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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发布 

《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发布。为加

快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助力稳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于 8 月 12 日发布《关于支持建设新一

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启动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

景工作。《通知》提出，首批支持建设智慧农场、智能港口、智能矿山、智能

工厂、智慧家居、智能教育、自动驾驶、智能诊疗、智慧法院、智能供应链等

十个示范应用场景。（新闻来源：科学技术部官网） 

《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印发。8 月 23 日，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政府、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印发《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该《行动计划》以数字内容开发应用为重点目标，统筹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城市副中心

落地的有关任务，聚焦‚元宇宙+文旅‛、‚元宇宙+商业‛、‚元宇宙+城市

服务‛三个方向的融合应用创新，重点实施四项行动。（新闻来源：北京通州

发布） 

 数据发布 

1-7 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54560 亿元，同比增长 10.3%。1-7 月份，我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稳健，软件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收入 54560

亿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稳步增长，

1-7 月份，软件业利润总额 5698 亿元，同比增长 6.6%，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0.7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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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软件业务出口增速持续回升，1-7 月份，软件业务出口 29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3%，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软件外包服务出口同

比增长 7.5%。（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 年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将达 900 亿美元。8 月 30 日消息，全球管理

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名为《云端中国，展望 2025》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

国公有云市场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再增长一倍以上，从 2021 年的 320 亿美元

增长到 2025 年的 900 亿美元。此外，调研结果还显示，30%的中国企业对国际

化云服务提供商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到 2025 年国际化云服务提供商的潜在

云计算市场总规模可达到 300 亿美元至 700 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电子报） 

2022 年信创产业规模达 9220.2 亿元。海比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 年信创

产业规模达 9220.2 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为 35.7%，预计 2025 年突破 2.0

万亿。海比研究院将信创产业划分为两部分，即由核心产品构成的核心市场，

以及由非核心产品构成的非核心市场。数据显示，2022 年核心市场规模为

2392.8 亿元，占比 26.0%，非核心市场规模为 6827.4 亿元，占比 74.0%。（数

据来源：海比研究院） 

2026 年全球 AI 市场将达到 9000 亿美元。国际数据公司（IDC）估计，包

括软件、硬件和服务在内的全球人工智能（AI）市场将在 2022-2026 年期间将

实现 18.6%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2026 年达到 9000 亿美元大关。（数据

来源：IDC） 

 信创动态 

北京大学公开发布国产通用型科学计算软件。8 月 22 日，北京大学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在重庆面向全球公开首发中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通用

型科学计算软件——‚北太天元数值计算通用软件‛V2.0 正式版，填补国产科

学计算软件在通用型软件领域的空白。（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 



软件产业发展半月报  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4 

 技术创新 

百度发布全平台量子软硬一体解决方案‚量羲‛。8 月 25 日，百度发布超

导量子计算机‚乾始‛和全球首个全平台量子软硬一体解决方案‚量羲‛，集

量子硬件、量子软件、量子应用于一体，提供移动端、PC 端、云端等在内的

全平台使用方式。（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阿里云宣布推出智能计算解决方案‚飞天智算平台‛。8 月 30 日消息，

今日，阿里云宣布推出智能计算解决方案‚飞天智算平台‛，并启动位于张北

和乌兰察布的两座超级智算中心，算力规模合计 15 EFLOPS（每秒 1500 亿亿

次浮点运算），成为全球最大规模智算平台。（新闻来源：智东西）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新增极狐 GitLab、华龙讯达等捐赠人。8 月 28 日消

息，据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宣布，2022 年 7 月，新增以下单位成为开放原子开

源基金会捐赠人：极狐信息技术（湖北）有限公司成为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黄

金捐赠人；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白银

捐赠人；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成为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开源贡献人。（新

闻来源：IT 之家） 

 企业动向 

谷歌发布全新跨平台工具包。8 月 26 日，Google 官方宣布推出一款跨设

备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的预览版，方便开发者使用其更容易地创建 Android

应用程序，还能在一些非 Android 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汽车等设备上运行。

（新闻来源：CSDN） 

‚百度地图×Apollo‛自动驾驶级导航在北京亦庄上线。8 月 12 日，‚百

度地图×Apollo‛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发布全新版本。百度地图率

先在亦庄上线城市车道级导航、车位级导航、绿灯畅行导航等智能化功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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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将陆续落地广州黄埔、河北保定、湖南株洲等示范区。（新闻来源：IT 之

家） 

 市场拓展 

向量数据库公司 Zilliz 完成 6000 万美元 B+轮融资。8 月 25 日，向量数据

库公司 Zilliz 宣布完成 6000 万美元的新一笔融资，成功将其 B 轮融资规模进

一步扩大至 1.03 亿美元。该笔融资由沙特阿美（Aramco Ventures）旗下的多元

化成长基金 Prosperity7 Ventures 领投，老股东淡马锡旗下 Pavilion Capital、高

瓴创投、五源资本和云启资本继续加注，多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新闻

来源：CSDN） 

 产业生态 

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工作组正式成立。8 月 19 日，商务

部称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工作组已正式成立，全面推进

中国加入 DEPA 的谈判。DEPA 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于 2019 年 5 月发起、

2020 年 6 月签署，目前已经生效，是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2021 年 11

