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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

高际香

　 　 【内容提要】 　 当前ꎬ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ꎬ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

的战略制高点ꎮ 为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ꎬ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ꎬ俄罗斯在进一步强化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ＩＣＴ 产业、人力资

源、信息安全保障、数字环境监管等数字经济核心能力的同时ꎬ聚焦电子商

务、数字交通、电子政务、数字金融和“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ꎬ努力探索数

字化转型ꎬ取得积极成效ꎬ在数字服务民生、数字安全保障、数字资源共享等

方面走到了全球前列ꎮ 不可讳言的是ꎬ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尚存在不足之

处ꎬ特别是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国际贸易、数字驱动创新等方面相对较弱ꎬ凸
显其信息技术能力不足、信息基础设施有待强化、数字人才短缺、居民数字

技能不高、ＩＣＴ 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差等亟待突破的瓶颈短板ꎮ 展望未来ꎬ俄
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ꎬ在国家顶层引领和加速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ꎮ 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加大研

发领域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拓展数字经济应用领域、积极融入全球

ＩＣＴ 产业链ꎬ是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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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际香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ꎮ

当今世界ꎬ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ꎬ以崭新形态出现

的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ꎬ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速与实体经济融

合ꎬ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ꎮ 以美国、中国等为首的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ꎬ纷纷

制定着眼长远的发展战略ꎬ着力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ꎮ
面对关系到综合国力竞争的数字经济发展浪潮ꎬ俄罗斯同样高度重视ꎬ

将其作为重大战略抉择之一ꎬ力图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展核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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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强化拓展实体经济领域融合应用、建立健全法律政策体系等诸多举措ꎬ大
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ꎬ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ꎬ赢得战略先机ꎮ

一　 俄罗斯对数字经济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ꎬ由其引领的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外

延也在不断演进ꎬ目前在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和认识ꎮ 总体来看ꎬ关于

数字经济概念主要分为三个大类:一是核心概念ꎻ二是狭义概念ꎻ三是广义

概念ꎮ
核心概念认为ꎬ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活动的核心部门ꎬ即 ＩＣＴ 产业(信息

通信产业)ꎮ
狭义概念认为ꎬ数字经济是利用数字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ꎬ即以生产数

字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字部门ꎬ如数字媒体、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电子政务等ꎮ

广义概念则认为ꎬ数字经济是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所产生的经济效应ꎬ
既包括 ＩＣＴ 产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ꎬ也包括利用数字工具进行的经济活

动ꎬ更包括 ＩＣＴ 产业赋能农业、工业、服务业所产生的贡献ꎬ即数字化农业、数
字化工业和数字化服务业①ꎮ

正是因为各国政府或相关机构对数字经济内涵外延认识的差异ꎬ从而导致

其对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的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ꎮ 当前ꎬ利用核心概念进行核算

的主要有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麦肯锡咨询公司(Ｍｃ Ｋｉｎｓｅｙ ＆
Ｃｏ )和欧洲智库布鲁盖尔(Ｂｒｕｅｇｅｌ)等ꎻ应用狭义概念测算的主要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美国经济分析局(ＢＥＡ)和波士顿咨询公司(ＢＣＧ)等ꎻ
应用广义概念进行测算的有埃森哲咨询公司(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腾讯研究院和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ꎮ
«２０１７ ~ ２０３０ 年俄联邦信息社会发展战略»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２０３)指出:

“数字经济是以电子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进行大数据加工和分析并利用分

析结果的经营方式ꎮ 与传统经营方式相比ꎬ可以切实有效提高各种生产方

式、技术、设备、存储、销售的效率并提升商品服务的运送效率”ꎮ 由此可见ꎬ
俄罗斯对于数字经济内涵外延主要采用广义概念进行界定ꎬ其对数字经济的

统计也主要基于广义概念所涵盖的范围ꎮ

—２２—
① 续继:«国内外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法总结»ꎬ«信息通信技术政策»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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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罗斯数字经济核心能力建设

目前ꎬ俄罗斯在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ＩＣＴ 产业、人力资源、信
息安全保障、数字环境监管等数字经济核心能力建设领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和条件ꎬ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ꎮ
(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俄罗斯互联网和物联网两大数字经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如下:
１ 互联网

俄罗斯互联网发展水平可以从固定和移动网络覆盖情况、信息基础设施

利用情况、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衡量ꎮ
一是固定和移动网络覆盖情况ꎮ 在固定网络方面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每千

人固定宽带用户为 ２２ 人ꎬ远低于北欧的瑞典(４７ 人)、丹麦(４３ 人)ꎬ低于

德国(３９ 人)ꎬ甚至低于立陶宛(２８ 人)、意大利(２７ 人)和斯洛伐克(２６
人)①ꎮ 在移动网络方面ꎬ２０１８ 年 １５ ~ ７４ 岁居民中ꎬ使用移动电话或者智

能电话者占比为 ６５％ ꎬ在主要国家中居于中间水平ꎮ 鉴于在提高数据传输

速率、减少时滞、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方面具有强大优势ꎬ５Ｇ
作为新一代移动网络将对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为

此ꎬ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应在 ５Ｇ 等高科技发展领域占据全球

领先地位ꎮ 目前ꎬ俄罗斯政府已与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俄罗斯电信

公司等多个大型公司签署协议ꎬ共同致力于推动俄罗斯 ５Ｇ 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俄罗斯第一大电信运营商“МТС”和中国“华为”签署合作协议ꎬ在列

