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1 月 )

【前言】
2015 年以来，
“互联网+”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已上升
为国家战略，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在各个领域创造出许多新
业态与新模式。本报告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按月发布的《“互联网+”
舆情监测报告》，旨在对国内“互联网+”动态进行实时把控，掌握国
家部委的政策导向，跟踪地方政府的落实情况，了解重点企业的市场
行为，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格局和方向，
为“互联网+”相关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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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总结】
自 2015 年“互联网+”正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中央、地方、企业多层
面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落实“互联网+”相关政策措施，纷纷推出产业发展举
措，形成了中央、地方、企业多层面共同推进的格局。本监测期内（2018 年 10 月
16 日-2018 年 11 月 15 日）
，除了出台相关政策外，不同行业继续开展与“互联网+”
相结合的相关业务，“互联网+”与垂直细分行业联系愈加紧密。本监测报告将从政
策颁布落实、企业参与以及相关峰会等方面呈现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情况。
一、国家部委“互联网+”政策落实情况
为响应国家号召，国务院、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健委、工信部、农业农村部
等推出相应举措继续推进“互联网+监管”、
“互联网+政务”、
“互联网+医疗”、
“互联
网+农业”等的相关政策及措施。
国家部委
国务院办
公厅

国家卫健
委

农业农村
部

工信部、
国务院扶
贫办

相关举措

链接

11 月 9 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有关部署，推进政府
网站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就开展政
府网站集约化试点工作，印发《政府网站集约化
试点工作方案》。
10 月 26 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印发公立医
院开展网络支付业务指导意见的通知》，按照《通
知》要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等要求，要求各地推进开展网络支付业务。
11 月 6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深入推进审批服务
便民化工作实施方案》，推行网上审批，变“群
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其中提出：建设农业
农村部网上政务大厅，将全部行政许可事项纳入
大厅全流程网上办理，实现“应上尽上，全程在
线”。
11 月 8 日，工信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布《关于持
续加大网络精准扶贫工作力度的通知》，部署持
续加大网络精准扶贫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网络扶
贫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的重要作用，
使贫困群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各类通信服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8/
11-09/8673095.shtml

http://news.medlive.cn/all/info-ne
ws/show-150496_9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
5/content_5337569.htm

https://news.sina.com.cn/o/2018-11
-08/doc-ihmutuea82493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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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网络应用，提升生活质量。

二、全国各省“互联网+”政策落实情况
从监测结果来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继续贯彻落实“互联网+”政策，在众
多领域纷纷提出各项详细具体的举措，推动“互联网+”发展。近期，吉林、福建、
内蒙古、宁夏等继续采取措施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北京、上海、重庆、河北、江
苏、安徽、湖南、四川、西藏等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发展；天津、山东、福建、山
西、广西等推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我国已有超过 20 省市自治区出台了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政策，推进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北京、天津、
广东、湖北、陕西、江西、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分别与相关领域企业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浙江、福建、安徽、广东、海
南、内蒙、江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青海等省市自治区还推
出了各类“互联网+”平台，推动互联网在农业、交通、医疗、教育、公安、能源、
司法等多个领域落地，各种互联网+应用不断推出，日益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
各个方面。
地区

北京市

上海市

相关政策
10 月 25 日，中国工商银行（简称工行）北京市分行
率先在西单大悦城提供刷脸支付，成为银行业内首家
正式大规模推广该项创新支付服务的银行，在智慧办
税等场景上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链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
8-10/25/content_735651.htm?div=-1

10 月 31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首审,涉短视频著作权；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
原被告双方代理人通过网络远程视频参与庭审；全程 -10/31/c_1123637893.htm
采用语音自动识别系统记录。
11 月 6 日，北京市年底全市网上办理事项将力争达
到 90%以上。为解决企业、群众网上办事重复注册登
录问题，北京市还将搭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总门
户。
10 月 18 日，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正式上线，更
加全面、规范、便捷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在“一网通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6/
content_533774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8-10/18/
content_533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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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总门户新开通的市民主页，不仅汇聚了公积金、
医保等信息，还根据用户情况提供主动、精准的主题
式办事服务。
10 月 30 日，自 11 月起，由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市
政府办公厅、市大数据中心、市经济信息化委共同研
究制定的《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将
正式施行。这是上海第一部关于公共数据管理与“一
网通办”改革的地方政府规章。

