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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新时代

当前，全球已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化阶段，迎来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也开始从数字经济领域的跟跑者

向领跑者转变。2017年9月，麦肯锡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报告指出，中国已拥有全球最活

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生态系统；据毕马威预测，2017年，数字经济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将达到36%，实现29

万亿人民币的贡献，到2030年时，这一比例将会达到77%，超过153万亿人民币的GDP贡献将来自于数字经济。

 社会发展新矛盾

过去三十年间，我国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这一主要矛盾驱动下，实现

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时隔36年后，2017年11月，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无疑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我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走向，即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可持续增长，以解决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

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新时代”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将落脚在“新动能”，带动产业和社会全面数字化升级。

数字经济新征程

01
数字经济的定义及内涵

02

中国数字经济
在GDP中的占比

36%
29万亿RMB

77%
153万亿RMB

2017 2030

01

数据来源：毕马威

 经济增长新动能

2018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发展壮大新动能”，“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助力”。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

定位不只局限于新兴产业层面，而是将之提升为驱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建设在全

国范围内不断下沉，城市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最适合的承载主体。

继2017年4月发布全国首个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后，新华三数字经济研究院深化调整研究体系，全面扩大城

市评估范围，旨在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支撑，与您共赴数字经济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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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依然坚持服务于城市管理者，为城市级数字经济发展

提供参考指引价值，兼具科学性、客观性和时效性，探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研究的新变化

03

产业发展贡献和价值

04

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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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城市覆盖

为更好的适应城市管理者需求，新华三数字经济研究团队

持续扩大城市考察范围，考察对象从2017年的40个城市扩

大到100个城市，样本选取综合考量经济规模、人口规模、

政治地位、区域辐射能力等因素，此100个城市覆盖全国

80%以上的经济规模，60%以上的人口规模，因而更具代

表意义。

更开放的数据来源

指标体系的丰富需要更加开放的数据源支撑，本着开放合

作的原则，此次研究在新华三自有数据调研基础上引入政

府及互联网公司等更为广泛的第三方数据作为评价参考，

以求进一步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真实。

更深入的评价体系

新华三“城市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针对中国城市发展与

治理的四大关键领域，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国家政

策规划以及国务院、发改委和各部委等针对各领域的专项

规划与指导意见及最新政策要求，确定评估重点，就关键

领域中的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事项、发展目标等制定独立

评估指标，以此考察、评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数字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此次评估

中也引入均衡性指标，旨在对“量”的考量基础上融入对

“质”的关注，既考察数字经济应用“有无”，也关注应

用建设的“优劣”。此外，此次评估在基础设施、城市服

务、城市治理、产业融合等各方面，均不同程度的丰富了

评价维度，并突出数据基础建设、服务和治理成效以及城

市产业经济特色发展的导向。（本次评估的指标体系及权

重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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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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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

信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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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评估中国城市级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标准公正客观。
01

引领城市数字经济评估

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于城市整体发展的重要价值点，突出数字经济

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
02

倡导新动能

及时响应国家政策对数字经济的整体定位导向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

全面立体展示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03
洞察数字中国

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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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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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信息化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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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服务
35%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更贴合城市管理者视角的分析

无论是对城市分级、城市聚类的比较分析，对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路径的研究探索，还是对建设均衡性、供给侧改

革、精准扶贫等领域的专题研究，都将使得此次研究更好

的契合城市管理者的决策参考需求。
均衡性专题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聚类的
比较分析

供给侧改革 城市分级 精准扶贫

分析视角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依然坚持服务于城市管理者，为城市级数字经济发展

提供参考指引价值，兼具科学性、客观性和时效性，探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研究的新变化

03

产业发展贡献和价值

04

中国城市
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

更广泛的城市覆盖

为更好的适应城市管理者需求，新华三数字经济研究团队

持续扩大城市考察范围，考察对象从2017年的40个城市扩

大到100个城市，样本选取综合考量经济规模、人口规模、

政治地位、区域辐射能力等因素，此100个城市覆盖全国

80%以上的经济规模，60%以上的人口规模，因而更具代

表意义。

更开放的数据来源

指标体系的丰富需要更加开放的数据源支撑，本着开放合

作的原则，此次研究在新华三自有数据调研基础上引入政

府及互联网公司等更为广泛的第三方数据作为评价参考，

以求进一步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真实。

更深入的评价体系

新华三“城市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针对中国城市发展与

治理的四大关键领域，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国家政

策规划以及国务院、发改委和各部委等针对各领域的专项

规划与指导意见及最新政策要求，确定评估重点，就关键

领域中的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事项、发展目标等制定独立

评估指标，以此考察、评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数字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此次评估

