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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35%。并就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技能导向的使用制度、建立技能人才职业

技能等级制度和多元化评价机制、建立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机制，以及保障措施等方

面提出一系列意见。具体提到，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

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国有企业要结合实际将高技能人才培养规

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纳入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各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

会组织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对纳入产教融

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可依据有关规定按投资

额的30%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国有企业在工资分配上要发挥向

技能人才倾斜的示范作用。企业要按规定足额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60%以上用

于一线职工教育和培训。发挥职业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优化职业教育

类型、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在保障措施方面，加强技能人才基础工作。充分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技能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高技能人

才库。加强高技能人才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大力推进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精

品课程、教材和师资建设，开发高技能人才培养标准和一体化课程。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两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意见》部署了五方面改革举措：一是优化电子电器产品准入管理制度（《意见》

后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动态调整清单”和“实行进网许可制度的电信设备目录动

态调整清单”）。二是整合绿色产品评定认证制度。三是完善支持基础电子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制度体系。提出加大基础电子产业研发创新支持力度，统筹有关政策资源，

加大对基础电子产业升级及关键技术突破的支持力度。通过实行“揭榜挂帅”等机制，

鼓励相关行业科研单位、基础电子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研发任务。引导建立以行业企业

为主体、上下游相关企业积极参与、科研院所有力支撑的研发体系，重点支持发展技

术门槛高、应用场景多、市场前景广的前沿技术和产品。优化基础电子产品应用制度，

完善基础电子产业投融资制度，加大基础电子产业研发制造用地支持力度。四是优化

电子电器行业流通管理制度。五是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子电器行业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22-10/07/content_571603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9/23/content_5711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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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部署了五项重点任务：一是进一步破除隐性门槛，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准

入成本。二是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推动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三是进一步优化涉

企服务，推动降低市场主体办事成本。四是进一步加强公正监管，切实保护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五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在具体要求中提

出：切实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持续规范招投标主体行为，加强招投标全链条监管。

取消各地区违规设置的供应商预选库、资格库、名录库等，不得将在本地注册企业或

建设生产线、采购本地供应商产品、进入本地扶持名录等与中标结果挂钩，着力破除

不合理限制。政府采购和招投标不得限制保证金形式，不得指定出具保函的金融机构

或担保机构。着力优化跨境贸易服务。进一步完善自贸协定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助力

企业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规则。拓展“单一窗口”的“通关+物流”、

“外贸+金融”功能，为企业提供通关物流信息查询、跨境结算融资等服务。支持有

关地区搭建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申报等服务。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

交易成本的意见

为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新实施的法律之间衔接协调，完善法律

责任制度，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作以下修改：

一是完善违反网络运行安全一般规定的法律责任制度。二是修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的法律责任制度。三是调整网络信息安全法律责任制度。四是修改个人信息保

护法律责任制度。

来源：国家网信办【全文】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

决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近日，教育部发布《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各级各类

学校52.93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44.37万人。共有

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比上年减少11所；本科层次职业学

校32所，比上年增加11所；高职（专科）学校1486所，比上年增加18所；成人高等

学校256所，比上年减少9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33所。

来源：教育部【全文】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9/15/content_5709962.htm
http://www.cac.gov.cn/2022-09/14/c_1664781649609823.htm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209/t20220914_660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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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介绍了我国十年来基础设施发展取得的成就，提到发改委将加强统筹规划，

指导电信运营企业统筹布局5G和光纤网络建设，完善国家算力网络布局，促进区域

协同和集约共建，优化新型基础设施供给结构，提升整体发展效能；充分发挥中央预

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社会资本参与投

资的积极性；支持新技术融入民生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加快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重点和建设次序等。

来源：国家发改委【全文】

国家发改委发布会介绍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

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从7万

亿元增长至14.1万亿元，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1.6%，在工业中的营业收入占比已连续

9年保持第一。其中，消费电子产销规模均居世界第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快速

增长。10年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从2.5万亿元增至9.5万亿元，增长

2.8倍。今年1—7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达5.4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10年来，面向教育、金融、能源、医疗、交通等领域典型应用场景的软件产

品和解决方案不断涌现，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赋能、赋值、赋智作用深入显现。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工信部【图解】