http://news.sina.com.cn/o/2018-10-30
/doc-ifxeuwws9554007.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2/
11 月 2 日，2018 年是上海营商环境改革年，上海以
content_5336711.htm
办事全流程便利为目标，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实
现政府服务理念转变和系统性流程再造。如开通“一
窗通”服务平台，实现开办企业一表填写申请、一次
提交数据；建立统一数字化联审平台；等。
10 月 16 日，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启动“新型城镇能 http://www.chinapower.com.cn/tech/20
源互联网示范工程”课题研究，以探索我国新型城镇 181023/1252246.html
能源互联网建设模式，提升区域综合能源利用效率，
促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利用。
10 月 22 日，阿里健康与南开医院携手开启“互联网 http://news.sina.com.cn/o/2018-10-22
+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将探索建立健康合作体系， /doc-ihmuuiyv9046927.shtml
搭建线上办公平台，规范工作流程提升医院临床水平
和管理效能。
天津市

11 月 1 日，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宣布，11 月起在市内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
六区全面铺开，不动产登记大厅全部实现窗口整合， content_5336505.htm
个人二手房交易，一窗受理、只跑一次。
11 月 13 日，天津政务网公布《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市基本建成统一分级诊疗信
息系统；远程医疗服务覆盖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联合体内实现检查检验结果实时查
阅、互认共享。
10 月 19 日，重庆市不动产登记机构推进不动产统一
登记和交易一体化管理，推行“一站式”服务，实行
“一个窗口收件、一套资料内部传递、一次性收费和
一个窗口发证”的业务模式，实现“只进一扇门”和
“一次办结”目标。

重庆市

http://www.stdaily.com/02/tianjin/20
18-11/14/content_730668.shtml

http://cq.cqnews.net/html/2018-10/19
/content_50099635.htm

10 月 24 日，近年来，随着重庆不断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企业和市民可通过支付宝在线办理五十
多项事项，涵盖重庆政务、医疗、车主、交通、综合
等多种领域。

http://www.dzwww.com/xinwen/shehuixi
nwen/201810/t20181024_17984749.htm

11 月 1 日，重庆农商行积极助推乡村振兴，助力全

http://cq.people.com.cn/GB/365413/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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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采取“农业龙头企业+农民
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
“农业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模式。

ws/2018111/2018111161644519976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8/
content_5338344.htm

11 月 7 日，重庆海关发布十六项举措，包括扩大税
费电子支付适用范围、实施“两仓”信息化监管等等，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10 月 17 日，哈医大二院皮肤科成为首批国家远程医 http://hlj.people.com.cn/n2/2018/101
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皮肤影像示范建设单位。
8/c363674-32171674.html
黑龙江
省

吉林省

辽宁省

河北省

10 月 29 日，黑龙江省“智慧医院”建设全新就医模
式，预约挂号院外候诊自助缴费信息随查。

http://www.cac.gov.cn/2018-10/29/c_1
123629053.htm

11 月 5 日，作为 2018 年哈尔滨市财政创新工作任务
之一，
“互联网+创业担保贷款”网络信息平台经过近
一年的开发、完善和调试，目前已投入使用。
10 月 25 日，吉林省将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支
撑，大幅简化企业从设立到具备一般性经营条件所必
须办理的环节。2018 年底前，凡提交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要求的，企业开办时间将不超过 3 天，比国务
院要求的 8.5 天减少了 64.7%。

http://www.huaxia.com/lthq/ltkx/2018
/11/5928376.html

10 月 26 日，为促进吉林省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构
建工业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吉林现代化
工业体系，吉林省近日出台《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
化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实施意见》。
10 月 19 日，辽宁省政府发布《关于促进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辽宁将建立全省统一
的中介服务信息管理平台，为申请人和中介服务机构
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http://www.cinic.org.cn/zgzz/fc/4550
54.html

http://www.stdaily.com/02/jilin/2018
-10/25/content_724397.shtml

http://house.china.com.cn/apple/full
view_1539351.htm?1540250282000

10 月 24 日，辽宁省政府下发《关于大力发展现代物
流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省内各城市电商仓储
物流基地建设，发展城镇社区和农村电商物流配送服
务。到 2020 年，城乡电子商务物流网点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http://news.sina.com.cn/o/2018-10-25
/doc-ifxeuwws7841517.shtml