中也引入均衡性指标，旨在对“量”的考量基础上融入对

“质”的关注，既考察数字经济应用“有无”，也关注应

用建设的“优劣”。此外，此次评估在基础设施、城市服

务、城市治理、产业融合等各方面，均不同程度的丰富了

评价维度，并突出数据基础建设、服务和治理成效以及城

市产业经济特色发展的导向。（本次评估的指标体系及权

重详见附录）

0403

科学性 客观性 时效性

40个

100个

城市基本信息

互联网

电商数据

搜索指数

信息安全

信息经济
数据
来源

全面评估中国城市级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标准公正客观。
01

引领城市数字经济评估

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于城市整体发展的重要价值点，突出数字经济

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
02

倡导新动能

及时响应国家政策对数字经济的整体定位导向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

全面立体展示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03
洞察数字中国

产业融合
25%

城市治理
20%

数据及信息化
基础设施
20%

城市服务
35%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更贴合城市管理者视角的分析

无论是对城市分级、城市聚类的比较分析，对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路径的研究探索，还是对建设均衡性、供给侧改

革、精准扶贫等领域的专题研究，都将使得此次研究更好

的契合城市管理者的决策参考需求。
均衡性专题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聚类的
比较分析

供给侧改革 城市分级 精准扶贫

分析视角



中国城市
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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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Evaluation Analysis

第 一 部分 

0103

总体评估分析

第 一 部分 

本次评估100个城市平均得分57.6分（满分100分）。整体来看，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

的上升阶段特征：评分结果分布错落，各城市间差距较大，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分差接近55分，且平

均分更接近于下半区域。

上海凭借其在城市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融合等领域的综合发展优势，在本次评估中排名第一，其余

深圳、北京、广州、成都、杭州、武汉等六城市发展也较为全面均衡，这七个城市评分均超过80分，

发展水平领先。

城市总分及排名

0605

城市总分及排名

排名 城市 评分 排名 城市 评分

1 上海 89.0 51 哈尔滨 55.9

2 深圳 88.3 52 徐州 55.9

3 北京 87.9 53 盐城 55.3

4 广州 87.4 54 中山 55.1

5 成都 86.7 55 邯郸 55.0

6 杭州 85.9 56 南宁 54.9

7 武汉 80.9 57 呼和浩特 54.8

8 宁波 76.3 58 银川 54.6

9 无锡 75.9 59 长春 53.7

10 贵阳 73.8 60 淄博 53.7

11 青岛 73.5 61 宜昌 53.1

12 南京 73.4 62 西宁 53.1

13 长沙 71.9 63 滨州 52.3

14 苏州 70.6 64 开封 52.3

15 福州 70.2 65 洛阳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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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阶段特征：评分结果分布错落，各城市间差距较大，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分差接近55分，且平

均分更接近于下半区域。

上海凭借其在城市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融合等领域的综合发展优势，在本次评估中排名第一，其余

深圳、北京、广州、成都、杭州、武汉等六城市发展也较为全面均衡，这七个城市评分均超过80分，

发展水平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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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 评分 排名 城市 评分

1 上海 89.0 51 哈尔滨 55.9

2 深圳 88.3 52 徐州 55.9

3 北京 87.9 53 盐城 55.3

4 广州 87.4 54 中山 55.1

5 成都 86.7 55 邯郸 55.0

6 杭州 85.9 56 南宁 54.9

7 武汉 80.9 57 呼和浩特 54.8

8 宁波 76.3 58 银川 54.6

9 无锡 75.9 59 长春 53.7

10 贵阳 73.8 60 淄博 53.7

11 青岛 73.5 61 宜昌 53.1

12 南京 73.4 62 西宁 53.1

13 长沙 71.9 63 滨州 52.3

14 苏州 70.6 64 开封 52.3

15 福州 70.2 65 洛阳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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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庆 70.1 66 海口 52.1

