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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浙江企业上云势头喜人 累计上云企业达 37.78 万家  

近日，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浙江省 2019 年度“企业上

云”工作情况通报。通报显示，浙江省 2019 年度新增上云企业 8.84 万家，累计

上云企业已达到 37.78 万家，累计目标任务超额完成 11.11%，企业用云程度逐步

深化，上云行动势头喜人。 

浙江省委省政府把企业上云作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作为实施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17 年起，以十万企业上云行动为引

领，以深化推进企业上云三年行动计划为延续，按下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快进键。

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 年)》显示，浙江省“产业数字

化”指标已跃升到全国第一（18.66 分）。仅从杭州市来看，5670 家规上工业企

业中，5332 家已经上云，规上工业企业上云比例达到 94%，显著提高了杭州制造

业的数字化水平。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9 项重大合作事项签约  

6 月 6 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合作事项签约仪式在湖州举行，涉及产业

合作、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交通互联等多个领域的 19 项重大合作事项，推动长

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三省一市将联手围绕最前沿科技开启一批基础性的研究和合作，打

造全球物联网高地，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经信部门共同签约，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共同打造数字经济

发展高地。浙江省经信厅厅长徐旭表示：“加快谋划建设以 5G、未来网络等为

代表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

础设施，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数字新基建’发展和示范

应用的先导区，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签约后，三省一市还将通过一系列合作进一步打破资源要素流通的壁垒，

补齐发展短板，加快长三角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造血通

脉。同时，一批示范区、先行区、优质开发区也将在长三角地区生根结果，为

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提供“试验田”“样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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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动态 

1-5 月全国软件业业务收入增速由负转正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复工复产成效明显，软件业务收入、利

润同比增速持续回升，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和集成电路设计收入较快增长。根

据统计数据，我国软件业 1-5 月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27999 亿元，同比增长

4.2%，增速由负转正，较 1-4 月提高 4.3 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3219 亿

元，同比下降 1.1%（上年同期为同比增长 10.5%），降幅较 1-4 月收窄 1.2 个百

分点；软件业实现出口 1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9.3%（上年同期为同比增长 5.5%）,

增速同比回落 14.8 个百分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3%，嵌入式系统

软件出口同比下降 8.7%；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68 万人，同比下降 0.1%，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0.1%，增速较 1-4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浙江发布《2019 年新设小微企业活力指数》 增速快于粤沪苏 

6 月 11 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对外发布了《2019 年浙江省新设小微企业活

力指数》。《活力指数》显示，2019 年浙江新设小微企业活力指数为 125.94 点，

同比增长 4.95%，新设小微活力持续提升，新兴产业成长迅速。 

据悉，“活力指数”以浙江省 110 余万家 2017—2019 年设立的小微企业为

研究对象，采用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和 11000 家样本企业提供的数据，观察不同年

份新设立企业在设立当年、设立后一年及两年的数据表现，分别对比计算，生成

创业活跃度、经营景气度、创新聚合度、环境满意度四个模块指数和新设小微企

业活力指数。 

《活力指数》显示，2019 年浙江省创业活跃度指数强势上行，新设小微企业

数量再创新高，收于 137.20 点，同比增长 9.28%，增速在四大模块指数中最快。

2019 年新设小微企业 40.8 万家，同比增长 12.4%，同比增速快于广东(87.5 万、

10.0%)、上海(30.3 万、-0.9%)、江苏(39.4 万、-13.5%)，占新设民营企业总数的

86.8%。杭州、金华、宁波、温州新设小微活力指数位列浙江省前四，其中，杭州、

金华连续多年保持第一、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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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阿里中心正式揭牌 

6 月 28 日，阿里巴巴集团与宁波的全面合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宁波阿里中心揭牌，一批重大数字化项目签约。省委副书记、市委

书记郑栅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为中心揭牌并见证重大

项目签约。 

现场揭牌的还有数字宁波有限公司、阿里云新制造创新中心。宁波阿里中心

还分别与海曙区政府、宁波城投签署新零售合作协议；与中控技术、蓝卓公司签

署工业互联网合作备忘录；与市商务局签署数字生活服务商贸合作协议，与江北

区政府签署阿里云宁波工业互联网中心合作协议，与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签

署家电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合作协议，与宁大科技学院签署宁波家电可信区块链

平台合作协议。 

宁波阿里中心将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快推进宁波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做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充分发挥传统贸易赋能优势，加快推进三江

口区块传统商贸业的转型升级，并辐射带动全市商贸的提升；充分发挥创新生态

集聚优势，与甬江科创大走廊形成良性联动，为宁波市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

带来聚变效应。 

企业天地 

加速数字新基建 阿里云发布城市大脑 3.0 

6 月 9 日，2020 阿里云峰会现场，阿里云发布城市大脑 3.0。相较 2.0 版本的

跨区域、跨部门数据运用，3.0 版本更强调数据智能，通过感知能力的强化，致力

于全城市要素数据的智能化深度融合。 

阿里云方面介绍，经过两年迭代，城市大脑 3.0 强化了感知能力，将通过城

市空间基因库链接农田、建筑、公共交通等全部城市要素。通过 AI 技术，城市

大脑可以实现交通、医疗、应急、民生养老、公共服务等全部城市场景的智能化

决策。脑力提升后，“城市免疫力”也将大大提升。以沿海城市常见的台风灾害

天气为例。台风到来之前，城市大脑 3.0 就可以用天气数据计算台风通过城市的

路径；根据城市 3D 模型推演，预判城市道路的积水点，标记高危建筑，提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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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交通部门提早预防。AI 外呼系统可以通知市民做好防护工作。 