10 月 26 日，银行沈阳分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
税务局推出电子缴税三方协议网上全程办理，破解纳
税人电子缴税三方协议签约多头跑、多次跑的难题，
探索“互联网+国库金融服务”新模式。
10 月 23 日，河北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加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2020 年底前
全省政务服务事项全面实现“一网通办”。

http://ln.people.com.cn/n2/2018/1026
/c378489-32207249.html

10 月 25 日，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扶贫办联合印
发《河北省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方

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3/
content_5333702.htm

http://hebei.hebnews.cn/2018-10/25/c
ontent_7077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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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出，力争 2019 年底，实现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建档立卡贫困村和整体行政村电商服
务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10 月 19 日，中国工商银行烟台分行把握互联网金融
发展机遇为客户搭建起覆盖和贯通金融服务、电子商
务、社会民生的互联网金融整体架构，力推“互联网
+金融”便捷服务港城市民生活。

山东省

江苏省

浙江省

http://sd.ifeng.com/a/20181019/69584
20_0.shtml

11 月 1 日，山东省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全
省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的通知》,依托省远程
医学中心,共享省级远程医疗服务监管平台,搭建覆
盖所有医疗机构的省级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平台。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81
101/t20181101_524401628.shtml

11 月 2 日，近年来，济宁市环保工作积极探索“互
联网+环保”新路径，打造网格化环境监管升级版。
依托大数据、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济
宁市智慧环保综合监管平台”，构成“线上千里眼监
控，线下网格员联动”的环保监管模式。
10 月 31 日，江苏省人医互联网医院开通，主要功能
包括在线视频就诊、线上开药、药品配送，后期还将
陆续开通医技预约、图文咨询等功能，可网上支付快
递寄药。

http://jining.iqilu.com/jnyaowen/201
8/1102/4097737.shtml

11 月 2 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
简化流程优化服务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实施方案，大
力推进企业开办从工商登记、印章刻制、银行开户、
涉税事项办理到职工参保登记全流程网上办理，通过
“互联网+政务服务”，确保 2018 年年底全面实现开
办企业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的目标。
10 月 18 日，近年来，浙江围绕群众看病就医中的“关
键小事”，实施了“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
大举措，其中包括：浙江建立了全省统一的预约诊疗
服务平台和手机 APP，接入了全省近 500 家医院的预
约挂号服务；各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自助结算、诊间
结算、移动终端结算等多种方式；等。
10 月 26 日，浙江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强调下阶段
要在力度、深度、广度、温度上下功夫，全面实施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移动办、一证办、就近办、一窗办”，
持续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
10 月 24 日，福建省卫健委表示，福建今年将启动“互
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三年行动计划，建设福建
省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大力推进血液管理信息化建
设。

http://jsnews.jschina.com.cn/nj/a/20
1810/t20181031_2007829.shtml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8-11/
02/c_1123651381.htm

http://it.cri.cn/20181018/aa12b5c6-b
a7f-811c-1d2a-c9482ae619f5.html

http://www.tobacco.gov.cn/html/30/30
05/87470034_n.html

http://fj.people.com.cn/n2/2018/1024
/c181466-32198120.html

福建省
10 月 26 日，
《厦门城市能源互联网建设白皮书》正
式发布，厦门将成为我国首个全域推进城市能源互联
网建设的城市，助推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
城市建设。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
01810/29/t20181029_306540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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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福州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先
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0
年，全市培育形成 5 个工业互联网行业示范平台和
30 家以上应用标杆企业，建设不少于 100 个“互联
网+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
10 月 29 日，安徽发布数字经济政策，支持数字技术
创新，其中提出培育“互联网+制造”示范；促进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大力培育数字经济平台；等。
安徽省