17 大连 69.7 67 柳州 51.8

18 天津 69.6 68 包头 51.3

19 郑州 68.9 69 湖州 51.1

20 佛山 68.6 70 东营 50.4

21 厦门 67.6 71 大庆 50.4

22 西安 67.2 72 沧州 50.2

23 东莞 66.5 73 湛江 49.8

24 济南 65.4 74 秦皇岛 49.7

25 合肥 64.8 75 汕头 49.3

26 石家庄 64.4 76 许昌 48.8

27 绵阳 64.4 77 威海 48.3

28 南通 63.9 78 桂林 48.2

29 沈阳 63.3 79 济宁 47.5

30 金华 62.2 80 齐齐哈尔 47.0

31 常州 61.7 81 襄阳 46.6

32 泉州 61.3 82 岳阳 46.4

33 昆明 60.0 83 宝鸡 46.2

34 珠海 59.5 84 九江 45.4

35 温州 59.1 85 平顶山 45.1

36 嘉兴 58.9 86 赣州 45.0

37 镇江 58.6 87 牡丹江 45.0

38 南昌 58.5 88 芜湖 44.3

39 兰州 58.1 89 株洲 44.2

40 乌鲁木齐 58.1 90 德州 44.1

41 惠州 57.8 91 临沂 43.8

42 绍兴 57.6 92 拉萨 43.7

43 唐山 57.3 93 衡阳 41.9

44 台州 57.3 94 鄂尔多斯 41.8

45 太原 57.3 95 茂名 41.1

46 烟台 57.2 96 泰安 37.6

47 江门 57.0 97 鞍山 37.5

48 泰州 56.5 98 吉林 35.4

49 潍坊 56.3 99 保定 35.0

50 扬州 56.3 100 抚顺 34.6

3中心、5热点

全国8个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生态群

3中心：长三角中心

               珠三角中心

               环渤海中心

5热点：四川盆地热点

               华中平原热点

               闽东南热点

               关中平原热点

               山东半岛热点

当前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3中心5热

点”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8个数字经济城市生态群。

中心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区域内城市的数字经济双向协

同、互补发展，核心城市分布较多且集中，区域内热

点多样化，城市间形成生态互动。以环渤海、长三

角、珠三角城市群为代表，这三个中心区域的核心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超过80分，其周边城市得分也

普遍超过60分。

热点模式则是以热点城市的单极突破为主，建设发展

区域数字经济高地，核心城市突出但带动作用尚待挖

掘，数字经济产业特色初步形成，但整体均衡性仍有

待提升。

热点区域包括以成都、重庆、贵阳为核心的西南热

点，以武汉、郑州为核心的华中平原热点，以福州、

厦门为核心的闽东南热点，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平原

热点，以及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山东半岛热点。

全国数字经济热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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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
但并非绝对约束

通过将城市数字经济指数与GDP指标进行交

叉分析发现，城市经济基础和数字经济发展

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80%的城市GDP

水平高即数字经济指数高，GDP水平低即数

字经济指数低。

但与此同时，仍有20%的城市其数字经济发

展与经济基础关联不大，其中9个城市GDP水

平较高但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相反，还有11个

城市经济规模虽然有限，但在数字经济建设方

面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位于左上象限）。

通过将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服务、城市治理

和产业融合四个指标进行聚类，考察城市间数字经济

发展的结构性关系，可将100个城市大体划分为5类，

即：观望者、觉醒者、新兴者、追赶者和领导者，5类

城市数量呈标准正态分布。

就城市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虽然各城市基础和

起点不一，但会大体按照“从观望摸索到规划起步、

建设发展、局部突破，直至均衡发展”这一路径演

进。追赶者和新兴者城市体量大、发展快，将成为下

一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通过将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服务、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四个指标进行聚类，考察城市间数字经济发

展的结构性关系，可将100个城市大体划分为5类，即：观望者、觉醒者、新兴者、追赶者和领导者，5类城市数量

呈标准正态分布。

就城市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言，虽然各城市基础和起点不一，但会大体按照“从观望摸索到规划起步、建设发

展、局部突破，直至均衡发展”这一路径演进。追赶者和新兴者城市体量大、发展快，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的新动力。

新兴者和追赶者成为下一阶段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注：聚类方法为K-均值聚类，参考指标为100个城市的4个一级指标得分