十年来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成就

9月8日-9日，2022全球IPv6峰会成功举办。大会主席、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

中心主任刘东表示，在推进IPv6规模部署的同时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大投入，全面

推进IPv6价值提升和创新应用。一是深入挖掘IPv6技术拓展潜力方面。二是需要多维

度多渠道推进标准化工作。三是，提前布局产业融合应用，全面推进IPv6互联网+。

一方面，加强IPv6与垂直行业的深度融合，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促进智能化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提前布局，推进IPv6与

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更广泛的开展数字化转型，节省未来成本的同时推动传统业

态和服务模式创新发展。四是，提升IPv6网络安全能力，助力可信数字经济的构建。

来源：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全文】

IPv6将成为全球互联网创新的新赛道

https://www.ndrc.gov.cn/xwdt/wszb/jsjcssjcygqk/?code=&state=123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09920.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jd/art/2022/art_13e8cf92bb7a40f3a9a989dfb07d8e3f.html
https://www.cfiec.net/ipv6_new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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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中国云网智联大会”上，工信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电信集团科

技委主任韦乐平表示，云网产业融合呈现以下几大趋势：电信运营商以网为主，到多

种形态的云网融合。例如，AT&T和Verizon等国际运营商多放弃自有云，改为与云

公司合作提供云服务，退而专注提供泛在敏捷的连接服务。中国运营商均有自有云，

专注云网融合或算力服务。互联网公司以云为主，到多种形态的云网融合。ICT厂商

从提供云网设备到进入服务运营市场。

韦乐平认为，运营商在云网融合方面的潜在优势如下：有望降低云网整体拥有成

本（TCO）、有望提供更高服务质量、有望提供更严格的端到端SLA、有望创新服务

形态。运营商转型的正确路径是：植根于网络连接，并能有效吸纳云、大数据和AI等

新技术后所形成的连接＋服务，或称连接即服务（CaaS）。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全文】

专家谈运营商在云网融合方面发展

“百城千园行”活动包括政策进园区、网络进园区、标识进园区、平台进园区、

安全进园区等。在网络进园区中提出，组织基础电信企业为园区提供灵活、可靠、安

全、定制化网络服务，提升外网服务能力，完善园区5G网络覆盖。推动园区利用5G、

TSN等新兴技术和适用技术，升级改造园区网络和企业内网。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工信部关于组织开展工业互联网一体化进园区“百城千园行”

活动的通知

长沙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正式开通运行，成为全国第21个开通的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长沙直联点项目设计目标为建成网间互通总带宽2400G，将省内网间

访问时延降低70%以上，丢包率降低40%以上。建成开通后，网间互通总带宽达到

2400G，省内网间访问时延降低80%以上，丢包率降低50%以上，超出设计目标，

可满足未来5年湖南省互联网网间流量疏导需求。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长沙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运行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10551.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6/a1210562.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0/09/content_5716813.htm
https://www.c114.com.cn/news/91/a1209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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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在北京举办的2022阿里云云上数字政府峰会上，阿里云宣布与中国移

动、太极股份、首都信息等重要合作伙伴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服务北京健康云、朝

阳区政务云等政务项目建设。自2016年阿里巴巴正式启动“北京+杭州”双中心、双

总部战略以来，阿里巴巴主核心业务已全部在京落地。

来源：搜狐网【全文】

阿里云与中国移动等企业合作共同服务北京政务项目建设

中国移动表示，云市场会从原来百花齐放的状态逐渐向头部聚集。未来中国市场

上大的云厂商可能也就是四五家的规模，从北美的市场情况看也是同样的状态。同时

我们也看到，客户不太可能只用一家云厂商，因为客户也希望在“多云”的状态下保

证安全。中国移动正在加大PaaS的研发和aPaaS（applic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服务的能力，提升PaaS收入比例，从而提升利润的水平。目前，中国移动

云能力中心82%的员工都是核心的技术研发人员，同时中国移动也在通过科改的方式

引入相应的高端人员、领军人物，进一步提升其自研的能力水平。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中国移动：未来云市场将逐渐向头部聚集

