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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编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云数据专业委

员会。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迅奥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都在哪智慧城市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和图海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成众志科技有限公司、中宏网（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万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嘉旭福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北京）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新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建明，李民 

本标准参与起草人：周超男、王飞、陈鹏、程平、丁爱民、毕俊杰、刘婧、唐立新、唐生、李思林。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未经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书面同意，不得印刷、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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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38667-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数据分类指南 

GB/T 32910.1-2017 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1部分：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

活动。 

3.2  产业数字化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产业数字化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

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 

3.3  数字产业化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互联网行业等。 

3.4  大数据 big data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

效处理的包含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GB/T 35295-2017，定义2.1.1] 

3.5  数字化治理 digital governance 

数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多元治理，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以

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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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由计算机场地（机房），其他基础设施、信息系统软硬件、信息资源（数据）和人员及

相应的规章制度组成的实体。 

[GB/T 32910.1-2017] 

4 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4.1 全面性和导向性原则 

选取的指标具有代表性，并结合国家最新方针政策，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等，

尽可能地全面反映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同时，县域数字经济评价指标应引导和促

进县域数字经济进程，推动各方面采取措施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 

4.2 特色及创新性性原则 

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县域数字经济的基本状况，同时能够对县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特色及创

新性举措进行测度。 

4.3 可比性原则 

指标体系能反映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可以进行不同时期县域数字经济水平的比

较，使得最终结果可以在横向（各县区）和纵向（各个时期）进行对比研究。 

4.4 可操作性原则 

所设置的指标兼顾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同时，指标数据较易获取和操作。 

5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评价县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应立足和突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和实际，基于此，县

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的构建过程中构建了包括县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及能力、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及保障、县域公共服务与治理数字化水平在内的共5个

一级指标。 

鉴于中国县域众多，分布广泛，不同县域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存在较大差异性。因此，

该评估指标体系在上述5个基本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动态加分项，用以评估县域数字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特色或创新性举措。 

县域数字经济评价指标见表1所示，评价指标解释及计算见附录A。 

表 1 县域县域数字经济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县域数字经济基础设

施及能力 

（20%） 

县域网络基础能力 

（12%） 

移动电话基站覆盖率 

宽带网络覆盖率 

5G 基站覆盖率 

数字电视普及率 

公益 WLAN 覆盖率 

数据资源管理设施

（8%） 

大数据平台覆盖率 

数据中心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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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数字化 

（50%） 

数字经济占比（5%） 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 

基于产

业特色

的产业

数字化

（注：根

据不同

县域的

主导产

业不同，

赋予其

主导产

业较高

权重） 

农业数

字化 

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 

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 

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 

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 

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工业数

字化 

智能制造企业占比 

规模企业上云占比 

数字经济园区占比 

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 

智能制造企业占比年增加值 

规模企业上云比例年增加值 

数字经济园区占比年增加值 

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年增加值 

服务业

数字化 

电商服务站覆盖率 

电子商务额占 GDP 的比例 

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 

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 

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 

电商服务站覆盖率年增加值 

电子商务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 

数字产业化 

（15%） 

信息通信业（5%） 
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 

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5%)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网络及大数据产业

化（5%） 

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 

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 

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 

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及

保障 

（10%） 

组织保障（1%） 设立数字经济领导组织机构 

政策规划及扶持

（2%） 

制定数字经济总体规划 

制定数字经济专项规划 

制定数字经济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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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流程 