网易在港二次上市 

6 月 11 日，网易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第二家在港股二次上市的公

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网易以网络视频形式替代现场上市仪式，网易创始人、

CEO 丁磊与 8 位员工代表及资深用户一起在杭州完成“云敲锣”。当日，网易股

价盘中一度上涨 9.9%，总市值突破 4600 亿港元，最终收盘报 130 港元，较发行

价上涨 5.7%，总市值为 4458 亿港元。 

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网络游戏公司，网易股票受到了投资者热捧。据此前公

告，其香港公开发售股份获 360.53 倍超额认购，国际发售超 14 倍认购。若超额

配售股权未被行使，预计募资净额为 209.3 亿港元（约合 27 亿美元）。网易所募

资金将用于推动全球化战略及机遇、创新及一般企业用途等。 

政策资讯 

关于组织开展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完善我省“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国内领先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实施工业互联网建链强链，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省

经信厅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工作的通知》，组织申报

行业级、区域级、产业链级、企业级和特定环节工业互联网平台。申报材料：1.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申报书，2.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方案。各设区市经

信局作为推荐单位，负责本市平台的申报组织及材料初审工作，各市经信局汇总

申报材料后，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将材料报送省经信厅。 

杭州余杭区出台“直播电商”12 条扶持政策 

6 月 20 日下午，在中国杭州数字时尚创新基地发布会上，余杭区直播电商政

策隆重发布， 12 条支持政策覆盖了直播电商全产业链，对企业支持力度大，涵

盖了头部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从起步、发展壮大到上市给予企业全方位支持。 

直播电商企业通过评审达到鲲鹏企业要求的，最高可获得 1 亿元研发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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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签约顶级头部主播的 MCN 机构，可获得 500 万元奖励；符合要求的直播

电商企业，可申请获得最高 1000 万元的政策性融资担保、2000 万元的让利性股

权投资引导基金和 1000 万元的天使梦想基金等政策支持，直播电商企业成功境

外上市给予最高 1000 万元奖励。 

对主播等人才支持方面，符合条件的直播电商企业，可推荐独家签约主播，

按年带货销售额 1 亿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上，分别认定 D 类、

E 类、F 类人才；同时，在现有人才政策基础上，特别针对直播电商人才的认定

和保障进行了突破，具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

按最高 B 类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热点追踪 

国家级区块链漏洞子库正式上线 已收录区块链相关漏洞 247 个 

6 月 3 日，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正式上线区块链漏洞子库

CNVD-BC（https://bc.cnvd.org.cn/）。CNVD 区块链漏洞子库由国家互联网应急中

心运营，当前已收录区块链相关漏洞 247 个，其中高危漏洞 60 个，中危漏洞 173

个，低危漏洞 14 个。 

据介绍，CNVD 区块链漏洞子库充分依托国家级网络安全资源，通过号召和

引导区块链安全厂商、白帽子、区块链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区块链安全生态建设，

提高我国区块链漏洞和安全事件的发现、分析、预警，以及整体研究水平和应急

处置能力，为我国区块链行业安全保障工作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和数据支持。 

芯片研发里程碑：国产 5G 毫米波芯片研发成功 

6 月 15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云杰表示，南京网络通信与安全紫山实验室已

经开发出了 CMOS 毫米波全集成 4 通道相控阵芯片，并完成了芯片封装和测试。

每个通道的成本已从 1000 元减少到 20 元。同时，他们将毫米波大规模有源天线

阵列与集成的 1024 通道天线元件封装在一起。芯片和天线阵列力争到 2022 年在

5G 系统中使用。 

毫米波芯片是高容量 5G 移动通讯核心，是中国短板中的短板，长期被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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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国 5G 毫米波芯片研发成功将打破 “缺芯少魂”，助力 5G 毫米波商用。 

《2020 杭州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榜单》发布 

6 月 29 日，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投资发展促进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万物

生长大会上，杭州市创业投资协会联合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微链」共同发布

《2020 杭州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榜单》。截至 2020 年 6 月 12 日，杭州共有独

角兽企业 31 家，准独角兽企业 142 家，所有企业总估值超 3100 亿美元。 

2020 年，杭州共有 5 家企业成功从准独角兽晋级独角兽（估值 10 亿美金以

上企业）队伍，39家企业首次进入准独角兽（估值一亿美金以上企业）队伍。新

晋独角兽里，属医疗健康领域表现最为亮眼，超过 25%的新晋准独角兽企业来自

该领域；人工智能领域有 6家新准独角兽，数量位居第二，大数据和教育领域各

有 4家新准独角兽，数量位居第三。 

工作动态 

直播系列课：决胜 2020 营销业绩年中盘点及冲刺规划 

为了帮助企业提升营销能力，达成既定市场目标，协会联合销售罗盘，举办

“决胜 2020 营销业绩年中盘点及冲刺规划”线上研讨活动。活动邀请具有 20 年

以上制造及 IT 行业销售实战及管理经验、10 年以上大型美资跨国企业中国区负

责人管理经验的实战派营销专家熊晓与大家交流分享，直播时间：7 月 16 日 

20:00-21:30，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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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软评估 

6 月“双软评估”统计 

根据《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 2017）、《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003 

2019），经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评估，2020年 6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53家，软件

产品 146件。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双软评

估”统计 

杭州 48 139 127 507 

温州 1 4 2 13 

嘉兴 0 4 2 24 

湖州 0 1 0 1 

绍兴 1 3 0 9 

衢州 0 0 0 0 

金华 1 2 3 12 

丽水 0 0 3 8 

台州 1 1 2 5 

舟山 1 1 6 7 

宁波 0 0 1 4 

合计 53 155 146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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