观望者 觉醒者 新兴者 追赶者 领导者

7 7

27

39

20

绵阳、沈阳、金华、常州、泉州、昆明、珠海、温州、嘉

兴、镇江、南昌、兰州、乌鲁木齐、惠州、绍兴、唐山、

台州、太原、烟台、江门、泰州、潍坊、扬州、哈尔滨、

徐州、盐城、中山、邯郸、南宁、呼和浩特、银川、淄

博、宜昌、滨州、洛阳、海口、柳州、湖州、沧州

宁波、无锡、贵阳、青岛、南京、长沙、苏州、

福州、重庆、大连、天津、郑州、佛山、厦门、

西安、东莞、济南、合肥、石家庄、南通

长春、西宁、开封、包头、东营、大庆、湛江、

秦皇岛、汕头、许昌、威海、桂林、济宁、齐齐

哈尔、襄阳、岳阳、宝鸡、九江、平顶山、赣

州、牡丹江、芜湖、株洲、德州、临沂、拉萨、

衡阳

上海、深圳、北京、广州、

成都、杭州、武汉
鄂尔多斯、茂名、泰安、

鞍山、吉林、保定、抚顺

初见成效，快速发展

意识觉醒，开始起步

基础薄弱，观望摸索

重点突破，后发超越

全面领跑，发展均衡

注：此图考察城市经济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横轴是GDP水平，以5,000亿人民币这一通常意义上作为经济发达城市的衡量标准作为

分界线；纵轴是本次指数的评分结果，用以衡量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以100个城市的平均分数作为分界线。

数字经济/GDP交叉分析图

各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聚类

35000亿5000亿

数据及信息化
基础设施

城市服务 城市治理

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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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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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级指标各级城市的评分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级差，如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

平均差距超过15分，而新一线与二线城市之间的差距也

是如此，而二线城市也基本代表着当前中国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的平均水平。

从二级指标看，新一线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数

据运营方面。目前一线和新一线部分城市已开始积极推

进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开展数据运营，但后者在力度与

总分

总分及一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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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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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方面相对落后，在其他一些重点领域如数字医疗、

社会信用等方面，新一线城市同样需要加强；二、三线

城市与新一线城市对比则主要落后在两方面：一是特色

产业发展乏力，二是部分重点领域如环保监测、数字教

育、政务服务等方面依然不足。显然，在这些领域着力

投入建设，将有助于相应城市实现数字经济水平的快速

提升。特别是数据基础和运营基础， 当前各个城市以硬

件为核心的信息基础设施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以数据为

基础的差异开始形成。

注：城市分级采用《第一财经周刊》2017年城市划分标准，国家统计局尚无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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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仍然存在“不均衡、不充分”问题

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

1413

与 当 前 新 矛 盾 的 提 法 相 适

应，城市发展也需要讲求均

衡、充分，特别是在城市服

务与城市治理方面，既需达

标，也不应存在短板。

评分结果显示，百城综合均衡性得分仅为34.6分，表明目前国内均衡性总体水平

不高，其中一线、新一线相对较好，但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得分迅速降低，

或存在明显瘸腿现象，或数字化应用发展虽然较为平衡，但整体建设水平不高，

因此，对于我国广大二、三线城市而言，均衡性建设将成为其未来数字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核心突出问题。

第 二 部分 

注：均衡性是指城市自身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均衡，以及城市自身各个维度之间的均衡。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既要注重单项特色发展，同时

也要考虑到均衡性的问题。 

城市服务和城市治理
综合均衡性得分

34.6

一线城市：88.1

新一线城市：71.3

二线城市：38.5

三线城市：19.7

四线及以下城市：11.7

城市服务和城市治理综合均衡性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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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指支撑城市民生服务、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是衡量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基础和运营基础三部分。

运营基础评分
信息基础设施

数据基础

运营基础

一线城市由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早，在宽带、移

动网络等方面的发展较快，同时，当前多数一线城市也

在大力建设云计算平台、大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因此这类城市在该项指标中得分最高。而一线、新

一线和二线城市、三线和四线城市这三大类城市之间形

成明显阶梯状发展态势，表明信息化基础设施类与经济

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发达的城市在新兴信息基础设

施方面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依托其提升城市整

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一线、新一线城市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新一