县域数字经济评价主要程序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审核、综合评分等程序。 

6.1 数据收集与审核 

根据评价指标通过不同渠道采集数据。可量化指标主要通过经济统计数据进行评分，无

统计数据的指标参考行业部门专项测评结果，难以量化的指标则通过专家评分结果进行评

估。数据采集完之后需要对数据质量进行审核，以达到评估要求。 

6.2 综合评分 

计算县域数字经济各评估指标得分，最后通过加总方式获得县域数字经济总体得分水

平。其中，具体指标的评分包括可量化指标的评分以及不可量化指标的评分。对于可量化指

标的评分：根据数据进行排名，通过不同县域类型进行采样的方式，确定评分范围，根据对

数据“无量纲化+相对评分”进行评分。对非量化指标的评分：通过专家评分的方式获得评

估结果。 

数字经济人力资源 

（2%） 

设立数字经济专家智库占比 

制定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政策 

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流失率 

数字经济招商引资

及投资水平 

（2%） 

数字经济项目招商引资额年增加比例 

数字产业投资年增长比例 

新基建和战略新兴

产业布局（2%） 

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 

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 

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比例 

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比例 

数字经济生态环境

（1%）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指数 

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指数 

县域公共服务与治理

数字化水平 

（5%） 

数字民生 

（2%） 

医疗数字化应用覆盖率 

教育数字化应用覆盖率 

数字政务及基层治

理（3%） 
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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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解释及测算 

 

1.移动电话基站覆盖率。反映本地区移动基站覆盖情况。移动电话基站覆盖率=各运营

商移动基站数之和/行政区划面积。覆盖率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2.宽带网络覆盖率。反映本地区宽带覆盖情况。宽带网络覆盖率=县域宽带用户/区域人

口。覆盖率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5G 基站覆盖率。反映本地区 5G基站建设情况。5G基站覆盖率=5G基站数之和/行政

区划面积。覆盖率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4.数字电视普及率。反映本地区数字电视服务使用水平。 

5.县域数字电视普及率（含 IPTV）=（县域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IPTV用户数）÷总户

数（公安）。普及率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6.公益 WLAN 覆盖率。反应本地区公共区域数字网络服务能力。公益 WLAN覆盖率=公

共场所 WLAN建设数量/公共场所总数量。覆盖率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7.大数据平台覆盖率。大数据平台覆盖率=本区域大数据平台数量/常住人口总数。覆盖

率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8.数据中心覆盖率。数据中心覆盖率=本区域数据中心数量/区域常住人口总数。覆盖率

数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9.数字经济占比。数字经济占比=数字经济额/GDP总量。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10.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种植业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规模/种

植业总规模。应用比例即相应的得分值。 

11.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畜牧业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规模/畜

牧业总规模。应用比例即相应的得分值。 

12.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林业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规模/林业总规

模。应用比例即相应的得分值。 

13.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渔业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规模/渔业总规

模。应用比例即相应的得分值。 

14.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种植业数

字化应用比例-去年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种植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

得分值。 

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畜牧业数字

化应用比例-去年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畜牧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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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15.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林业数字化应

用比例-去年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林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16.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渔业数字化应

用比例-去年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渔业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17.智能制造企业占比。智能制造企业占比=区域智能制造企业总数/区域企业总数量。

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18.规模企业上云占比。规模企业上云占比=区域规模企业数量/规模企业总量。占比即

相应的得分值。 

19.数字经济园区占比。数字经济园区占比=数字经济园区数量/经济园区总量。占比即

相应的得分值。 

20.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数字经

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数量/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总量。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21.智能制造企业占比年增加值。智能制造企业占比年增加值=（今年智能制造企业占比

-去年智能制造企业占比）/去年智能制造企业占比。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22.规模企业上云占比增加值。规模企业上云占比增加值=（今年规模企业上云占比-去

年规模企业上云占比）/去年规模企业上云占比。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23.数字经济园区占比增加值。数字经济园区占比增加值=（今年数字经济园区占比-去

年数字经济园区占比）/去年数字经济园区占比。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24.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增加值。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

增加值=（今年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去年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

比）/去年数字经济实验室及博士后工作站占比。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25.电商服务站覆盖率。电商服务站覆盖率=电商服务站总数/区域人口总数。覆盖率即

相应的得分值。 

26.电子商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电子商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电子商务贸易额

/GDP。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27.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额/金融

服务总额。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28.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规模/交

通运输总规模。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29.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旅游数字化规模/旅游业总规模。 