广东省

10 月 29 日，第 11 次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办公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民政领域“互联网+政务服
务”推进民政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
施方案》，加快构建全省民政系统“一网、一门、一
次”优质高效的网上政务服务体系。
10 月 19 日，广东深圳罗湖区探索“互联网+”智慧
公开模式，推出“五公开”政务信息集约服务新模式。
站在办事人的角度，将事项内容按照“五公开”划分
为 31 个类别，群众可根据“五公开”环节、类别快
速查找到“五公开”各个环节已公开的政务信息。
10 月 25 日，广州全力改善城市水环境、水生态、水
安全，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美誉度，把治水工
作与信息技术等先发优势结合起来，创新探索“互联
网+”治水模式，加快开启智慧治水新时代，打造智
慧治水大平台。

http://www.fj.xinhuanet.com/zhengqin
g/2018-11/06/c_1123669432.htm

http://ah.ifeng.com/a/20181030/69861
49_0.shtml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dfd
t/201811/20181100012567.shtml

http://www.sz.gov.cn/szzt2010/jjhlwz
wfw/cxal/201810/t20181019_14310607.h
tm

http://www.cnr.cn/gd/gdkx/20181025/t
20181025_524395398.shtml

11 月 9 日，广东省农信社在第九届广东现代农业博
览会现场正式推出“悦农”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品牌， http://money.ycwb.com/2018-11/10/con
发布首款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悦农 E 贷，并与阿 tent_30129950.htm
里云共同成立“云计算联合实验室”
。

海南省

11 月 1 日，海南工行坚持“电商+企业+贫困户”的
精准扶贫模式，构建以融 e 购电商平台和扶贫金融服
务点为主的“线上+线下”双平台，打通农产品进城
渠道。

http://hi.people.com.cn/n2/2018/1101
/c231190-32233451.html

11 月 15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完成全新改版
工作，正式上线运行。本次改版在网站页面设计，栏
目架构和内容方面均进行了改进，并强化了法规文件
查询、网上办事大厅、数据开放、智能搜索等应用功
能，打造整体联动、高效惠民的网上政府。

http://news.hainan.net/hainan/yaowen
/yaowenliebiao/2018/11/15/3807781.sh
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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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自治区

山西省

10 月 17 日,“消费养老”公共服务平台启动大会在
呼和浩特市召开,标志着互联网+消费+金融+社保+职
业(企业)年金+养老这种全新的养老模式正式落地内
蒙古。

http://difang.gmw.cn/nmg/2018-10/18/
content_31778168.htm

10 月 22 日，内蒙古将建设统一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体
系，推行 “互联网+”医疗服务。在旗县级以上医院
建设影像中心和心电中心，实现苏木乡镇中心卫生院
做检查、旗县级医院出具诊断报告、盟市级医院提供
疑难病例诊断服务。

http://www.chinajob.gov.cn/c/2018-10
-22/78172.shtml

11 月 2 日，呼和浩特市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纪委
关于推进“互联网+”
“三务”公开平台建设的有关要
求，为各旗县区全面推进“互联网+”
“三务”公开工
作制定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http://gov.nmgnews.com.cn/system/201
8/11/02/012593787.shtml

11 月 3 日，内蒙古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在工业互联网方面，包头网络协同制造平台、航天云
网内蒙古工业云平台、乌兰察布能源管理服务平台等
一批工业大数据平台上线运行。
10 月 21 日，为方便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太原市正
式启动互联网+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工作，通过
简化业务环节，办事时限由年初的 15 个工作日压缩
到 5 个工作日内办结。

http://www.nmg.xinhuanet.com/xwzx/cj
tz/2018-11/03/c_1123658552.htm

10 月 24 日，
《山西省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行动计划（2018 一 2020 年）》发布。山西将启动省
级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和业务监管平台建设，到 2020
年，山西将全面实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覆盖。
11 月 2 日，山西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山西省能源生
产和利用设施智能化改造实施意见》，提出推进电厂
智能化发展及示范工程建设。建设智能电厂，实现设
备智能化、控制智能化。
10 月 23 日，河南电力近年来持续深化“互联网+营
销服务”，努力实现全业务线上办理“一站式”服务。
截至目前，已实现 22 项业务可通过网上办理，线上
营销服务覆盖客户数达 2952 万户。

