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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与专利提升 2016 年中国数字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2016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认为，中国在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对于

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发挥经济和社会影响力的能力有很大提升 

 报告的“网络就绪指数”指出中国的排名上升了 3 位，名列第 59 位。这一进步主要得益于

消费者对移动宽带的广泛使用以及企业对于研发所付出的更大努力 

 改革计划旨在精简业务流程，同时为取得更大进展提供了愿景 

 下载报告，请点击这里  

 

2016 年 7 月 6 日，日内瓦——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今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指数”

（NRI）排名中高于往年，这得益于消费者对移动宽带服务的强劲需求，以及中国学术机构和企业

注册的专利数量日益增多 。“网络就绪指数”于今日在世界经济论坛的 2016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

告》中公布。 
 

“网络就绪指数”衡量了 139 个国家在打造有利环境，以使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带来有效的经

济和社会利益方面的进展。中国过去一年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整体提升了三个名次至第 59

位。其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对移动宽带服务的强劲需求，申请宽带服务的用户占总人口

的比例从去年的 21.4%上升到 41.8%，几乎翻了一番。另外，国内创新速度提高、信息和通信技

术行业专利增加以及整体经济自 2013 年以来的积极态势也为此提供了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由强劲的消费者需求驱动这一趋势与全球一致，这是在本报告今年调研中出现

的新趋势——消费者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积极的采用者，积极性高于企业和政府。在中国目前的

情况下，商业环境（总体排名第 104 位）仍是阻碍该国在“网络就绪指数”排名中上升的最大瓶

颈之一。主要因素包括：较高的营业税税率以及成立新企业时冗长而复杂的流程。然而，针对这

两个方面，本报告也指出，目前政府简化繁文缛节和鼓励竞争的举措可能会对中国提升在未来的

排名位次产生积极影响。 

 

哪些国家领跑 2016 年的“网络就绪指数”？ 

 

在 2016 年度的 NRI 世界各国排名中，新加坡的网络就绪指数居首位。芬兰曾在 2014 年位居榜首，

今年则连续第二年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分别是瑞典（第 3 位）、挪威（第 4 位）和美国（第 5

位，排名上升了两位）。排在第 6 至第 10 位的分别为：荷兰、瑞士、英国、卢森堡和日本。 

 

NRI 排名中位居前列的国家说明，在网络就绪度与人均收入两个因素之间依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与此同时，在本年度的指数排名中，约 75%的国家得分有所提高。但是，不论在全球还是地

区层面，世界各国在网络就绪度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自 2012 年以来，在欧亚地区、欧洲新兴地

区、中东北非和巴基斯坦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四个地区，网络就绪度最高与最低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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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新兴市场中，俄罗斯的排名保持不变，依然位居第 41 位；中国紧随其后，排名上升了 3 位，

排在第 59 位；南非排名有大幅上升，其排名提升了 10 位，位居第 65 位；巴西部分扭转了此前下

滑的趋势，排在第 72 位；印度排名则下滑 2 位至第 91 位。 

 

欧洲继续走在技术的前沿：在 NRI 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七个是欧洲国家。但是，欧洲各国之间

的差距十分明显：希腊排名下滑 4 位，跌至第 70 位，而波黑则是欧洲国家中排名最低的，位居第

97 位。以斯洛伐克、波兰和捷克为代表的几个东欧国家进步最大，NRI 排名全部进入了前 50 位。

它们能够取得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 ICT 成本的下降，并由此大幅提升了经济和社会效益。意大

利也是本年度进步很快的国家，其排名上升了 10 位，位居第 45 位，这是由于 ICT 对意大利的社

会经济影响开始显现（在全球影响力排名中上升了 18 位）。 

 

欧亚地区继续保持上升态势，自 2012 年以来其平均 NRI 得分有了大幅上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该地区在构成指数的四项指标环境、就绪度、应用和影响力上都有全面的提升。哈萨克斯坦是该

地区排名最高的国家，近年来一直保持积极的上升态势，今年排在第 39 位。 

 

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领头羊马来西亚排名上升一位，位居第 31 位。该国能够维持良好的表现，

与政府坚定推进数字化进程分不开。在亚洲新兴国家中，在 ICT 整体就绪度上排在前五名的国家

与 2015 年一样，依然是马来西亚、蒙古、泰国、中国和斯里兰卡。自 2012 年以来，亚洲新兴国

家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且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亚洲的 ICT 个人应用水平依然是全球最低的地区之

一，但是近年来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拉丁美州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表现依然参差不齐，排名最高的国家智利（第 38 位）比排名最低

的国家海地（第 137 位）几乎高出了整整 100 名。从相对表现来看，该地区从 2015 年到 2016 年

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智利和海地的排名也保持了原来的位置。在剩下的国家中，一半的排名上