线多为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浪潮兴起的城市，如发展电

子商务的杭州等，这些城市对数据的价值、数据给城市

发展带来的贡献有着深刻的认知，因此它们对于数据基

础建设格外重视。当前，各城市已将推动政务信息系统

互联和公共数据共享作为提升政府公信力、提高行政效

率、提升服务水平的重点工作。多数城市已建成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但也应该看到，目前还有相当一

部分城市数据基础不够完善，只完成了其中一类平台的

建设，说明数据开放共享的实际落地情况并不理想。

各城市运营基础建设起步早晚和实施力度不一，目前完整建设的城市很少，但可以看到，运营基础已成为一些中

小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抓手，如兰州，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率先建立运营中心、运营规划和运营团队，为智

慧城市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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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基础设施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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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 二线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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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服务主要指社会民生服务，根据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各行业“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告以

及新时期数字经济热点涉及的民生领域，将城市服务分为医疗、教育、交通、扶贫、社保、政务、

就业、帮扶和智慧社区等九大领域，评估这些领域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改善民生、提升服务效率的

水平和成效，并加入对服务均衡性的考察，具体包括政策规划、建设运营、服务成效三部分。

政策规划

建设运营

城市服务

第 三 部分 

1817

城市服务-政策规划评分

城市服务-建设运营评分

一线

新一线四线

三线 二线

一线

新一线四线

三线 二线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政策规划的评估重点考察在民生领域中业务与数字

化技术结合的规划能力，其中包括城市覆盖的民生

领域数量和民生领域中具体的数字化项目数量两部

分内容。

评分结果显示，一线城市得分明显领先于其他，这

得益于一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好，在政策制定

方面更为深入。新一线城市对于利用数字经济发展

以提高城市服务化水平也非常重视，近年出台了较

完备的支撑政策。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政策规

划则差别不大，得分均在综合平均线左右。

民生是数字经济应用的重点场景，随着城市的发

展，各地不断强化数字经济建设运营，在医疗、交

通、教育等领域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多数城市已将

数字经济作为提升城市服务的重要手段。各城市民

生领域数字经济的应用程度还不高，平均分刚刚超

过54分，而且尚有超过一半的城市处于平均分以

下，民生领域数字经济及相关技术的应用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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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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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成效

2019

政策规划 建设运营 服务成效

城市服务-服务成效评分

一线

新一线四线

三线 二线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针对城市服务的三个二级指标评估可以看出，从政策规划、建设运营到服

务成效，评分呈现逐级递减的状况。这表明，在当前中国各城市数字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重规划、轻运营”、“重建设、轻成效”的问题是客观

存在，有的城市盲目上马数字化工程，但是不注重运营成效，使得很多数

字化项目沦为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城市不针对自身发展

面临的问题，贸然上马一些不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数字化项目，既未能给

当地市民来便捷服务，也未能解决城市核心疾患，反而造成了资源和资金

的浪费。

因此，在民生领域，结合城市自

身发展状况，注重数字化项目的

实际落地效果，有的放矢、因地

制宜，才是解决我国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规划、建设

和成效不对称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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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水平是衡量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规划是数字化项目落地的前提和保障。

本次评估中重点考察在城市安全、社会信用、

环境治理、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等城市治理领域

中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的规划能力。

评分结果显示，在城市治理领域的政策规划

上，一线城市无论在政策的全面性还是深度上

都有较大优势。新一线大部分城市也具备较好

的规划能力，政策较为全面。二线城市得分处

于整体平均水平，三、四线城市之间差别不

大，这些城市在涉及城市治理的各领域如社会

信用等，或多或少存在规划短板。

本次评估重点考查城市治理各领域中典型数字化项

目的发展水平，即公安大数据应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综合管廊智能化管

理平台建设以及社会治理的均衡性。

从排名和得分情况来看，在城市治理的实际落地方

面，各类型城市间有比较大的差距。一线城市能够

广泛的覆盖城市治理的各项领域，在与数字化技术

结合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领先其他类型城市。而新一

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治理作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组成，是各级城市主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各类型

城市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投入力度普遍较大，因此城

市之间发展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对于治理领域应用成效的评估主要是考察该城市在

城市治理领域中国家级或省级示范工程的数量和级

别，通过示范工程的情况来反映城市治理领域的建

设和应用成效。另外本次评估中还对城市在治理领

域中针对各部委十三五规划中要求实现的重点数字

化应用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从而全面评价目标城

市的城市治理应用成效。

从排名和得分情况来看，大部分城市的治理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另外不同类型城市之间的应用成效