河南省

http://news.sina.com.cn/o/2018-10-21
/doc-ifxeuwws6602819.shtml

http://www.stdaily.com/app/shanxig/2
01810/723756.shtml

http://www.chinabidding.com/infoDeta
il/231728520-News.html

http://www.cpnn.com.cn/zdzg/201810/t
20181023_1099727.html

11 月 9 日，河南省公安厅表示，自河南公安“互联 http://hn.cnr.cn/hngbxwzx/20181113/t
网+”便民服务平台上线以来，注册用户 3122 万多人， 20181113_524413501.shtml
累计访问量近 8 亿次，为群众办理各类事项 8004 万
件，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省级公安“互联网+警务”
综合服务平台和全省最大的“互联网+政务”综合服
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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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11 月 12 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表示，绿城街头已经
建成 500 个“智慧停车”泊位，市民可以通过支付宝、
微信等方式缴费。2018 年年底前，市内各区(管委会)
都要完成智慧停车的试点建设工作。
10 月 29 日，江西省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合作渐入佳
境，100 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可实现“掌上办”。

https://www.henan100.com/news/2018/8
15687.shtml

11 月 8 日，江西一网通办小程序“赣服通”12 日在
支付宝上线。江西居民只需要打开支付宝就能“一号
申请、一次登录、一网办理”110 项政务服务，包括
水电煤缴费、公积金查询提取、交通违法查询、个税
申报、预约挂号就医等。
10 月 17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复制
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的实施
意见》，提出建立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构建线下产业
园区平台；等措施。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2/
content_5339669.htm

甘肃省

http://www.hubei.gov.cn/govfile/ezbf
/201810/t20181029_1362737.shtml?appi
nstall=0&from=singlemessage

10 月 26 日，湖北五方面发力推动医改，探索了宜昌
“互联网+分级诊疗”、枝江医共体建设、黄陂健康管
理、红安健康扶贫等具有湖北特色的医改模式。

http://www.rmzxb.com.cn/c/2018-10-26
/2201412.shtml

11 月 1 日，湖北省孝感市政府与湖北联通“互联网+”
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公共安全、互联
网金融、环境保护、教育、旅游、医疗六个产业进行
紧密合作，提升孝感市的全光网能力、4G+网络能力、
大数据能力等。
10 月 15 日，湖南省表示 11 月底前完成县市区与省
级平台对接。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
于 80%、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 60%
的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http://www.cctime.com/html/2018-11-1
/1415975.htm

10 月 26 日，
“互联网+不动产抵押”云平台在长沙启
用，长沙抵押登记业务从此可线上办理。
10 月 22 日，陕西省人社系统大力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工作。西安市人社局已组织相关部门对 36
个网上迁移要素进行确认和网上录入；铜川市人社局
推出“铜川人社”手机 APP，实现了掌上办理社保、
领取资格认证、社保查询、社保办理等业务。
陕西省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18/1
0/29/art_393_400092.html

http://www.zhonghongwang.com/show-19
5-110363-1.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8-10-31
/doc-ifxeuwws9719147.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2/
content_5333403.htm

11 月 5 日，陕西省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
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实施意见》
。
《实施意见》提
出陕西省将围绕生活类、公共服务类、行业类、新型
信息产品、支撑平台等 5 大信息消费重点领域，加快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消费供给水平。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3/
content_5339859.htm

11 月 6 日，腾讯公司与陕西省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推进“互联网+食药监管”。
11 月 2 日，甘肃八成以上办税事项实现了“最多跑

http://www.ccn.com.cn/html/shanxi/sh
ichangjianguan/2018/1106/372954.html
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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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下一步甘肃省税务部门将以深化“放管服”
改革和“互联网+税务”建设为契机，将办税时间再
压缩 50%。

/11/02/012049413.shtml

11 月 5 日，甘肃省税务局表示，甘肃八成以上办税
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下一步甘肃省税务部门
将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互联网+税务”建设为
契机，将办税时间再压缩 50%。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
810739/c3855066/content.html

