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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动 向】

 科技部：支持长沙、苏州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2021 年 3 月 24 日，科技部分别发函支持苏州市、长沙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加上先前获批的北京、上海、合肥、杭州、深圳、天津、济南、西安、成都、

重庆等城市和浙江省德清县，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拟将扩容至 14 市一

县。

对于长沙来说，试验区建设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探索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路径新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人工智能在促进长沙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中的重要作用， 示范带动中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

“依托科教资源和产业基础，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应用。”函件指出，充

分发挥长沙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教资源优势，聚焦智能装备、智慧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重

点方向，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完善智能化基础设施，深入

挖掘算力、数据等优势资源，加强技术集成和应用示范，培育壮大智能产业集群。

对于苏州而言，试验区建设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发挥人工

智能在赋能苏州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好示范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函件要求，聚焦工业互

联网、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等重点方向，加强机器学习、智能计算等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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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拓展应用场景，在生物医药、

文化旅游、金融服务等领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标杆。

 工信部印发《“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2021 年 3 月 24 日，工信部印发《“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统筹推进“双千兆”网络发展。《计划》提出“优化数据中心互联（DCI）能力”、“持续

优化网络架构”等行动，将“新增至少 2 个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以千兆光网和 5G 为代表的“双千兆”网络，能向单个用户提供固定和移动网络千兆接

入能力，具有超大带宽、超低时延、先进可靠等特征，二者互补互促，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

要组成和承载底座。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互促、

应用优势互补、创新业务融合，进一步发挥“双千兆”网络在拉动有效投资、促进信息消费

和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制定本行动计划。

 附图示丨最新版《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全景图》来了

2021 年 3 月 25 日，第八版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全景图（基于 2020 年度数据申报收录）

正式发布。

本次发布的全景图，共收录 347 家国产网络安全企业和相关行业机构；细分领域共收

录 2123 项。安全牛对新版全景图分类进行了优化调整，共分为 14 项一级安全分类，106

项二级细分领域。

第八版全景图报告中，安全细分领域收录企业最多的 TOP10 细分领域为：重保服务、

身份认证、WAF、态势感知（运营类）、渗透测试、终端安全管理、零信任安全、日志与

审计、攻防演练、威胁检测与响应。

 2024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超 220 亿美元

近日，IDC 发布《2021 年 V1 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IDC Worldwide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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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从技术、行业、企业规模等维度对全

球未来五年的市场规模进行预测，同时对一年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全面复盘。

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1 年 V1 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 2021V1），IDC 预计，全球大数据市场

支出规模将在 2024 年达到约 2,983.0 亿美元，五年预测期内（2020-2024）实

现约 10.4%的复合增长率（CAGR）。其中，大数据服务支出将在全球层面保持

其主导地位，占市场总量一半以上。

就中国市场而言， 2020 年大数据市场整体规模预计将首次超过 100 亿美

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15.9%，与上期预测基本一致。长期来看，中国大数据

支出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市场总量有望在 2024 年超过 200 亿美元，与 2019

年相比增幅达到 145%。同时，中国大数据市场发展迅速，五年 CAGR 约为

19.7%，增速领跑全球。

 中国上市企业市值 500 强：腾讯市值约合 2 个茅台

4 月 1 日，据媒体报道，Wind 最新发布 2021 年一季度“中国上市企业市值 500 强”

榜单显示，截至 3 月 31 日，11 家公司市值超 1 万亿，500 亿-1000 亿的企业达 196 家，

300 亿-500 亿的企业有 111 家，数量较 2020 年末持平。腾讯控股、阿里巴巴、贵州茅台

稳居前三位，其中腾讯市值接近 5 万亿元，约合两个贵州茅台。

除此之外，工商银行以 19030 亿元的市值排名第四，美团以 14841 的市值排名第五，

中国平安、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拼多多均位列榜单前十。从 500 强企业分行

业市值占比来看，前三行业分别是银行、软件服务和零售业。其中，银行业市值占比最高，

达 13%。

新进 500 强公司中，部分新上市企业一鸣惊人，快手市值逼近万亿，雾芯科技、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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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贝泰妮、南网能源、天能股份等新上市公司市值均在 400 亿元以上。