差距并不大。三、四线城市通过数字化治理项目的

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应用成效并得到了各级相关

主管部门的认可。示范工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

级政府对于城市治理领域的关注程度，不论是国家

级还是省级的示范试点工程在各地相继落地，都反

映出各级政府对于各城市治理发展情况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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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是指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环境、治安等方面的治理和管理，是衡量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各行业“十三五”规划、十九大报

告以及新时期数字经济热点涉及的治理领域，将城市安全、社会信用、环境治理、城市基础设施

管理作为评估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加入对治理均衡性的考察。针对城市治理的数字化建设和

应用水平作为考察重点，具体包括政策规划、建设运营、治理成效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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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产业基础建设

产业融合

第 五 部分 

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尤其强调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

的融合，逐步形成新业态、新模式的动态发展过程。此次研究在以往考察城市“互联网+”与城市

基础产业融合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城市特色产业的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情况，以及各城市在供

给侧改革中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情况。

互联网+产业基础建设评分

一线

新一线四线

三线 二线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互联网+产业基础”建设考察城市已经推进和实现

的“互联网+”与传统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情况。在

“互联网+第一产业”评估中，重点考察各城市农业

的互联网平台及重点应用。“互联网+第二产业”则

选取“互联网+制造业”，重点关注制造业如何利用

数字化改造来实现产业提效升级，包括智能制造与两

化融合两部分。“互联网+第三产业”重点考察各城

市纳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以及推动服务业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的情况。

评分结果显示，各级城市之间呈现明显的阶梯状发展

态势。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水平相差不大，得分远高于

其他城市，这也表明“互联网+产业基础”建设水平

与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传统产业基础雄厚的

城市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进展较快，而产业基

础相对薄弱也导致三、四线城市在此项指标评估中存

在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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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开始，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定调后，正式拉开序幕。

供给侧改革强调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

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本次评价中供给侧改革贡献度指标旨在评估城市在供给

侧改革中针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水平，也从侧面展现出

各城市供给侧改革的深化水平。

评估结果显示，在各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供给侧改革

整体实施方案中，大多数城市能够积极拓展数字化应

用，并利用数字化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实施。

互联网+产业特色建设 供给侧改革贡献度

互联网+产业基础建设

互联网+产业特色建设 供给侧改革贡献度

产业
融合指标

供给侧改革贡献度评分

互联网+产业特色建设评分

一线

新一线四线

三线 二线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一线

新一线四线

三线 二线

城市分级 综合平均

“互联网+产业特色”建设是考察城市中特色产业与

“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情况。城市根据发展定位不

同，往往会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确立若干城市特色产业

给予重点扶持。当前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到城市特色

产业发展中，成为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而且结

合互联网及新一代IT技术等数字化手段，可以迅速提

升城市特色产业的发展速度，打造特色产业链，实现

数字经济与城市特色的融合发展。

从排名和得分情况来看，目前评估城市中“互联网+产

业特色”建设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一线和新一线城

市数字经济与特色产业融合情况较好，发展出智慧旅

游、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一批特点鲜明的特色产

业。而三、四线城市发展相对滞后，特色产业定位不

明确，数字经济渗透率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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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议

第 六 部分 

将数据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
核心生产要素

构建统一、共享的城市级服务平台
实现数字经济全面均衡发展

大数据时代，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权力治理向

数据治理转变。数据将成为构建城市领先优势的关键

因素，数字化能力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以

数据为核心，进一步梳理城市内外的生产要素，重新

构建数字城市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全国一线城市和

部分新一线城市已开始成立独立的政府数据管理机

构，专注于数据的开放和服务内容，通过数据的进一

步确权，重新梳理城市各管理部门的定位、职责与权

力界限，形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今天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独立数字

应用系统的堆砌，而应是更为关注城市级全面发展、

综合考虑城市生态特色的系统方法论，因而需要实现

统一、共享的城市级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借助平台级

的数字化能力，打造均衡性数字城市。

基于政府所能掌握和调用的资源及数据规模远远超过

其他行业，因此推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能够对全社

会形成示范效应，从而带动更多行业、企业开放数

据、共享数据、利用数据，打造新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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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建议