宁格勒州的喀琅施塔得市启动了 ５Ｇ 移动通信网络ꎮ 同时ꎬ莫斯科市政府

和“МТС”利用“华为”５Ｇ 技术在莫斯科市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内设立了

５Ｇ 网络测试区ꎬ用于研究 ５Ｇ 网络应用ꎬ其中包括云渲染、远程游戏播放、
超高清流媒体、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３６０ 度视频、物联网以及

新的计算和数据存储格式ꎮ
二是信息基础设施利用情况ꎮ 在个人和家庭用户方面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俄

罗斯 １５ ~ ７４ 岁居民中ꎬ上网者占比高达 ８７ ３％ ꎬ虽然低于丹麦(９８％ )、瑞士

(９８％ )、荷兰(９７％ )和英国(９６％ )等国ꎬ但高于多数南欧和东欧国家ꎬ如希

—３２—

① 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К О ВишневскийꎬЛ М Гохберг и др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рат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９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９ Ｃ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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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ꎻ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家庭

上网占比达 ７６ ６％ ꎬ其中 ７３ ４％ 的家庭接入宽带ꎬ低于绝大多数欧盟国家ꎬ
仅高于保加利亚和希腊ꎬ与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持平ꎬ远低于

荷兰(９８％ )、卢森堡(９７％ )、瑞士(９５％ )和丹麦(９４％ )等国ꎻ在企业和社会

组织用户方面ꎬ俄罗斯经营性企业中ꎬ２０１７ 年利用宽带、云服务和利用信息系

统进行内外部电子数据交换的占比分别为 ８１ ６％ 、２２ ６％和 ６２ ２％ ꎻ社会组

织中ꎬ利用上述服务的占比分别为 ８３ ５％ 、２４ ４％ 和 ６２ ６％ (见表 １)ꎮ 整体

而言ꎬ俄罗斯经营性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利用宽带和利用信息系统进行电子数

据交换上与欧盟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ꎬ但在云服务利用占比上与多数东南欧

国家相差无几①ꎮ

表 １ 俄罗斯信息基础设施指标(％)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上网家庭占比 ７６ ３ ７６ ６

其中接入宽带家庭占比 ７２ ６ ７３ ２

１５ ~ ７４ 岁居民中上网者占比 ８３ ７ ８７ ３

经营性企业利用下述服务的占比

　 宽带 ８１ ６ —

　 云服务 ２２ ６ —

　 利用信息系统进行内外部电子数据交换 ６２ ２ —

社会组织利用下述服务的占比

　 宽带 ８３ ５ —

　 云服务 ２４ ４ —

　 利用信息系统进行内外部电子数据交换 ６２ ６ —

资料来源: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К О ВишневскийꎬЛ М Гохберг и др Индикаторы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９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９ Ｃ １５ － １７

三是信息安全保障ꎮ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发布的«全球网

络安全指数»(ＧＣＩ)显示ꎬ俄罗斯排名第 ２６ 位ꎮ 国际电信联盟主要围绕法律、
技术、组织、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五大核心指标对各国网络安全进行打分排名ꎮ

—４２—

① М А Сабельниковаꎬ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Л М ГохбергꎬО Ю Дудорова и др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８.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８ Ｃ ２７ － ２８ С ７４ － ７５ С １５３ －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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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物联网

俄罗斯物联网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ꎬ其增长受到诸多因素制约ꎬ诸如投

资回报的不确定性、相关行业标准的缺失等ꎮ 另外ꎬ因产业技术落后ꎬ俄罗斯

物联网在数据加工方面的增加值较低ꎮ 俄罗斯促进物联网发展的政策措施

实施时间相对较短ꎮ ２０１５ 年在“国家技术倡议”(НТИ)项目项下ꎬ俄罗斯工

业和贸易部制定了物联网发展路线图ꎮ 对物联网发展的系统性支持始于实

施«俄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规划»之后ꎬ主要致力于制定物联网发展标准和监管

框架①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俄罗斯物联网技术应用最多的是交通运输业ꎬ占市场份额

的 ４３％ ꎮ 交通运输领域物联网解决方案主要用于商用车辆的监控ꎬ例如交通

事故应急响应系统“艾拉 － 格洛纳斯”( ЭРА ГЛОНАСС)、收费公路的支付

系统、防盗系统和智能保险系统ꎮ
物联网第二大应用领域是公共安全和个人安全系统ꎬ约占市场份额的

２０％ ꎮ 其他应用板块分别为银行业(占 １２％ )、住房和公共服务业(占 １１％ )、
工业生产(１１％ )和其他行业(３％ )ꎮ 从物联网用户看ꎬＢ 端用户(企业用户)
占 ９７％ ꎬ而 Ｃ 端用户(个人用户)仅占 ３％ ꎮ 由此可见ꎬ工业物联网是俄罗斯

物联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ꎮ 预测显示ꎬ俄罗斯物联网将加速发展ꎬ未来 ５ 年

年均增长率为 ２０％ ~２２％ ꎬ到 ２０２５ 年俄罗斯物联网规模将达到约 ２１０ 亿美

元②ꎮ 基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 ２０２５ 年世界物联网发展规模的保守预测 ４
万亿美元计算ꎬ届时俄罗斯占世界物联网的份额约为 ０ ５２％ ꎮ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俄罗斯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

技术储备ꎬ并正在拓展其应用领域ꎮ
１ 大数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２０１８ 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ꎬ俄罗斯应当成为大数据

存储领域的领先者ꎮ 波士顿咨询公司(ＢＣＧ)数据显示ꎬ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俄罗