中国移动方面表示，5G专网的收入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通信流量费，二是

功能费，三是系统集成费。中国移动5G专网面向客户按照“BAF多量纲”商业模式

收费。BAF模式包含3项基础功能“B”（公网公用、公网专用、专网专用），13项

增值能力“A”（业务加速、边缘节点、网络运维等），以及个性化组合“F”，为

客户提供多量纲、多维度、多模式的计费方案。

B1是公网公用，B2是公网专用，B3是专网专用，其中B1偏流量费，B3偏功能费。

中国移动5G行业应用希望做大功能费和集成费，将应用真正嵌入到客户的生产流程

中，摆脱“管道商”的固有认知。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中国移动5G专网按照“BAF多量纲”商业模式收费

http://news.sohu.com/a/586594994_362042
https://www.c114.com.cn/news/118/a1210208.html
https://www.c114.com.cn/news/118/a1210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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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9月28日宣布，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专项支持金融机构

以不高于3.2%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更

新改造提供贷款。据介绍，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额度为2000亿元以上，利率

1.75%，期限1年，可展期2次，每次展期期限1年，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

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金融机构。

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为教育、卫生健康、文旅体育、实训基地、充

电桩、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

升级、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等10个领域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在实施方面，设备

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实行名单制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托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

调机制，会同各地方、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形成分领域备选项目清单。该专项再

贷款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按月发放。

来源：中国政府网【全文】

央行设立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9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在联合国教育变革峰

会结束后召开会议，商讨推动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的《关于教育变革的愿

景声明》等峰会成果。教育部部长、2030年教育高级别指导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怀

进鹏指出，高级别指导委员会应在全球合作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结合各国实际，推

动峰会共同愿景和行动倡议落实。一是要把承诺转化为行动，推动教育优先发展。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健全激励、监测和问责机制，把峰会承诺落实到各国政策体系

和实际预算中，落实到教育规划与行动中。二是以数字化为杠杆，撬动教育整体变革。

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赋能教师和学习者，探索教育数字治理方式，

实现教育更加包容公平更高质量发展。三是激发各方积极性，汇聚教育变革合力。发

挥各国政府、学校、教师、青年和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鼓励更多国家

争做倡导国，以各具特色的实践推动峰会成果落实。采取更多措施支持非洲和小岛屿

国家教育。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以数字化为杠杆，撬动教育整体变革

http://www.gov.cn/xinwen/2022-09/28/content_5713466.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9/t20220921_66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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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8489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一直以

来，教育部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如建设上线“国家高

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提供2.7万门优质慕课以及6.5万余条教材等各类教与学资源。

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东部高校目前面向西部地区提供17万门慕课及订制课程

服务，帮助西部地区开展混合式教学261万门次，参与学生达到3.3亿人次。同时，

教育部鼓励高校夯实教学新基建，打造多种形式的数字化教学场景等。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持续加强线上教育教学管理，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414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出，将持续

加强职业教育中高本课程衔接，从而健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进一步推行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设并发挥好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作用，以

“信息技术+”升级传统专业，大力推进“互联网+”“智能+”教育新形态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从课程资源供给、教学方式创新、教师课程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方面着手，

服务中高本一体化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来源：教育部【全文】

教育部：进一步加快推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中共教育部党组在《求是》杂志刊发文章《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教育改革发展

新篇章》。文章从八个方面总结了十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教育面貌正

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在第七条中提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实施，建成用好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

来源：求是网【全文】

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求，各省要加强数字化教育资源进校

园审核监管；严禁以信息化教学或分班教学为名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或

教育APP；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平板电脑或教育APP，学校不得收取

任何费用；要对教育乱收费现象“零容忍”，切实保持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高压态势。

来源：教育部【全文】

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专项督办以教育信息化为名

乱收费事项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gaojiaosi/202208/t20220831_65691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zcs/202209/t20220920_663290.html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9/16/c_1129000637.htm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9/t20220915_6614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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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度起草了一项新的电信法案，要求包括WhatsApp、Zoom和Google