第 六 部分 

将数据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
核心生产要素

构建统一、共享的城市级服务平台
实现数字经济全面均衡发展

大数据时代，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权力治理向

数据治理转变。数据将成为构建城市领先优势的关键

因素，数字化能力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以

数据为核心，进一步梳理城市内外的生产要素，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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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界限，形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今天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个独立数字

应用系统的堆砌，而应是更为关注城市级全面发展、

综合考虑城市生态特色的系统方法论，因而需要实现

统一、共享的城市级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借助平台级

的数字化能力，打造均衡性数字城市。

基于政府所能掌握和调用的资源及数据规模远远超过

其他行业，因此推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能够对全社

会形成示范效应，从而带动更多行业、企业开放数

据、共享数据、利用数据，打造新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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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经济新生态，加强区域间
产业协同和城市协同，加速数字中国建设

附录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数据及信息化

基础设施
20%

信息基础设施 40%

固网宽带的普及率 20%

移动用户的普及率 20%

城市级云中心 40%

城市级信息安全 20%

数据基础 50%

大数据平台建设 40%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 30%

开放数据平台 30%

运营基础 10%

运营中心 40%

运营体系规范 30%

运营团队 30%

城市服务 35%

政策规划 15%
覆盖民生领域的数量 50%

民生领域数字化项目的数量 50%

建设运营 65%

社保服务平台 4%

移动医疗平台 3%

电子病历平台 3%

教育三通基础 4%

教育两平台应用 4%

教育云平台应用 2%

交通一卡通服务 5%

交通大数据应用 5%

社保一卡通服务 5%

“一号一窗一网”应用 10%

公共就业平台 5%

残疾人帮扶服务平台 10%

精准扶贫平台 10%

智慧社区平台 10%

服务均衡性 20%

服务成效 20%

示范工程的数量 25%

示范工程的级别 25%

应用覆盖比率 25%

互联网 +民生指数 25%

城市治理 20%

政策规划 15%
覆盖治理领域的数量 50%

数字化项目的数量 50%

建设运营 50%

公安数据治理应用 20%

社会信用数据应用 20%

生态环境监测应用 20%

综合管廊智能应用 20%

治理均衡性 20%

治理成效 35%

示范工程的数量 35%

示范工程的级别 35%

应用覆盖比率 30%

产业融合 25%

互联网＋产业基

础建设
40%

智慧农业应用 20%

智能制造应用 20%

两化融合贯标应用 20%

服务业综合改革 20%

服务业公共服务 20%

互联网＋产业特

色建设
45%

互联网 +产业特色规划 25%

互联网 +产业特色建设 25%

互联网 +产业特色成效 25%

互联网 +产业发展指数 25%

供给侧改革贡献

度
15%

伴随着数字经济新动能向城市管理、服务及产业等方

方面面的渗透，将催生出一个综合立体的城市数字经

济新生态。城市自身方面，各个产业主体的全面数字

化转型将驱动其向智能化、精细化、服务化方向发

展，实现各资源要素利用价值最大化；区域方面，数

字经济的发展可为城市集群的深度融合提供有效支

撑，各城市基于自身基础逐步向特色化、功能化的数

字经济方向演化，这些分工各异的城市数字经济形态

将不断聚合、协同共赢，形成区域数字经济新生态，

实现整体区域价值产出最大化，类似“3中心、5热

点”的城市集群生态将进一步深化为新的产业特色集

群，并通过涟漪效应和共振效应逐步衍生到全国范

围，加速数字中国的建设。

指标体系及权重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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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经济新生态，加强区域间
产业协同和城市协同，加速数字中国建设