斯大数据市场以年均 １２％ 的速度增长ꎬ２０１９ 年市场规模约为 ４５０ 亿卢布ꎮ
俄罗斯大数据协会(АБД)预测ꎬ２０２４ 年前ꎬ俄罗斯大数据市场将呈现爆炸性

—５２—

①

②

И Г ДежинаꎬТ Н Нафикова Интернет вещей:концеп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 /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２０１９ № ７ С ２８

ЦСП "Платформа"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компанией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Цифровая
воронка"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ынка ＩＯＴ Февраль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ｐｌｔｆ ｒ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ｖｅｓｃｈｅｙ＿ｖ＿ｒｏｓｓｉｉ＿１０＿０２＿２０１９ ｐｄｆ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增长ꎬ２０２４ 市场规模将达到 ３ ０００ 亿卢布ꎮ 大数据的应用将赋能各行业发

展ꎬ未来 ５ 年内通过使用和处理大数据ꎬ有望使俄罗斯大部分行业的增加值

得到大幅提升①ꎮ 目前ꎬ在大数据领域ꎬ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人才短

缺ꎬ尚需 ６ ０００ 名“数据科学家”ꎬ为此需要国家重构高等教育系统ꎬ进行数据人

才培养ꎻ二是需要融资支持ꎬ特别是政府层面的风险投资、项目融资和补贴ꎮ
２ 区块链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俄罗斯成立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协会(РАКИБ)ꎬ并在各地区

设立分支机构ꎮ 在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的推动下ꎬ区块链技术试点项目在 １５
个地区启动ꎮ １５ 个地区包括: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鞑
靼斯坦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克里米亚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克拉斯

诺达尔边疆区、诺夫哥罗德州、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罗斯托夫州、萨马

拉州、特维尔州、秋明州和圣彼得堡ꎮ 俄罗斯正在将区块链技术逐渐应用于

住房公用事业、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物流(运输和仓储)、建筑和基础设施领

域ꎮ 此外ꎬ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协会也正在制定用以评估实施 ＩＣＯ② 公司可靠

性的标准体系ꎬ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实施 ＩＣＯ 公司的可靠性进行评估的统

一标准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斯科尔科沃基金会和“Ｗａｖｅｓ”公司开设了专业的非营

利性区块链中心ꎬ中心将帮助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引入分布式记账技术ꎮ 俄

罗斯区块链领域人才培养也提上日程ꎮ 托木斯克国立控制系统和无线电电

子大学及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正筹备区块链技术专业设置ꎮ
３ 云服务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市场云服务支出达到 ８ ０４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４ ８％ ꎮ 俄

罗斯云服务市场的公有云服务和私有云服务分别占 ８５％和 １５％ 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微软”在俄罗斯云服务市场所占份额为 １１ １％ ꎬ继续保持领先地

位ꎮ 当前ꎬ俄罗斯云服务市场发展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市场参与者

加快合并重组ꎻ二是服务产品种类持续增加ꎻ三是云服务产品的成熟度不断

提高ꎻ四是在地区客户(包括各地区权力执行机构、学校和医疗机构等)需求

增加的背景下ꎬ云服务大型供应商逐渐加大在各地区布局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公

有云服务市场规模达 ５５９ 亿卢布ꎬ其中ꎬ“软件即服务”(ＳａａＳ)占 ５９ ８％ ꎬ“基

—６２—

①

②

А Самсонова Ассоциация больших да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ла стратегию развития
рын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ｍｎｅｗｓ ｒ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７４６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 ２０１９ － ｗ４５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ｃｉｙａ －
ｂｏｌｓｈｉｋｈ － ｄａｎｎｙｋｈ － ｐｒｅｄｓｔａｖｉｌ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ｕ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ｙａ － ｒｙｎｋａ

ＩＣＯ 是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ｉ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的缩写ꎬ是区块链项目首次发行代币ꎬ源自股票市场的

首次公开发行( ＩＰＯ)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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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即服务”(ＩａａＳ)占 ２９ ７％ ꎬ“平台即服务”(ＰａａＳ)占 １０ ６％ꎮ 目前ꎬ俄罗

斯已经成为云服务的出口国:在“软件即服务”板块ꎬ俄国内云提供商营收额的

５ １％来自外国客户ꎬ约为 ２４ 亿卢布ꎻ在“基础设施即服务” 板块ꎬ外国客户提

供营收额的 ２ ２％ꎬ约为 ３ ８ 亿卢布ꎮ 据预测ꎬ２０１８ ~２０２３ 年俄罗斯公有云服务

市场的年均增长率为 ２０％ꎬ２０２３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１ ４２０亿卢布①ꎮ
４ 人工智能

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电信和大众传播部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人工

智能技术市场规模为 ２０ 亿卢布ꎬ到 ２０２４ 年将达 １ ６００ 亿卢布ꎬ届时将占俄罗

斯 ＧＤＰ 的 ０ ８％ ꎬ到 ２０３０ 年占比将达 ３ ６％ ②ꎮ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人工智能技术

市场投入达 １ ３９３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４８ ２％ ꎮ 其中ꎬ４９％是算力投入ꎬ２８％是

软件投入ꎬ２３％ 是业务投入和 ＩＴ 服务投入③ꎮ 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ꎬ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俄罗斯设立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ꎬ管理与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相关的技术法规问题ꎮ 俄罗斯企业对人工智能应用方案持积极态度ꎬ在研