11 月 9 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电子健康卡
项目建设协调会。会议通报，甘肃省级医院、兰州市
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及 58 个深度贫困县电子健康卡建
设项目已经启动，力争 2018 年 12 月在试点单位发卡。
10 月 17 日，成都市一站式“互联网+”市民服务平
台正式亮相，将面向广大市民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社区服务、商业服务，成都市
民从此将拥有智慧生活管家。

http://health.china.com.cn/2018-11/0
9/content_40568018.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localit
y/content/2018-10/18/content_767032
4.htm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11 月 8 日，四川制定了《加快推进四川省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工
作实施方案》
，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升级版，让
网上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
10 月 22 日，贵州在全国率先开展“互联网+农村客
运”模式，
“通村村”APP 服务平台已在 35 个县（市、
区）应用推广，成为交通运输部农村客运智能化应用
唯一示范项目，今年底将实现县县全覆盖。
10 月 17 日，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云南省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方
案》，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

http://news.sina.com.cn/c/2018-11-08
/doc-ihmutuea8071037.shtml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81
022/t20181022_524391750.shtml

http://yn.yunnan.cn/system/2018/10/1
8/030095347.shtml

10 月 22 日，云南省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在云南省肿
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癌症中
心）正式成立。这是云南省第一家以实体医院为基础
的互联网医院。

http://difang.gmw.cn/yn/2018-10/23/c
ontent_31808378.htm

11 月 5 日，昆明安宁市政务管理局表示，该局在全
省率先实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五级联通，群
众和企业办事可“一号申请、一窗受理、内部流转、
一网通办。
10 月 1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印发《广西促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0 年，全区三级甲等医院全面开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二级以上医院普遍提供分时
段预约诊疗、智能导医分诊等线上服务。

http://yn.yunnan.cn/system/2018/11/0
5/030110447.shtml

11 月 1 日，新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上线，本次改版在网站页面设计，栏目架构和内容方
面均进行了改进，并增添了智能回答等应用功能。

http://gx.sina.com.cn/news/sh/2018-1
0-18/detail-ihmrasqr9218533.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2/
content_53368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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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广西在推进“一事通办”改革中，住建
厅着力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其开发的广
西建筑行业“三类人员”智能审批系统，率先在全区
实现 24 小时“不打烊”，变“人工审批”为“智能审
批”。
10 月 17 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推进和协调机制，进一
步加快推进西藏“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
西藏自
治区

新疆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青海省

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3/
content_5339854.htm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neixi
nwen/201810/t20181017_17957537.htm

10 月 19 日，拉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开展了“一次办
到底”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各项工作。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从梳理行政审批事项、梳理行政审批材料、压缩行
政审批时限三方面进行优化，8 项审批事项当场就能
办理。
10 月 31 日，
“互联网+税务”助推新办企业实现“一
键办税”，截至 10 月 25 日，新疆纳税人在办理 16 类
217 项“全程网上办”办税事项可享受全程在网上办
理，不需要到办税服务厅，实现一次都不用跑；纳税
人办理 5 大类 116 项涉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s
b/html/2018-10/19/content_858485.htm

11 月 4 日，新疆联通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在乌鲁
木齐市签署智慧塔河战略合作协议。双方通过信息化
解决方案进一步完善塔河流域资源治理体系，修复水
生态，保护重要河湖水环境。这是在全疆范围内首例
实施建设的河长制信息管理项目。

http://www.hnetn.com/html/2018-11-8/
2018118154264671.htm

11 月 8 日,新疆乌苏市税务局充分运用“互联网+税
务”思维,在网上办税服务厅推出升级后的“网上申
领”发票业务。

http://news.sina.com.cn/o/2018-11-08
/doc-ihmutuea8142681.shtml

11 月 2 日，宁夏“医疗云专区”在银川启动。启动
仪式由自治区卫健委与宁夏电信联合举办，为加快推
动宁夏“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落地打开新局面。

