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EC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LOOK: 2006 EDITION– ISBN-92-64- 026444 © OECD 2006 – 1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OEC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look: 2006 Edition 
Summary in Chinese 

信息通信技术 

经合组织 2006 年信息技术展望 

中文概要 

要点 

 

信息与通信技术继续强势增长，经合组织地区外的增长极其迅速 

全球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增长率 2006 年可望达到 6%，与 2004 年展望时相比，经
合组织各国间增长更为平衡，当时美国正带动各国从萧条转向复苏。随着宏观经济
业绩改善，整个经合组织地区总体投资量正在增加，信通技术部门在投资中占有份
额很大，而且仍在继续增大。信通技术某些行业极其活跃（如互联网相关投资，携
带式、消费应用产品），风险资本投资继续主要流向信通技术，合并与并购量也相
当高。 

随着新增长经济体的涌现，全球信通技术支出款额与 2000 至 2005 年平均额相
比提高 5.6%。 经合组织各国支出额增加 4.2%，经合组织的全球市场占有份额从
2000 年的 89%下降到 2006 年的 83%。 信通技术开支在非经合组织新兴经济体中增
长最为迅速。 2005 年中国信通技术开支估计为 1180 亿美元，按现值美元计 2000
年后每年增长率达 22%。 除中国外，另外九个非经合组织国家 2000 至 2005 年开
支增长率也居榜首，包括俄罗斯（年增长率 25%）和印度（年增长率 23%）。 印度
尼西亚、南非和经合组织东欧成员国是位居第二的高增长率国家。 

在经合组织各国营业额增长总数中信通技术所占份额达 9%以上，并直接雇佣着
1450 万人，但增长率下调至低于 1990 年代的水平。由于许多信通技术产品成为日
用产品，特别高的增长率集中于某些新创产品、服务，及一些新兴地域市场。开放
源技术(“Linux 效应”), 在线提供信息技术服务(“Google 效应”)及新的数字产
品，也都突破了开发、提供技术的传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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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技术行业顶尖公司恢复十分强劲，经历了 2001、2002 年的收入滑坡和大量
亏损之后，收入现已超过 2000 年 20% 以上，利润大幅上升。 然而它们在雇用人
数方面依然表现疲软。 随着日本电子集团在收入排名榜的位次下降，其它亚洲设
备制造厂商势头日益强劲。 中国和印度公司分别在信通技术产品和电信服务领域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信通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对行业本身和更大范围的增长、演变都是重要驱动因
素。 尽管有某些减速迹象，研发活动仍很活跃。 根据十九个经合组织国家官方提
供的研发数据，信通技术研发开支由前十年中占国内生产总值 0.1 个百分点增加到
占 0.4%以上。 研发开支增加主要涉及电子构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主要信
通技术公司已成为研发密集程度更大的企业，在电子元件、构件和通信方面开支十
分庞大。 

信通技术生产、业务的全球性结构调整 

经过 2003 至 2004 年的有力复苏后，信息通信技术产品交易量在 2005 年回归到
稳定增长，预计 2006 年与制成品总体交易量增长率大体相同。 但商品价格迅速上
扬与信通技术设备价格同时继续下降，掩盖了 2005 与 2006 年信通技术产品贸易
（交易数量方面）的更佳表现。 2004 年经合组织信通技术产品出口金额以美元现
值计达到新高，主要受电子构件，视、听和其它信通技术相关设备增长的驱动。 
在通信、视、听设备增长驱动下，经合组织进口量也创新高。 但在产品贸易总额
中信通技术产品所占份额仍为 13.2%，仅略高于 1996 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 2002 和 2003 年的低迷水平基础上，于 2004 年恢复增
加，2005 年更为强劲，2006 年总体看好。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组成部分的合并
与并购活动也急剧上升：以信通技术部门为目标的跨国交易数额 2005 年增长
47%， 跨国合并与并购的所有数额中有 20% 是针对信通技术部门。2006 年上半年
合并并购活动频繁， 是自 dot.com 互联网企业大发展以来最活跃的时期。 

信通技术相关服务的全球化 

信通技术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服务的可交易性，从而能远程提供许多以信通技术
为基础的、无需面对面接触的服务。 尽管服务的活动和贸易多数仍在经合组织国
家中，许多非经合组织国家增长十分迅速。 印度、中国已占有计算机、信息服务
及其他企业服务出口量的 6.5%，进口量的近 5%。 某些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也
在增加信通技术相关服务供应中所占份额，并且往往增长最为迅速。 

正努力加强国际服务供应的国家也在积极实施战略，以提高信息技术、软件服
务供应商的国内能力和竞争能力。 发展国际服务资源业务的公司和国家意识到，
今后的发展、增长取决于提供服务的质量、信息安全及隐私性等，已引起更大重
视。 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也将国际资源政策调整作为总体政策调整的一部分。 

中国：是新的竞争对手也是增长火车头 

中国通过和其它主要亚洲信通技术生产者不同的战略，即接纳外国信通技术企
业或第三方合同制造商，在中国最后组装信通技术产品，从而实现了迅速发展。 
2004 年超过美国成为信通技术产品最大出口国，2006 年前期的信通技术出口继续
强劲。 中国主要出口计算机和相关设备，很大程度上依赖电子构件进口，进口也
日益来自于其它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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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外向型的信通技术投资，伴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同时迅速发展，产生了高
水平的内向型投资。 2005 年流往中国与信通技术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大约
210 亿美元。 信通技术领域外国子公司按员工计的人均增值稳步提高，技术复杂
性更高的业务如设计、测试和研发活动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 尽管能力迅速提
高，中国信通技术产业仍需实现从低成本制造到高增值产品、服务的转型。 