30.电商服务站覆盖率年增加值。电商服务站覆盖率年增加值=（今年电商服务站覆盖率

-去年电商服务站覆盖率）/去年电商服务站覆盖率。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1.电子商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年增加值。电子商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年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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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电子商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去年电子商务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去年电子商务

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2.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金融

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金融服务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

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3.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交通

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交通运输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

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4.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年增加值=（今年旅游数字化应

用比例-去年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去年旅游数字化应用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5.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信息通信业经济额/GDP。占比

即相应的得分值。 

36.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今年信息通

信业占 GDP 比例-去年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去年信息通信业占 GDP 比例。增加值即

相应的得分值。 

37.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比例=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经济额/GDP。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38.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

=（今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去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去年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占 GDP 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39.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大数据产业经济额/GDP。占比

即相应的得分值。 

40.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物联网产业经济额/GDP。占比

即相应的得分值。 

41.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人工智能产业经济额/GDP。

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42.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今年大数

据产业占 GDP 比例-去年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去年大数据产业占 GDP 比例。增加值

即相应的得分值。 

43.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今年物联

网产业占 GDP 比例-去年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去年物联网产业占 GDP 比例。增加值

即相应的得分值。 

44.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年增加值=（今年

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去年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例）/去年人工智能产业占 GDP 比



 8 

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45.设立数字经济领导组织机构。如果设立，则根据领导组织机构的完备程度给予相应

的 60-100 分，如果没设立，则给予 0 分。 

46.制定数字经济总体规划。如果制定数字经济总体规划，则根据制定数字经济总体规

划的完备程度及质量给予相应的 60-100 分，如果没制定，则给予 0 分。 

47.制定数字经济专项规划。如果制定数字经济专项规划，则根据制定数字经济专项规

划的完备程度及质量给予相应的 60-100 分，如果没制定，则给予 0 分。 

48.制定数字经济扶持政策。如果制定数字经济扶持政策，则根据数字经济扶持政策的

完备程度及质量给予相应的 60-100 分，如果没制定，则给予 0 分。 

49.设立数字经济专家智库占比。数字经济专家智库占比=数字经济专家智库数量/专家

智库总数。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50.制定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政策。如果制定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政策，则根据数字经济人

才引进政策的完备程度及质量给予相应的 60-100 分，如果没制定，则给予 0 分。 

51.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流失率。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流失率=数字经济人才引进数量/数字

经济流失数量。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52.数字经济项目招商引资额年增加比例。数字经济项目招商引资额年增加比例=（今年

数字经济项目招商引资额-去年数字经济项目招商引资额）/去年数字经济项目招商引资额。

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53.数字产业投资年增长比例。数字产业投资年增长比例=（今年数字产业投资额-去年

数字产业投资额）/去年数字产业投资额。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54.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战略新兴产业额/GDP。

占比即相应的得分值。 

55.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新基建产业额/GDP。占比

即相应的得分值。 

56.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比例。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比例=

（今年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去年战略新兴产业额占 GDP 比例）/去年战略新兴产业

额占 GDP 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57.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比例。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年增加比例=（今

年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去年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去年新基建产业额占 GDP

比例。增加值即相应的得分值。 

 58.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指数。反映当地营商环境的友好程度。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

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

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世界银行建立了企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是成熟的评价指标。根据发

布的第三方数据得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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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指数。反映当地创新水平以及创新潜力。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

国创新指数（CII）研究》课题组研究设计了评价我国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和指数编制方法。

根据得分数据确定分值。 

60.医疗数字化应用覆盖率。医疗数字化应用覆盖率=医疗数字化应用机构数量/医疗数

字化应用机构总量。覆盖率即相应的得分值。 

61.教育数字化应用覆盖率。教育数字化应用覆盖率=教育数字化应用机构数量/教育数

字化应用机构总量。覆盖率即相应的得分值。 

62.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政务线上网办业务数/政务业务总数。

网办率即相应的得分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