http://www.nx.xinhuanet.com/2018-11/
05/c_1123667271.htm

11 月 6 日，宁夏企业上云专项计划暨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专项工程正式启动。该专项工程由自治区工业
和信息化厅牵头，重点围绕推进企业上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提升、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三个方面开
展。
10 月 27 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青
海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社会保险费信息共享平台搭建，
成功实现人社和税务端的平台对接。

http://www.nx.xinhuanet.com/newscent
er/2018-11/07/c_1123677188.htm

11 月 9 日，近日，青海省人社厅会同中国联通青海
省分公司、北京诺信云网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共同签
署《“大数据及互联网+人社战略”合作协议》， 创新
就业扶贫方式，助力青海脱贫攻坚。

http://www.xj.xinhuanet.com/2018-10/
31/c_1123641891.htm

http://www.chinanews.com/wap/detail/
zw/gn/2018/10-27/8661302.shtml

http://www.huaxia.com/qh-tw/qhyw/201
8/11/5925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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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青海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http://qh.people.com.cn/n2/2018/1114
该平台将通过省级集中汇聚、集中服务的方式，实现 /c181467-32284087.html
身份信息在全省范围内跨区域、跨层级认证，有效解
决群众和企业在办事过程中多次登录不同应用系统、
重复录入信息等“办证多、办事难”问题。

三、电信运营商及互联网相关企业参与情况
本监测期，电信运营商和腾讯、阿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继续参与互联网+，多
数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开展相关领域的“互联网+”业务。
企业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相关举措
10 月 22 日，阿里健康与南开医院共同探索“互联网+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就未来医
院计划、医疗大数据联盟、医疗数据银行、影像云平台、钉钉未来医院、互联网医院建
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计划打造智慧医疗服务体系、提升互联网医疗能力。
11 月 2 日，阿里集团零售通与康师傅控股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康师傅将借
助阿里零售通平台，共同展开包括门店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决策数字
化等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共建智能分销网络，为传统线下销售渠道接入“中央处理器”。
11 月 7 日，阿里巴巴阿克苏苹果“未来农场”示范基地在阿克苏市依干其乡伊尔玛村揭
牌。
“未来农场”将充分利用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通过对当地地形、气候、土壤、
灌溉条件以及果树品种等数据的抓取、沉淀和计算分析，提供一套最优的种植方案，从
而提高苹果亩产量以及商品果率。
11 月 2 日，主题为“开放·共生”的 2018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在南京开幕。在主论
坛上，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宣布，腾讯云将推出云启产业计划，未来 3 年与合作伙伴一
起，加大投入打造产业互联网。
11 月 6 日，腾讯公司与陕西省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将充分利用西
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专业执法和检测资源以及腾讯公司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构建食品
药品网络虚假销售监测系统。
11 月 7 日，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演
讲中表示,数字化正给互联网从业者带来新机遇,腾讯因此做了战略升级,拥抱产业互联
网,成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助手”,腾讯考虑开发 VR 微信。
10 月 26 日，百度与长城汽车联合发声，宣布双方在车联网方面合作的全面升级，通过
百度的车联网技术、内容、生态优势，打造专属车联网服务，全面提高汽车行业智能化
程度，推动车联网技术快速落地。
10 月 29 日，百度与河南郑州市公安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基于百度云、大数据、
人工智能、熊掌号、网络安全等领域，将警务工作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力深度
结合，不断提升郑州市公安机关反恐防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打击新型违法犯罪的能
力。
11 月 5 日，百度与亚信科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不仅将百度的 AI 技术能力与亚信科技
产品体系深度融合，提升服务智能化能力，共同开拓非电信行业智能客服市场，也将在
大数据和 AI、物联网解决方案、5G 应用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11 月 7 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百度自动驾驶汽车 Apollo
夺人眼球。人工智能的加入使得“阿波龙”能够不断学习、持续优化、自动升级。百度
“阿波龙”已与多家车企达成战略合作,提供实时更新的高精度地图云平台,和用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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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算法的云端数据中心。
10 月 16 日，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与社会扶贫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中
国电信云计算公司将充分发挥主导通信企业和全业务运营的优势，为社会扶贫网信息化
发展提供网络支撑和多种新技术、新业务的应用，协助社会扶贫网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
合作探索“互联网+”社会扶贫新模式。
10 月 29 日，中国电信确认成立智慧家庭分公司，智慧家庭分公司成立后将属集团一级
部门，该公司将整合智慧家庭运营中心以及智慧家庭产业联盟等内部已有资源，更好的
发力智慧家庭这一领域。
11 月 6 日，在第五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中国电信通过 5G、精准扶贫、智慧家
庭、数字经济、数字政府等应用描绘未来画卷，从不同侧面展现信息技术的辐射带动作
用，生动诠释了数字中国的内涵和价值。
10 月 31 日，中国联通和首钢集团在首钢园区举行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双方将携手
把首钢园区打造成国内首个 5G 示范园区，并在建设 5G 产业园区、推动智慧园区规划设
计和示范应用、品牌联合推广、国际业务合作、奥林匹克文化推广、冰雪运动发展等方
面展开战略合作。
11 月 8 日，第五届互联网大会上，中国联通聚焦政务、医卫、教育、生态环境、交通旅
游、工业制造等六大行业，携十余项“智慧”应用亮相“互联网之光”博览会，赋能政
府治理、企业经营和民生发展。
10 月 22 日，南京移动助力南京市国土局建成并上线国土资源综合动态智能监管系统，
“慧眼守土”项目工程将对全市土地进行全方位实时实景监管，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和动
态变化情况尽在掌控之中，提升了南京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精细化水平。
11 月 6 日，上汽集团与中国移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未来在 5G 通信网
络、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系统（ITS）服务平台、车内娱乐、海外资源协同、工业
互联网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两家行业龙头将合力打造首款量产 5G 互联网汽车，共同
推动智能网联技术升级，用"5G"通讯技术为中国汽车产业"赋能"。
11 月 7 日，中国移动与云上贵州签署基础设施协议,这标志着中国移动正式成为国内首
批为云上贵州运营的 iCloud 中国内地业务的云存储服务提供商之一。