升了，而另一半的排名则下滑了。但是，如果从 NRI 得分的绝对值来看，该地区自 2012 年以来还

是保持了上升势头，且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创新是推动数字化发展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力量，为了培育创新，该地区的许多政府迫切需要加强努力，改善其监管和创新环境。 

 

在网络就绪度方面，阿联酋（第 26 位）和卡塔尔（第 27 位）继续引领阿拉伯国家。此外，中东、

北非和巴基斯坦地区出现了本年度两个进步最大的国家，分别为科威特（第 61 位，上升 11 位）

和黎巴嫩（第 88 位，上升 11 位）。个人群体在这两个国家的进步中起到了引领作用，而企业紧

随其后也为它们的优秀表现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政府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科威

特排在第 81 位；黎巴嫩排在第 124 位），但是两个国家的企业界在政府制定 ICT 目标以及政府努

力改善监管环境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几个国家在 NRI 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南非（第 65 位，上升 10 位）、

埃塞俄比亚（第 120 位，上升 10 位）和科特迪瓦（第 106 位，上升 9 位）。在这些国家，引领数

字化技术应用的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数字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

政府；在南非，数字化的核心力量则源自企业。这些国家数字化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也各有不同：

科特迪瓦需要改善基础设施，降低 ICT 的成本；南非需要改变其不断恶化的营商与创新环境；埃

塞俄比亚则需要扩大 ICT 在个体中的普及程度，并提高个体技能水平。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框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让数字技术继续发挥对社会和

经济的影响力，世界各国需要预测数字化对市场的影响，并确保工人在数字化的市场环境中能够

获得公平待遇。在这一过程中，新型治理模式是关键。”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议

程中心总监 Richard Samans 说。 



“跨境数据流动可以促进创新、推动增长，”思科政府事务副总裁 Pastora Valero 说，“那些在

创新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国家和企业知道，真正推动工艺和产品改进的是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因此，我们要出台促进数据流动的举措，这一点对于推动数据经济的全球化至关重要。” 

“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衡量数字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都是进行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

因素。网络就绪指数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可以帮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袖发挥技术的潜

力。”康奈尔大学 Soumitra Dutta 指出。 

“‘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新型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源泉，同时它

也为企业和个人进行组织、生产、贸易和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在数字创新的全球进程中，新加

坡、阿联酋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和进步十分显著：这些国家未来可能会取得更加引人注目

的成就。它们会在未来数年发挥数字技术的力量，提高自身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 Bruno Lanvin 说。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加强在信息收集方面的努力，更详细地了解当前转型对不同地区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数字经济产生更加广泛的效益。”世界经济论坛的 Silja Baller 表示。 

 

《2016 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介绍了哪些有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 

 

报告除了介绍世界各国在数字革命不断推进过程中的表现，还介绍了 2016 年 ICT 应用的几个趋势： 

 

- 多少创新是“数字化”的？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水平日益提升，创新不再局限于技术范畴。

比如，在报告调查的 100 多个国家中，尽管商业模式创新在日益增加，但是报告也发现在

“企业应用”这项指标上，这些国家却停滞不前。这一现象说明，尽管创新对许多企业而

言是重中之重，但是它们却未能通过应用 ICT 来创造更大影响力。 

 

- 专利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权重在下降。在全球企业高管日益重视创新的背景下，专利数量

等传统的创新指标在衡量创新能力方面却占据越来越小的比重，这可能与如下原因相关：

当前的转型是由另外一种创新所推动，而这种创新日益基于数字技术及其所催生的新型商

业模式。 

 

- ICT 基础设施差距依然是一项持续存在、日益严峻的挑战。在报告采用的 12 项指标中，基

础设施这一指标的进步最不明显。更糟糕的是，从绝对数量来看，那些排名最低的国家的

基础设施从 2012 年以来甚至出现了恶化。除了可负担性和技能之外，基础设施是决定一个

国家 ICT 就绪度的关键因素，它是扩大 ICT 应用并最终提高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先决条

件。 

 

- ICT 的社会影响力整体在提升，但需要在重要领域出现新动力。自 2012 年以来，尽管 NRI

社会影响力这一指标取得了积极进步，但是大多数地区在“ICT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这一重

要指标上出现了倒退。“ICT 以及基础服务可获得性”是衡量社会影响力的又一重要指标，

在经过多年的下滑之后，这一指标在 2016 年开始上升。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通过

网络获得医疗、金融、保险和其它服务的便利。在过去一年，ICT 的社会影响力在高收入国

家的提升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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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是推动公私合作的国际机构，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论坛汇聚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重要领袖，共同制

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www.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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