Duo在内的OTT消息和视频通话平台获得在该国运营的电信牌照。根据拟议的立法，

印度电信部将寻求确保OTT企业提供的包括通话和消息传递在内的电信服务遵循其许

可制度，并受适用于电信运营商的相同政策的约束。如果获得批准，那么该立法将使

印度政府能够监管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服务。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印度即将通过最新法案要求OTT企业受电信法约束

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企业（EuroHPC JU）10月4日宣布，将选择捷克、德国、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六个成员国来部署史上第一个欧洲量子计算机网络，它

将整合这六个国家现有的超级计算机，形成一个量子计算网络，于2023年下半年投

入使用。

据悉，该计划总投资超过1亿欧元，其中一半来自欧盟，另一半来自参与该项目

的17个国家。新的量子计算机网络将满足欧洲工业界及学术界对量子计算资源日益

增长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超导研究、研发新药等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

首个欧洲量子计算机网络将于2023年投入使用

英国高等教育数字机构Jisc和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于2022年10月4日起

正式联合，以创建一种弹性的联合能力，增强Jisc的综合数字和数据能力，并提供值

得信赖的专家建议和指导以及整个行业的广泛服务。这次合并意味着收集和发布英国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相关法定数据的责任由Jisc承担。

来源：Jisc【全文】

Jisc同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合并

https://www.c114.com.cn/news/22/c22270.html
https://www.c114.com.cn/quantum/5285/a1211307.html
https://www.jisc.ac.uk/news/jisc-and-hesa-confirm-merger-04-oct-2022


近日，Gartner发布2022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并列出了25项值得关注的新兴

技术。2022年新兴技术趋势确定了25种需要了解的新兴技术，主要包含三个主题：

沉浸式体验的演进、加速人工智能自动化和优化技术人才交付。

来源：Gartner【全文】

Jisc发布了一份新指南，帮助成员在做出有关IT的决策时考虑可持续性。涵盖采

购、用户支持、设备选择、维护和管理、能源成本、印刷、云、安全，以及设备处置、

回收和再利用等主题。具体实例有：向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借出设备，或鼓励他们使

用自己的设备；将系统从本地服务器迁移到云，并实施数据保留策略等。

来源：Jisc【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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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c：IT可持续性的良好实践

Gartner：25项关键新兴技术

ESTI和O-RAN联盟宣布，ETSI已经发布了首个O-RAN规范，即ETSI TS 103

859。该标准侧重于开放前传，这是O-RAN架构中用于开放和智能化RAN的接口之

一。它指定了用于连接O-DU和O-RU的前传接口上使用的控制平面、用户平面和同

步平面协议，用于较低层的功能拆分。ETSI TS 103 859的范围包括LTE和NR（5G）。

来源：C114通信网【全文】、ETSI【规范】

Open RAN标准化迈出重要一步，ETSI正式发布首个O-RAN规范

https://www.gartner.com/en/articles/what-s-new-in-the-2022-gartner-hype-cycle-for-emerging-technologies
https://www.jisc.ac.uk/guides/good-practice-in-it-sustainability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116006721205016&wfr=spider&for=pc
https://www.etsi.org/deliver/etsi_ts/103800_103899/103859/07.00.02_60/ts_103859v070002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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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ITU）构建的模型表明，持续投资固网宽带能够推动社会经济长