四、相关峰会
1.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由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贺信，大会
期间，来自 76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500 名嘉宾齐聚乌镇，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
等成为大会热点。
本次大会分论坛设置了“创新发展”
“普遍安全”
“开放包容”
“美好生活”
“共
同繁荣”5 大板块，共 20 个分论坛。大会设立了“乌镇峰会”互联网应用体验中心,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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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车、刷脸入场、刷脸支付、视觉 AI 等 40 项智慧化项目在乌镇落地运行。大会
期间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
以及“乌镇展望 2018”成果性文件，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集中发布了本年度全球
互联网领域 15 项顶级领先科技成果。
2. 2018 广东互联网大会
2018 广东互联网大会 2018 年 11 月 2 日-3 日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广州市人民政
府、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通信管理局、中国互联网协会作为指导单位，
广东省互联网协会主办，大会主题为“智能·融合·卓粤——数字经济新动能”。
大会云集了来自全国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并以大咖分享、高峰
对话等形式，聚焦 5G、AI、数字经济、智慧交通、工业互联、消费升级等热门话题，
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走向。本届广东互联网大会围绕数字经济，设立多个展览主题，
包括 5G、智慧城市、机器人、云计算、智能汽车、智慧物流、物联网等，搭建规模
达 25000 平方米的展区，吸引了超 300 家展商参展。
3. 第八届陕西省互联网大会
第八届陕西省互联网大会于 10 月 18 日-19 日在西安开幕，大会以“新时代·新
经济·新智能”为主题,本届大会由中国互联网协会、陕西省通信管理局、省委网信
办、省工信厅指导，陕西省互联网协会等主办。除主论坛外，大会还设置了云计算、
物联网、智能营销、网络安全、跨境电商和区块链等多个分论坛。
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经济新模式、行业新环境、发展新理念展开深入探
讨,来自小米、百度、华为等的嘉宾分别做了精彩主题演讲，分享了互联网巨头企业
在智慧城市、数字中国建设中运用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体验。未来，陕西将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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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政务、智能制造为重点，打造“互联网+”发展新动能，助力互联网产业提质增效
升级。

联系人：中国信通院 数据研究中心监测研究部
Tel：010-62303152
Email：lihui@caic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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