发(Ｒ＆Ｄ)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占 ４１％ ꎻ在与客户合作中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的占 ３２％ ꎻ在客户服务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占 ３１％ ꎮ “人工智能时代的

商业领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调查显示ꎬ３０％的俄罗斯企业高

管积极应用人工智能ꎬ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２２ ３％ ꎬ法国仅有 １０％ ꎮ 对于俄罗

斯人工智能领域的未来发展ꎬ超过 ９０％ 的俄罗斯受访专家认为ꎬ人工智能将

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年影响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创新发展和就业ꎮ 对于阻碍俄

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因素ꎬ专家认为ꎬ主要挑战是数据管理(收集、分析和解

读)、相关专家不足且职业技能有待提高、现有业务模式亟待改变等④ꎮ
(三)ＩＣＴ 产业发展

ＩＣＴ 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之一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 ＩＣＴ 产业增

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变化不大ꎬ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基本在 ２ ６％ ~ ２ ８％ 之间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ＩＣＴ 产业从业人员达 １１８ ３４ 万ꎬ占俄罗斯就业人口的 １ ６％ ꎬ固定资

—７２—

①

②

③

④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ТМТ Консалтинг"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публичных
облачных услуг ｈｔｔｐ: / / ｔｍ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ｒ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Данные из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цифр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ꎬ связи и массовы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Р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ａｄｖｉｓｅｒ ｒｕ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ＤＣ Рынок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ｉｃｔ ｍｏｓｃｏｗ / ｎｅｗｓ / 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ｓ － １４１１１９ /

РАЭК и НИУ ВШЭ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от теории к практике: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изнес использует 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ａｅｃ 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ｆｉｌｅｓ / １９０７１５ － ｉｉ ｐｄｆ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产投资占全俄固定资产投资的 ３ ４％ 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 ＩＣＴ 产业相关产品出

口额为 ２０ ７０ 亿美元ꎬ相关服务出口额为 ４７ ８８ 亿美元ꎬ全球占比分别为

０ １％和 ０ ７％ ꎬ与中国差距巨大 (中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 ３０ ７％ 和

５ ３％ )①ꎮ 这与俄罗斯 ＩＣＴ 企业创新积极性和研发投入不足有关ꎮ 从企业

创新积极性看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占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ꎬ
２０１０ 年占 １３ ３％ꎬ２０１４ 年占 １１ ６％ꎬ２０１７ 年占 １０ １％ꎮ 从研发投入看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ＩＣＴ 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在全俄企业内部研发投入中所占比重呈现缓

慢增长之后急速下降趋势ꎬ２０１０ 年占 １ ３％ ꎬ２０１２ 年为 ２ ９％ ꎬ２０１５ 年达

３ ７％ ꎬ２０１７ 年降至 ２ ５％ ②ꎮ 从世界排名看ꎬ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历
年发布的«衡量信息社会报告»中ꎬ俄罗斯 ＩＣＴ 产业在世界排名从 ２００８ 年的第

４９ 位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第 ３８ 位ꎬ之后排名下滑ꎬ到 ２０１７ 年为第 ４５ 位(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 ＩＣＴ 产业在世界排名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排名 ４９ ４６ ３８ ４１ ４２ ４２ ４３ ４５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历年发布的«衡量信息社会报告»ꎮ

(四)人力资源水平

ＩＣＴ 产业专家和居民数字技能是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潜能的重要判断

标准之一ꎬ其发展水平如下ꎮ
１ ＩＣＴ 产业专家

与主要国家相比ꎬ俄罗斯 ＩＣＴ 产业专家相对不足ꎮ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 ＩＣＴ 产

业专家占就业人口比重约为 ２ ２％ ꎬ与芬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差距较

大ꎬ基本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处于同一水平(见图 １)ꎮ 当然ꎬ俄罗斯也有

一定优势ꎮ 一是年轻专家所占比重较大ꎬ俄罗斯年龄低于 ３５ 岁的 ＩＣＴ 产业

专家约占 ５３％ ꎬ略低于土耳其(６４％ )和马耳他(６０％ )ꎬ基本与拉脱维亚、立
陶宛和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相当③ꎮ 二是从绝对数值看ꎬ俄罗斯目前大约

有 ５０ 万名软件程序员ꎬ俄罗斯软件工程人员在各种国际比赛中一直居于领

—８２—

①

②

③

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 К О Вишневскийꎬ Л М Гохберг и др Индикаторы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９. М :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９ Ｃ ７９
С ９９ С １０３ С １０４

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К О ВишневскийꎬЛ М Гохберг и др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рат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９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９ Ｃ ８４ － ８５

Там же С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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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ꎮ 在软硬件开发领域ꎬ继独立研发“厄尔布鲁士”微处理器之后ꎬ俄罗

斯已配套研发了国产操作系统和 １３０ 种国产应用软件ꎮ

图 １ ２０１８ 年主要国家 ＩＣＴ 行业专家占就业人员比重(％)

资料来源: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К О ВишневскийꎬЛ М Гохберг и др Индикаторы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９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９ Ｃ ５８

２ 居民数字技能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１５ ~ ７４ 岁俄罗斯居民中ꎬ使用个人电脑者占比为 ８２ ３％ ꎬ
其中城市居民占比为 ８５ ９％ ꎬ农村居民占比为 ７１ ４％ ꎮ 在个人电脑上可以