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DEPA。（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 

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心正式启用。8 月 11 日，长三角（杭

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心（以下简称‚能力中心‛）在 2022（第六届）中国

工业大数据大会暨产业数字化‚三个全覆盖‛推进会上正式启用。启用后，能

力中心将持续发挥‘聚能’和‘赋能’作用，加快推进细分行业扩面改造，继

续加强服务商梯度培育，努力打造数字化改革标志性成果。（新闻来源：杭州

经信） 

元宇宙与虚实交互联合研究院成立。8 月 22 日，‚元宇宙与虚实交互联合

研究院‛在沪成立。该研究院由复旦大学、中国移动咪咕、腾讯互娱、华为技

https://www.c114.com.cn/keyword/default.asp?key=%D6%D0%B9%FA%D2%C6%B6%AF
https://www.c114.com.cn/keyword/default.asp?key=%BB%AA%C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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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限公司、Epic Games 等一流产学研机构发起共建。其中，中国移动的咪咕

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将作为研究院启动的主要牵头单位之一。（新闻来源：IT 时

报） 

 

 

南京 

 8 月 13 日至 17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总决赛在南京

市举办。本届大赛历时 1 年，吸引了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5576 支队伍积极参与，经过初赛评审，168 支队伍进入总决赛，

经过 2 天的现场评审和终审答辩，最终角逐出一等奖队伍 21 支、二等

奖队伍 98 支、三等奖队伍 240 支。 

成都 

 8 月 23 日，成都软件产业基金发展研讨会在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

议室成功举办。会议汇集来自金融行业、科技行业的专家和精英，围

绕成都软件企业投融资发展、高端软件产业建圈强链等主题进行深度

研讨。 

杭州 

 8 月 11 日，长三角（杭州）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心在 2022（第六届）

中国工业大数据大会暨产业数字化‚三个全覆盖‛推进会上正式启用。

启用后，能力中心将持续发挥‘聚能’和‘赋能’作用，加快推进细

名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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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扩面改造，继续加强服务商梯度培育，努力打造数字化改革标

志性成果。 

深圳 

 8 月 16 日，第十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 2022）在深圳举办。

开幕峰会上，嘉宾围绕网信产业、量子计算、新型显示等电子信息产

业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全方位、深层次地把脉未来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趋势。博览会期间，还同步举办‚5G+行业应用‛‚数字生活‛‚信

息技术应用‛‚大数据应用‛‚超高清显示技术‛‚集成电路‛六大

专业板块垂直领域论坛，以及多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行业活动。 

北京 

 8 月 20 日，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本次大

会以‚共创共享 共商共赢‛为主题，重点关注机器人领域前沿技术发

展和产业应用赋能，全方位展示机器人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新业态，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机器人

领域技术创新、学术交流、企业服务和人才培养，促进机器人科技与

产业创新。 

上海 

 8 月 24 日，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体验周开幕式在上海市举办。此次体

验周系统性展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布局、重大项目、标杆场

景以及数字交互探索应用等内容，开展包括创新挑战赛、直播、产业

峰会、体验与打卡活动等一系列线上线下丰富的数字化转型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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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广大民众感受数字之都的魅力和温度，同时为挖掘数字科技应用

新场景、新机遇，在全国范围内培育发展新样本而积极进行探索实践。 

 

 

 

 亚马逊和谷歌抨击微软云计算垄断，阻碍客户流动  

 事件回顾：8 月 30 日，亚马逊和谷歌抨击云计算竞争对手微软，指责微软

的最新软件业务调整将阻碍客户转移到云计算竞争平台，影响市场公平竞

争。29 日，微软宣布了一系列包括软件授权政策在内的调整，新政策将会

在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微软声称，新政策将有利于云计算市场的玩家更好

的竞争。然而，微软宣布的软件授权政策调整中，排除了亚马逊、谷歌、

阿里巴巴和微软这四家公司。就在最近，欧洲市场的一些云计算服务商向

欧盟委员会提出投诉，指控微软存在的一些不公平行为。随后，欧盟委员

会展开了初步调查，向一些云计算公司了解微软的详细做法以及给竞争对

手平台带来的影响。（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专家媒体评论（谷歌副总裁 Marcus Jadotte）：云计算行业对客户的承诺

是提供灵活、弹性的计算服务，客户无需担心传统的合约锁定，从而能够

在不同的平台自由迁移，选择最合适他们的技术和平台，而不是被迫选择

最符合微软利益的平台。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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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媒体评论（亚马逊云服务部门 AWS 发言人）：微软对客户添加了大量

的限制措施，试图不公平地限制其面临的竞争，而不是听取客户的意见，

在云端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软件授权。  

 赛迪评论（李梓祎）：云计算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也非常细分化。很

多厂商在公有云可能很难和 AWS、阿里云、微软云等行业巨头竞争，但是

在行业云上却有一定的市场，比如金融云，政务云等。一家公司很难把所

有行业、产业都覆盖，全部都做精做细，只要云厂商能在一个行业内产品

领先，那么他就在这个行业内有口碑、有市场、有机会。因此，垄断并不

是留住用户的决定因素，只有产品符合用户需求且在细分领域有可圈可点

之处才能在市场上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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