bd695f3c8a1ed62aff64b052435314d3e78ac24ead527450564f75db37ce5638d5efaca9258b&scene=27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7/P020220715478861816444.pdf
https://mp.weixin.qq.com/s/HqjFYvudhcoeKMeT5KD5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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