进行文本编辑的占个人电脑使用者的 ５９ ５％ ꎻ可以在电脑与外围设备(数码

相机、播放器、手机)之间进行文件传输的占 ３９ ２％ ꎻ会处理电子表格的占

３２ ４％ ꎻ会使用程序编辑照片、视频和音频文件的占 ２９ ４％ ꎻ会连接并安装新

设备的占 １３ ９％ ꎻ会使用特殊程序创建电子演示文稿的占 １３％ ꎻ会更改设置

或软件配置设置的占 ４ ８％ ꎻ会安装新的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的占 ４ ３％ ꎻ会
使用编程语言编程的占 １ ７％ ꎮ 相对主要欧洲国家ꎬ俄罗斯居民数字技能水

平仍然较低(见表 ３)ꎮ

表 ３ 俄罗斯与主要欧洲国家居民数字技能比较(％)

国家
可以进行文本
编辑者占比

可以在电脑与外围设备
(数码相机、播放器、手机)
之间进行文件传输者占比

会使用程序编辑照片、视频
和音频文件者占比

俄罗斯 ５９ ５ ３９ ２ ２９ ４

奥地利 ７４ ０ ７１ ０ ５５ ０

德国 ６７ ０ ７０ ０ ５１ ０

英国 ６８ ０ ６１ ０ ５３ ０

卢森堡 ８４ ０ ７６ ０ ５７ ０

法国 ６２ ０ ６８ ０ ３７ ０

瑞典 ７２ ０ ５４ ０ ４９ ０

资料来源:М А Сабельниковаꎬ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Л М ГохбергꎬО Ю Дудорова
и др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８ М :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８ Ｃ ３０ Ｃ ３５ Ｃ ４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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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安全保障

为保障信息安全ꎬ俄罗斯发布了 «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 (２０１６ 年

№６４６)ꎬ该文件是俄联邦信息安全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文件ꎬ旨在保证俄罗斯

在信息领域的国家安全ꎮ 该文件明确了俄罗斯在国防、国家和社会安全、经
济、科技教育和网络空间五个方面信息安全的战略目标和主要方向ꎮ 此外ꎬ
俄罗斯还颁布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１８７)ꎮ 该法律

把预防计算机攻击作为优先方向ꎬ 明确了国家计算机事故协调中心

(НКЦКИ)作为全权机构ꎬ依法保障“发现、预防和消除对俄联邦信息资源实

施计算机攻击的国家体系”运行ꎻ明确了俄罗斯总统、俄联邦政府以及联邦权

力执行机构在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中的权责ꎻ清晰界定了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主体的权责ꎻ依据社会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生态意义、对国防、
国家安全和治安的意义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分为三个等级ꎻ确定了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注册登记制度、安全评估制度和国家监控制度ꎮ 配合«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法»ꎬ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９４ 号联邦法对«俄联邦刑法典»的第 ２７４ 章进行

修订ꎮ 其中规定了对俄罗斯联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产生不良影响、危害及其

带来严重后果应承担的刑事责任ꎮ 信息安全保障领域的相关文件与法律对

俄罗斯信息安全空间构建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

１５ ~ ７４ 岁网民中遭遇过网络病毒攻击者仅占 ８ ９％ ꎻ２０１８ 年在国际电信联盟

(ＩＴＵ)发布的«全球网络安全指数»中ꎬ俄罗斯排名第 ２６ 位ꎮ
(六)数字环境监管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ꎬ数字经济发展及其长期影响仍属未知领域ꎬ政策和

法规难以跟上经济社会正在急速行进的数字变革ꎬ俄罗斯也是如此ꎮ 但研究

对数字环境的监管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ꎬ俄罗斯政府正在进行积极的探

索ꎮ 首先是制定并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在国家杜马经

济政策、工业、创新发展与企业经营委员会中设立了数字经济和区块链技术

专家委员会ꎬ负责处理数字经济立法层面的问题ꎮ 民法、税法、个人数据法、
信息法、通信法、数字环境监管法等法律的制定或修订工作已经启动①ꎮ 其

中ꎬ新修订的«民法典»加入了“数字权力”概念ꎬ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起生效ꎮ 探

索加密货币立法和人工智能立法是俄罗斯强化数字环境监管的重要举措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以来ꎬ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加密货币立法ꎮ 在财政部推出的«俄

—０３—

① Минэконом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разработает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для
программы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 ｒｕ / ｒｕ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 ８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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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数字资产法»草案第一版①中ꎬ“数字金融资产”被定义为“利用密码学技

术创建并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资产”ꎬ包括加密货币和代币ꎮ 草案对“数字资产

交易”、“分布式数字交易账簿”、“记账”、“验证”、“智能合约”、“挖矿”等进

行了概念界定ꎮ 草案还明确规定ꎬ“数字金融资产”不属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

法定支付工具ꎻ“挖矿”属于经营行为ꎻ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只能由符合俄罗

斯联邦法律的法人创建”ꎻ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只有对数字资产的所有者进行

认证后才能开放“数字钱包”ꎬ数字资产对卢布、外汇或者其他资产的兑换只

能通过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等ꎮ 由于俄罗斯银行对加密货币持负面立场ꎬ认为

允许加密货币在俄罗斯流通为时尚早ꎬ财政部提出的草案第一版被修改ꎮ
«俄罗斯数字资产法»草案第二版修订中ꎬ加密货币的定义被删除ꎬ“挖矿”则
被定义为“吸引资本投资”的方式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俄罗斯数字资产法»草案