【企 业 讯】

 京东云及 AI 业务正式剥离至京东数科

3 月 31 日晚消息，京东集团发布公告显示，已签订最终协议将京东云和人工智能业务

剥离给京东数科（JD Digits），转让的业务价值约 157 亿元。这项交易于 3 月 31 日完成

后，京东集团在京东数科的股权增加到约 42%。

1 月 11 日，京东集团宣布将云与 AI 业务与京东数科整合后，正式成立京东科技子集团

（JD Technology）。彼时京东集团表示，此举将使京东集团进一步聚焦于以供应链为基础

的业务主航道。同时，整合了云与 AI 业务的京东数科将成为京东集团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的

核心业务抓手，京东云与 AI 和京东数科将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协同、应用场景上实现互补、

产品方案上实现打通。

今年 3 月，有消息称，京东科技集团可能会从上海科创板撤回其 IPO 计划，未来重新

提交上市申请。如今，京东云及 AI 等业务完成剥离，并入京东科技集团，意味着公司的基

本面及业务结构亦正式发生变化，或为为下一次上市申请铺平道路。

 华为拿下支付牌照！微信支付、支付宝或迎新对手

移动支付行业迎来一个新“玩家”。天眼查显示，华为通过收购讯联智付 100%股权，

拿到支付牌照。资料显示，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注册资本 2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关荣。公司经营范围含电子支付，互联网支付，计算机技术服务，数

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信息服务业务等。

随着华为的入局，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两大巨头也许就将多一个新的对手。但公开报道显

示，早在 2016 年，华为消费业务云服务部前总裁苏杰曾表示，华为不会申请第三方支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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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华为会立足、聚焦技术，为整个支付行业提供最安全的底层解决方案。

手机行业分析师孙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称，华为在国内有两亿多手机用户基础，这

是华为进入移动支付市场的优势。

 TCL 成立半导体公司

3 月 31 日，据媒体报道，近日，由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的摩星半导

体（广东）有限公司和参与投资的 TCL 半导体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均在广州正式成立，

信息显示，TCL 半导体注册资本达 10 亿元，由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TCL 分别出资

5 亿元，各自占比 50%。魔星半导体和 TCL 半导体的成立，意味着 TCL 正式加入传统家电

“造芯”行列。

TCL 科技此前发布公告称，TCL 半导体将作为公司半导体业务平台，围绕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半导体功率器件等领域的产业发展机会进行投资布局。

 10 年砸 650 亿！小米正式进军智能电动汽车行业

3 月 30 日，小米集团发布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已正式批准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立项。

具体方案是成立一家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全资子公司。首期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预

计未来 10 年投资额达到 1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656 亿元）。小米集团 CEO 雷军将兼任

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

此前有消息称，小米正在和长城汽车谈判使用其工厂生产电动汽车。小米集团总办副主

任、原集团公关部总经理徐洁云予以否认，随后长城汽车也发布公告称不属实。

 软通教育携手华为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进行鸿蒙生态人才培养

为加快 HarmonyOS 普及和应用，提升 HarmonyOS 生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软通动

力通过自己的教育品牌——软通教育，携手华为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共同开发

HarmonyOS 教学资源。为更好在高校进行生态布局，三方多次交流探讨，达成由高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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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实验课题，软通教育配合高校输出实验手册，高校老师带领学生完成鸿蒙课程的合作模式。

软通动力携手 HarmonyOS 系列课程进入高校，一方面说明鸿蒙系统作为一款全新的

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具有丰富的课程体系及项目案例，另一方面突显软通教育参

与培养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发展人才的能力和决心。

本次与武汉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合作分为移动应用开发及操作系统两个方向。面向武汉