在需求方面，中国是信通技术第六大市场 ，规模为印度的约两倍半，但 2005
年市场规模仍只是美国市场的约十分之一。 2005 年底，中国有 6430 万宽带和
1.11 亿互联网用户。 被统计的中国企业一半以上甚至四分之三使用互联网，电子
商务也得到迅速发展。 然而，中国人口中只有 4%是宽带用户，8% 是互联网用
户，电子商务发展也不如经合组织国家，城乡之间仍有惊人的数字差距。 

数字化内容的创造、推广与获得 

数字化内容目前是信通技术产业的重要驱动力量。技术创新和消费者新需求产
生着更新、更直接的创造供应形式、新的销售方式，以及提高获取的潜力。例如研
究成果现在更容易直接获取，数字内容遍及诸多领域，其应用可能比对娱乐业的意
义更大。 

内容产业正在转向商务数字内容应用，虽然成功程度各有不同。 游戏、音乐、
科学出版物和移动内容等产业各有特点、各不相同，但都以数字内容为主要增长动
力。 新型内容（如在线游戏）得到发展，或正在取代传统娱乐形式（如电视）。
正在尝试新的营业模式，包括订购（如游戏）和付费使用（如音乐）。 广告在某
些领域（如移动电视）的重要性下降，在另一些领域（如搜索）的重要性增加。 
随着同时对接用户的数量增加，正在尝试针对这一重要用户群的商业应用。 

消费者人口学数据、收入和新用途将影响本产业今后的增长和结构形态。 用户
可在线获得的内容，在数量、多样化方面都将超过非在线途径，新颖产品也将以更
互动的形式提供针对性服务。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将成为数字内容创造者，虽然还不
清楚这将成为长期现象，或只是短期时尚。 政府能促进数字内容创造、使用的总
体条件，维护支持性运营环境，政府同时也是数字内容的主要制作者和使用者。 

信通技术技能促进就业、提高竞争力 

信通技术技能越来越成为就业的要求。 所有就业人数中有 5%从事信通技术专
门职业，约 20%从事使用信通技术的职业。 信通技术专门职业的定义也在发展演
变，一些信通技术技能需与其它专业技能相结合，如营业、营销技能等。用不同方
式向不同群体提供信通技术。越来越多地通过学校、工作场合推广使用信通技术，
“顺其自然”地掌握基本技能要求。 正在采取努力通过培训计划使年龄较大的职
工获得信通技术技能。 由于信通技术专业技能要求会随技术变化而迅速变化，正
式教育系统也许不如私营部门计划更能提供灵活适应的教学内容，这些计划往往是
在多方伙伴关系范围中设立。 

许多远程工作服务现在可从任何地方提供。分析显示，利用信通技术能使高达
20%的工作岗位远离单位。 并不是说这类工作一定要在企业外进行，但有 20%左右
执行此类职能、任务的职工将可能在任何地理位置进行工作。 由信通技术带来的
全球化服务当然也意味着各国能在这些职能领域中增加就业机会。 



OEC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LOOK: 2006 EDITION– ISBN-92-64- 026444 © OECD 2006 – 4 

展望未来：技术应用层出不穷 

许多信通技术的新应用具有重要潜力，也很可能产生重大经济社会影响，并在
各种不同技术的互通、融合中发挥根本性作用。 这些新兴技术包括能跟踪人和
物，实时跟踪、储存、处理信息的无所不在网络。 诸如无线电频率识别(RFID)和
其它传感技术等各种应用，价格越来越能够接受，投资也正在增加，应用开始进入
商业用途。 基于地点的服务，使用各种定位技术跟踪物体、用户所在位置。 最常
见的两项应用是导航和资产跟踪系统。 

自然灾害预防预警技术（如海啸早期预警系统）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对防止灾
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具有重大意义，（2005 年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达 1700 亿美
元）。 参与性网络(Web 2.0)使网民能在广泛领域中积极参与创造内容、适用互联
网和开发各种应用。 博客是最流行的一种形式，到 2006 年中期为数已达 5 千万。 
亚洲的博客数量与互联网一般使用量相比比例高得多。 

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可能提供重大机遇和挑战。 保健和机器
人技术等应用领域的融合，正引起经合组织各国加强对其潜在影响的估测研究。举
例而言,神经技术就是电子学、工程学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的边缘应用科学。 

迎接新挑战：制定高增长、多机遇时代的信通技术政策 

为最大程度地提高政策效率，提供针对性更强的政策、计划，各国正日益加强
各级政府间的纵向政策协调，及各部委、机构间的横向政策协调。 由于经合组织
各国在信通技术获得、基本技能与内容方面水平较高，现在重点转向利用宽带、利
用更先进技能和更复杂内容来巩固深化这些成就。各国也十分强调信通技术的研发
创新、向企业普及、加强信通技术市场竞争、及更重视知识产权问题。 

多数国家的重要弱点仍然在估测、评估方面。 例如尽管大力抓了宽带布署，却
很少有国家报道进行了宽带政策方面的评估。 需要在各国之间分享、改进信息技
术政策效率的评估技术，对比各国的估测情况和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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