(№ ４１９０５９ － ７)已提交国家杜马三读ꎮ 在人工智能立法领域ꎬ普京总统要求

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进行规范管理ꎮ 为此ꎬ国家杜马成

立的经济政策、工业、创新发展和企业经营委员会正联合各方面专家共同研

究立法问题ꎬ俄罗斯关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法律有望在 ２０２２ 年颁布②ꎮ
其次是制定相关领域标准ꎮ 俄罗斯有关大数据、网络安全、物联网、“智慧生

产”、“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家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中ꎮ

三　 俄罗斯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

基于数字经济核心能力建设奠定的基础ꎬ近年来俄罗斯聚焦电子商务、
数字交通、电子政务、数字金融和“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ꎬ积极探索实践经济

数字化转型ꎬ并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一)电子商务

俄罗斯电子商务企业协会(АКИТ)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电子商务市

场规模达到 １ ６６ 万亿卢布(约合 ２５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５９％ ꎮ 据预测ꎬ到
２０２４ 年ꎬ俄罗斯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 ２ ７８ 万亿卢布(约合 ４２７ 亿美元)ꎮ 俄

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是“Ｙａｎｄｅｘ Ｍａｒｋｅｔ”ꎬ占俄罗斯电子商务市场的 １０％ ꎻ

—１３—

①

②

Проект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цифровых финансовых актива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ｒｕ / ｒ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 ｉｄ＿４ ＝ １２１８１０

М Соколова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тся закон об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м интеллект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ｎｐ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１３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ｐｏｙａｖｉｔｓｙａ － ｚａｋｏｎ － ｏｂ － ｉｓｋｕｓｓｔｖｅｎｎｏｍ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ｅ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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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和“阿里巴巴”排名第二位ꎬ占市场份额的 ８ ５％ ꎻ第三位是“Ｏｚｏｎ”ꎻ第
四位是“Ｗｉｌｄｂｅｒｒｉｅｓ”ꎮ 电子商务销售额排名前十位的区域主要有:莫斯科

州、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圣彼得堡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维尔德洛夫

斯克州、罗斯托夫州、下诺夫哥罗德州、新西伯利亚州和萨马拉州ꎬ约占境内

电子商务总营收额的 ３５ ６％ ꎬ占跨境贸易总营收额的 ３２ ３％ ①ꎮ 虽然近年来

发展迅速ꎬ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ꎬ俄罗斯在电子商务领域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ꎮ 从居民电子商务参与度看ꎬ１５ ~ ７４ 岁居民中ꎬ网购者占比为 ３５％ ꎬ与丹

麦和英国存在较大差距(见图 ２)ꎻ从参与交易方式看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居民大多

还是通过个人电脑完成在线交易ꎬ占比达 ６１％ꎬ只有 ３５％通过智能手机ꎬ４％通

过平板电脑ꎻ从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看ꎬ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占 ２ ５％ꎬ同
期中国占 ４ ５％ꎬ英国占 ７ ９％②ꎻ从电子商务在零售贸易额中占比看ꎬ２０１８ 年

俄罗斯为 ４％ ꎬ与印度相当ꎬ而同期中国为 ３５％ ꎬ英国为 １８％ ꎬ美国为 １０％ ③ꎮ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主要国家 １５ ~ ７４ 岁居民中网购者占比(％)
资料来源: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К О ВишневскийꎬЛ М Гохберг и др Индикаторы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９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９ Ｃ １３９

(二)数字交通

俄罗斯网约车除了“优步”和“Ｇｅｔｔ”平台之外ꎬ还有本土的“Ｙａｎｄｅｘ”出租

—２３—

①
②

③

ＴＡｄｖｉｓｅｒ ＳｕｍｍＩＴꎬИнтернет －торговля:рынок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ｔａｄｖｉｓｅｒ ｒｕ/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Ｒ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ꎬКаким был онлайн － шоппинг в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ｉｃｏｄｉ ｃｏｍ / ｒｕ / ｍｏｚｈｎｏ － ｄｅｓｈｅｖｌｅ / ｋａｋｉｍ － ｂｙｌ － ｏｎｌａｊｎ －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ｖ －２０１８ － ｇｏｄｕ
Ａｄｉｎｄｅｘ Ｍａｒｋｅｔꎬ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коммерция 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ｉｎｄｅｘ ｒｕ /

ｓｐｅ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ｍａｒｋｅｔ － ６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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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平台ꎮ 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起ꎬ拼车平台“ＢｌａＢｌａＣａｒ”在俄罗斯运营ꎮ 另外ꎬ莫斯

科还兴起了共享汽车租车平台ꎬ诸如“Ｄｅｌｉｍｏｂｉｌｅ”、“ＹｏｕＤｒｉｖｅ”、“Ａｎｙｔｉｍｅ”ꎬ
“Ｃａｒ５”则正处于测试和市场形成阶段ꎮ ２０１６ 年ꎬ“Ｙａｎｄｅｘ”与“ＫＡＭＡＺ”协议

开发无人驾驶车辆ꎬ并计划生产用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无人驾驶小型巴

士ꎮ 为缓解交通拥堵问题ꎬ莫斯科市正在打造智能交通系统(ИТС)ꎬ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１ 年ꎬ该市智能交通系统投入将达到约 １ ３８０ 亿卢布①ꎮ 此外ꎬ俄罗斯还将

在 ２０２０ 年建立统一的联邦系统来监控城际巴士运营ꎮ
(三)电子政务

在电子政务领域ꎬ俄罗斯建立了联邦国家信息系统———“用于保障国家和市

政电子服务系统交互的基础设施识别和认证统一系统(ЕСИА)”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