期增长。先进的全光纤宽带网络是投资的终极目标，但要让该技术实现100%的覆盖

率仍存在许多障碍。在此之前，数字不平等的情况将持续存在，从长期来看甚至可能

愈演愈烈。政府组织可以超越财政激励的范畴，通过多种方式刺激这类投资。

到2021年底，全球宽带服务市场的规模超过3560亿美元，所支撑的更广泛的ICT

行业通常占到一个国家整体GDP的2%到7%。除了帮助一些领域直接创收，宽带还能

带来更多益处。当前，宽带网络正被用于支持制造、医疗、教育等众多行业，同时也

能在福祉和社会平等等方面提供支持。

来源：199IT【全文】

Omdia&WBBA：加强宽带投资的重要性报告

文章认为在双栈环境中，ULA会破坏IPv6流量，文章引用RFC 6724，指出在部

署IPv6时，不推荐使用ULA，因为最终目标应该是关闭IPv4，因此越早涉足仅IPv6的

世界越好。并且IPv6有足够多的地址，带来的网络好处包括：不需要使用NAT,更容

易排除IPv6问题，避免ULA地址冲突，安全设备依旧有效。

来源：APNIC【全文】

关于IPv6地址规划中ULA的使用

文章提出基于IPv6发展监测平台的测量结果，发现网站升级、活跃用户、IPv6流

量排名靠前的亮点，总结其成功经验并推广其做法，推进IPv6规模部署。报告发现

CERNET接入单位门户网站支持度发展良好；各省市活跃用户数和出入流量发展不均

衡，头部效应明显。IPv6规模部署难点在于流量的提升，只有通过DNS等应用基础

设施的改造，提升高校的IPv6活跃用户数，才能促进IPv6流量规模持续提升。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全文】

CERNET IPv6发展态势与规模部署分析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99837.html
https://blog.apnic.net/2022/09/15/the-future-is-still-ipv6/
https://mp.weixin.qq.com/s/qi5gMslXqqXRkZ_D9mwH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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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全球IPv6峰会总结

• 政务外网IPv6部署演进

• 英国数字战略报告

• 邬贺铨：开发IPv6潜力服务算网协同发展

• 申梓刚：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对我国未来教学模式的启示

• 祝智庭胡姣：需求驱动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范式

• 2022全球量子通信产业发展报告

• 艾瑞咨询：2022年中国金融云行业研究报告

报告介绍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Office of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简称“TAO”）攻击渗透西北工业大学的流程：1、单

点突破、级联渗透，控制西北工业大学网络；2、隐蔽驻留、“合法”监控，窃取核

心运维数据；3、搜集身份验证数据、构建通道，渗透基础设施；4、控制重要业务

系统，实施用户数据窃取。其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和中国运营商敏感信息，为全球各

国有效发现和防范TAO的后续网络攻击行为提供可以借鉴的案例。

来源：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报告一】【报告二】

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NSA网络攻击事件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互联网行业增长势头强劲。具体来看，一是基础设

施迈上新台阶。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142.5万个，建成全球

最大5G网络；我国IPv6地址资源总量位居全球第一；算力规模排名全球第二。二是

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我国信息领域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3万件，全球占比超

过三分之一。三是融合应用赋能新发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四是网络安全迎来新机遇。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约为2002.5亿元，

增速约为15.8%。五是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为动力，网络治理取得新成效。六

是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共识，国际合作开创新局面。

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全文】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AnguQE4yf-FitLCV0DEw7g
https://mp.weixin.qq.com/s/SjWUeVkswF9-HJYa7UvXWw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74169.html
https://www.cfiec.net/2803-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ExNTE2Nw==&mid=2655399622&idx=2&sn=19b3aee86ac73c0ab750070fd2ef23cf&chksm=bdfb3af68a8cb3e0ea8cdc041582ec24a66a83b99d022df4f9c4fca376d48ee4aba500e9afa0&scene=126&sessionid=1664416325&key=a20ad0a11258ac8c3893c80892fd335a34dd1c1edbec6498fb484d62ba2503c18fad4ef2d6288fd4a46dfa55b8e3c095922916e6bbc2824b5dde0c6727d49534d386062544bab9e6aa7fea9f5c997b04d553847b82eb9818ac3d84804c0c3dff20120454def0c6492a3f7ba39c8e19ebe43daea80c27f97cd3941af6ff01ec65&ascene=15&uin=MTYyNTM4MTc1&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60012&lang=zh_CN&session_us=gh_0b9825015650&exportkey=AZa0QghQwI%2BYoffN8%2BnzBzE%3D&acctmode=0&pass_ticket=7fzRO6NJ%2BZunpOQBybKkE6D5hQKFJufjtxY/CCtoe4TBnL3r3yX5ra22saTQL5vm&wx_header=0&fontgear=2
https://mp.weixin.qq.com/s/TYE3T4J11fcMOjp-MynOJw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98412.html
https://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209/4064.shtml
https://www.cverc.org.cn/head/zhaiyao/news20220905-NPU.htm
https://www.cverc.org.cn/head/zhaiyao/news20220927-NPU2.htm
http://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2/0926/MAIN1664183425619U2MS433V3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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