大学实验手册的移动应用开发方向由软通教育主要完成：《通讯录开发实验详细操作手册》、

《自定义视频播放器实验详细操作手册》等 5 个实验手册的编写，通过学习，学生可掌握

HarmonyOS 移动应用开发中存储、分布式开发、视频应用开发等多项重要技术；与华中

科技大学合作的实验手册以操作系统方向为主，由软通教育完成：《系统监控程序的设计实

验指导手册》等 3 个实验手册的编写，能够使学生掌握 HarmonyOS 操作系统内核源码解

读、内核开发与编译、进程交互、驱动开发等核心技能。

 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兴通讯成立联合实验室，发布首个 5G 消息平台标准

3 月 29 日，据媒体报道，中国信通院联合中兴通讯举办“中国 5G 消息高质量发展线

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双方以中兴通讯 Openlab 和泰尔终端实验室移动互联网业务

创新中心为载体成立信息通信新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并发布国内首个 5G 消息平台技术要

求、测试标准及评价体系。

【投 融 界】

 滴滴出行为旗下自动驾驶子公司寻求融资，该子公司估值约为 60 亿美

元

滴滴出行在为旗下自动驾驶子公司筹集新资金。据知情人士透露，滴滴自动驾驶计划筹

资至多 5 亿美元，而该公司的估值约为 60 亿美元。由于此事未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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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说，筹得的新款项将帮助滴滴加速自动驾驶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并投资于人工智能

芯片等技术。知情人士透露，因审议处于早期阶段，该最新的融资计划可能仍有变动。滴滴

不予置评。

 「观远数据」完成 1 亿元 B+轮融资 持续引领“AI+BI”智能决策新实

践

3 月 29 日， 观远数据宣布完成 1 亿元人民币 B+轮融资， 本轮融资由独秀资本

（Unicorn Capital Partners）独家领投，包括红杉中国、襄禾资本、线性资本在内的所有

老股东全线跟投。

作为新一代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解决方案供应商，观远数据在行业内率先提出“AI+BI”

的产品与应用理念，成立 4 年多，与超过 200 家行业头部客户深入合作，发布了一站式智

能分析平台 3.0 及十大细分行业最佳数据分析实践。

据观远数据创始人兼 CEO 苏春园介绍，本轮融资将主要以“深耕客户长期价值”为中

心，加大产品技术研发投入与客户成功体系升级，并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团队。

【产 品 圈】

 京东云第二代自研服务器即将上线

日前，京东科技旗下京东云发布新一代自研京东云服务器，将于 2021 年 4 月上线。

据了解， 第二代京东云服务器的设计理念源于京东自有大规模云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

营经验，同时担负京东集团内部应用支撑，以及京东云对外服务，京东云服务器必须能够提

供很高的业务稳定性、灵活性，在大规模部署的情况下实现高效运维，同时还要保持极佳的

性价比。京东科技方面表示，第二代京东云服务器是继第一代服务器“微定制”之后，基于

内部多样化海量业务需求，以及京东云各行业客户需求，自主研发与深度创新的新一代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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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基础架构，通过系统架构设计创新、核心部件创新，实现了高效、灵活、高性价比的目

标。

 亚马逊正在为其硬件网络交换机开发定制硅芯片

4 月 1 日，据国外媒体报道，亚马逊正在为其硬件网络交换机开发定制硅芯片，这些芯

片可以帮助亚马逊改善其内部基础设施和亚马逊云服务（AWS）。

2015 年，亚马逊以 3.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以色列芯片制造商 Annapurna Labs。据

报道，亚马逊目前正在研发的芯片就是 Annapurna Labs 的成果。外媒称，开发自己的网

络芯片可以帮助亚马逊云服务从其交换机中获得更好的性能， 也可以减少亚马逊对芯片制

造商博通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