已经有 ６５ ７％的公民利用电子政务系统获取国家和市政服务ꎬ城市达 ６８ ２％ꎬ农
村地区为 ５８ ３％ꎮ 其中ꎬ利用移动设备获取国家和市政服务的居民占比达到

４３ ２％ꎮ 居民对利用电子政务系统获取国家和市政服务的满意程度较高ꎬ其中ꎬ完全

满意的占７０％ꎬ部分满意的占２８ ４％ꎬ不满意的仅占 １ １％②ꎮ 近年来ꎬ在联合国经

社理事会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ＥＧＤＩ)③排名中ꎬ俄罗斯一直居于比较靠前的位置ꎬ
其中２０１４ 年排名第２７ 位ꎬ２０１６ 年排名第３５ 位ꎬ２０１８ 年排名第３２ 位(见表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年份 ＥＧＤＩ 排名 ＥＤＧＩ ＯＳＩ ＴＩＩ Ｈ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７ ０ ７３０ ０ ０ ７１０ ０ ０ ６４０ ０ ０ ８４０ ０

２０１６ ３５ ０ ７２０ ０ ０ ７３０ ０ ０ ６１０ ０ ０ ８２０ ０

２０１８ ３２ ０ ７９６ ９ ０ ９１６ ７ ０ ６２１ ９ ０ ８５２ ２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ꎬＥＧＤＩ

(四)数字金融

俄罗斯十分重视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ꎬ俄罗斯中央银行以以太

—３３—

①

②

③

Б Ляу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транспор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обойдется Москве почти в
１４０ млрд рубле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６ /

М А СабельниковаꎬГ И АбдрахмановаꎬЛ М ГохбергꎬО Ю Дудорова и др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２０１８.
М :НИУ ВШЭ ２０１８ Ｃ ９８ － １０２

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主要评价国家电子政务绩效综合水平ꎬ具体包括三个方面ꎬ即
在线服务范围和质量、通信基础设施地区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ꎬ分别由 ＯＳＩ(在线服务指

数)、ＴＩＩ(通信基础设施指数)、ＨＣＩ(人力资本指数)来衡量ꎬ权重各占 １ / ３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坊联盟区块链为基础正在测试区块链雏形“Ｍａｓｔｅｒｃｈａｉｎ”ꎮ 这是用于交换和

存储交易信息的分布式记账系统ꎬ允许集成各种区块系统和支付系统ꎬ将为

参与银行间数据交换提供数字信任环境ꎮ 俄罗斯储蓄银行设立了区块链实

验室ꎬ开始区块链领域的研究并且正利用区块链技术测试基于数字签名的电

子公文交换ꎮ 阿尔法银行与“Ｓ７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航空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已经开始采用

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来进行交易ꎮ 此外ꎬ俄罗斯还十分注重吸引国内外优

势力量发展移动支付业务ꎬ“ＭＴＳ Ｂａｎｋ”、“Ｓａｍｓｕｎｇ Ｐａｙ”和“Ａｐｐｌｅ Ｐａｙ”已经

分别推出了各自的服务ꎮ
(五)“智慧城市”
俄罗斯正在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ꎬ根据瑞典 ＩＴ 公司“Ｅａｓｙｐａｒｋ”①的

排名ꎬ莫斯科在世界 ５００ 个“智慧城市”中排名第 ７７ 位ꎬ特别是在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中的数字技术利用水平已经进入世界领先行列ꎬ超越了多伦多、东京、
香港、巴塞罗那和悉尼ꎻ在规模应用先进技术发展新商业模式指标中也居于

世界前列ꎮ 在“安永”的“世界大城市数字服务满意度评级”中ꎬ莫斯科进入

前 ３ 名②ꎮ 俄罗斯国家技术和信息研究所(НИИТС)评估结果则显示ꎬ在“智
慧城市”建设方面ꎬ除了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之外ꎬ较有成效的还有喀山和

叶卡捷琳堡ꎮ 信息和传媒技术公司集中度较高的是乌法ꎬＷｉ － Ｆｉ 部署密度

最高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ꎬ自动取款机设置密度最高的是叶卡捷琳堡③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信息部ꎬ俄罗斯电信公司ꎬ俄罗斯原子能公司ꎬ圣彼得堡国

立信息技术、力学与光学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已签署备忘录ꎬ将成立俄罗斯电

信领域全国城市管理数字技术发展和推进联盟ꎬ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ꎮ 为

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ꎬ从 ２０１９ 起ꎬ俄罗斯建设和住房公用事业部在国

家项目“数字经济”和“住房与城市环境”框架内开始实施“智慧城市”项目ꎬ
计划在 ２０２４ 年前建设 １８ 个“智慧城市”ꎬ将投入 ３ ６００ 亿卢布用于建设“智

—４３—

①

②

③

根据 １９ 项指标评估城市ꎬ其中包括智能停车场数量、共享汽车普及率、道路负荷

量、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环境保护程度、教育水平、网络速度和普及率等ꎮ
主要调查对电子服务和服务质量的满意度ꎬ分为 ６ 个领域:运输服务、信息服务、

在线服务和住房公用事业服务、政府服务、公共免费 Ｗｉ － Ｆｉ 使用、金融和技术服务ꎮ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Москва лидирует в
рейтинге "умных" городов по версии ＥＹ Обзор новостей １３ １０ － １９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ａｃ ｇｏｖ ｒｕ / ｆｉｌｅ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１４８０８ ｐｄｆ