附录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数据及信息化

基础设施
20%

信息基础设施 40%

固网宽带的普及率 20%

移动用户的普及率 20%

城市级云中心 40%

城市级信息安全 20%

数据基础 50%

大数据平台建设 40%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 30%

开放数据平台 30%

运营基础 10%

运营中心 40%

运营体系规范 30%

运营团队 30%

城市服务 35%

政策规划 15%
覆盖民生领域的数量 50%

民生领域数字化项目的数量 50%

建设运营 65%

社保服务平台 4%

移动医疗平台 3%

电子病历平台 3%

教育三通基础 4%

教育两平台应用 4%

教育云平台应用 2%

交通一卡通服务 5%

交通大数据应用 5%

社保一卡通服务 5%

“一号一窗一网”应用 10%

公共就业平台 5%

残疾人帮扶服务平台 10%

精准扶贫平台 10%

智慧社区平台 10%

服务均衡性 20%

服务成效 20%

示范工程的数量 25%

示范工程的级别 25%

应用覆盖比率 25%

互联网 +民生指数 25%

城市治理 20%

政策规划 15%
覆盖治理领域的数量 50%

数字化项目的数量 50%

建设运营 50%

公安数据治理应用 20%

社会信用数据应用 20%

生态环境监测应用 20%

综合管廊智能应用 20%

治理均衡性 20%

治理成效 35%

示范工程的数量 35%

示范工程的级别 35%

应用覆盖比率 30%

产业融合 25%

互联网＋产业基

础建设
40%

智慧农业应用 20%

智能制造应用 20%

两化融合贯标应用 20%

服务业综合改革 20%

服务业公共服务 20%

互联网＋产业特

色建设
45%

互联网 +产业特色规划 25%

互联网 +产业特色建设 25%

互联网 +产业特色成效 25%

互联网 +产业发展指数 25%

供给侧改革贡献

度
15%

伴随着数字经济新动能向城市管理、服务及产业等方

方面面的渗透，将催生出一个综合立体的城市数字经

济新生态。城市自身方面，各个产业主体的全面数字

化转型将驱动其向智能化、精细化、服务化方向发

展，实现各资源要素利用价值最大化；区域方面，数

字经济的发展可为城市集群的深度融合提供有效支

撑，各城市基于自身基础逐步向特色化、功能化的数

字经济方向演化，这些分工各异的城市数字经济形态

将不断聚合、协同共赢，形成区域数字经济新生态，

实现整体区域价值产出最大化，类似“3中心、5热

点”的城市集群生态将进一步深化为新的产业特色集

群，并通过涟漪效应和共振效应逐步衍生到全国范

围，加速数字中国的建设。

指标体系及权重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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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线城市划分标准

类别 城市名单

一线 深圳、上海、广州、北京

新一线 天津、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杭州、青岛、大连、宁波、郑州、长沙、苏州、东莞

二线
南昌、贵阳、南宁、合肥、太原、石家庄、济南、哈尔滨、长春、厦门、福州、乌鲁木齐、昆明、兰州、无锡、

佛山、烟台、泉州、海口、南通、常州、徐州、绍兴、温州、台州、中山、珠海、嘉兴、金华、惠州

三线

呼和浩特、唐山、包头、银川、西宁、洛阳、潍坊、淄博、大庆、鞍山、汕头、吉林、柳州、保定、邯郸、秦皇岛、

沧州、东营、威海、济宁、临沂、泰安、湖州、泰州、镇江、盐城、扬州、桂林、湛江、江门、株洲、岳阳、

衡阳、宜昌、襄阳、赣州、九江、芜湖、绵阳、齐齐哈尔、抚顺

四线 鄂尔多斯、德州、滨州、茂名、宝鸡、开封、许昌、平顶山、牡丹江

五线 拉萨

注：参考《第一财经周刊》城市338个地级市划分，国家尚无标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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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线城市划分标准

类别 城市名单

一线 深圳、上海、广州、北京

新一线 天津、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杭州、青岛、大连、宁波、郑州、长沙、苏州、东莞

二线
南昌、贵阳、南宁、合肥、太原、石家庄、济南、哈尔滨、长春、厦门、福州、乌鲁木齐、昆明、兰州、无锡、

佛山、烟台、泉州、海口、南通、常州、徐州、绍兴、温州、台州、中山、珠海、嘉兴、金华、惠州

三线

呼和浩特、唐山、包头、银川、西宁、洛阳、潍坊、淄博、大庆、鞍山、汕头、吉林、柳州、保定、邯郸、秦皇岛、

沧州、东营、威海、济宁、临沂、泰安、湖州、泰州、镇江、盐城、扬州、桂林、湛江、江门、株洲、岳阳、

衡阳、宜昌、襄阳、赣州、九江、芜湖、绵阳、齐齐哈尔、抚顺

四线 鄂尔多斯、德州、滨州、茂名、宝鸡、开封、许昌、平顶山、牡丹江

五线 拉萨

注：参考《第一财经周刊》城市338个地级市划分，国家尚无标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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