Индикаторы умных городов НИИТС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ｎｉｉｔｃ ｒｕ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ｉｎｄｉｋａｔｏｒｙ －
ｕｍｎｙｋｈ － ｇｏｒｏｄｏｖ － ｎｉｉｔｓ －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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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①ꎮ

四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展望

通过加强核心能力建设以及拓展重点领域应用ꎬ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取

得了积极成效ꎬ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ꎮ 根据腾讯研究院、中国

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共同发布的«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２０１９)»ꎬ俄
罗斯综合得分 ７３ ２９ꎬ在 １３９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２４ 位ꎮ 在该报告设立的数字基

础设施、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资源使用、数字安全保障、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服

务民生、数字国际贸易、数字驱动创新、数字服务管理、数字市场环境等十大

指标中ꎬ俄罗斯得分较高的是数字服务民生竞争力、数字安全保障竞争力、数
字服务管理竞争力和数字资源共享竞争力ꎻ得分较低的是数字经济发展竞争

力、数字国际贸易竞争力和数字驱动创新竞争力(见表 ５)ꎮ 上述评估结果比

较符合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现实ꎬ也凸显了其信息技术能力

相对不足、信息基础设施有待强化、数字人才短缺、居民数字技能较低、ＩＣＴ
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差等亟待突破的瓶颈ꎮ

表 ５ 俄罗斯数字竞争力指标

指标 得分

数字基础设施竞争力 ７３ ２９

数字资源共享竞争力 ８７ ４２

数字资源使用竞争力 ７５ ２２

数字安全保障竞争力 ８７ ８３

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力 ４７ ４８

数字服务民生竞争力 ９２ ５４

数字国际贸易竞争力 ５７ １３

数字驱动创新竞争力 ５７ ８０

数字服务管理竞争力 ８７ ４６

数字市场环境竞争力 ６６ １６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９９ｉｔ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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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ꎬ实现经济数字化转型ꎬ近年来俄罗斯政府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ꎬ在国家顶层引领和推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布«俄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规划»(№１６３２ －

Ｐ)ꎬ确定了数字经济发展五大基础方向:法律法规管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建

设、数字教育和人才培养、研究能力培育和技术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

息安全ꎬ并且将数字经济重点应用领域聚焦于国家管理、“智慧城市”和医疗卫生ꎮ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俄罗斯联邦政府根据«２０２４ 年前俄联邦国家发展目标与战

略任务» (№ ２０４)制定新版«俄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规划»ꎮ 规划实施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４ 年ꎮ 其主要目标:一是增加数字经济投入ꎻ二是为所有

组织和家庭提供可及程度高、高速传输、易于数据加工和存储、安全可靠的电

信基础设施ꎻ三是促使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和各级组织使用国产软件ꎮ 规划

项下设立六个联邦项目:数字环境监管、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力资源、
信息安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国家管理ꎬ总投入为 １ ６３４ ９ 万亿卢布ꎬ各项目

投入占比分别为 ０ １％ 、４７ ２％ 、８ ８％ 、１ ９％ 、２７ ６％和 １４ ４％ (见图 ３)ꎮ 信

息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立足国内研发ꎬ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据传输、存储、
处理基础设施ꎻ数字技术项目旨在推出基于国内研发的“端到端”数字技术ꎻ
信息安全项目主要利用国内数据传输、处理和存储研发成果ꎬ确保信息安全ꎬ
保护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利益ꎻ数字经济人力资源项目意在为数字经济发展

培养高素质人才ꎬ提高公民数字素养ꎻ数字化国家管理项目着力于在政府管

理和服务领域应用数字技术和平台解决方案ꎻ数字环境监管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构建灵活的数字经济法律监管体系和标准体系ꎮ

图 ３ «俄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规划»项下六个联邦项目的投入 (单位:亿卢布)
资料来源: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ｕ / ｉｎｆｏ / ３５５６８ /
—６３—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л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国家人工智能发

展战略»(№４９０)ꎬ旨在优先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谋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世

界领先地位、确保国家安全、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提高人民福祉ꎮ 战

略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六大方向: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

究ꎻ开发和推广使用人工智能软件ꎻ提高人工智能发展所需数据的可及性和

质量ꎻ提高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硬件的可及性ꎻ增加人工智能人才供应并提高

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水平ꎻ构建监管体系以协调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使

用相关的社会关系ꎮ 根据该战略研究制定的人工智能国家项目和相关行动

计划将纳入«俄联邦数字经济国家规划»ꎮ
上述战略规划和重点项目以及今后会进一步跟进的举措主要侧重于为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打造更为强大的核心能力和更为坚实的基础条件ꎬ如
ＩＣＴ 基础设施建设、监管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建设等ꎬ从
而进一步发挥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ꎮ 这一做法必将对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ꎬ但也存在不足之处ꎮ
其一ꎬ俄罗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式主要采取国家主导ꎬ对企业的重

视程度不够ꎬ从而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①ꎻ
其二ꎬ对数字技术研发支持力度不够ꎬ科研环境和配套体系较为薄弱ꎬ创

新激励和吸引智力资源的措施不足ꎻ
其三ꎬ在数字经济应用领域侧重与民生相关的国家管理、医疗和“智慧城

市”等服务业ꎬ对于工业、农业等更为基础和具有广泛带动性的产业关注不足ꎻ
其四ꎬ对数字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的 ＩＣＴ 产业缺乏有效支持ꎬ虽然

出台了政府采购计划和进口替代计划ꎬ但资金技术缺乏、人才不足、法律法规

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ꎮ
针对如上问题ꎬ俄罗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措施有待进一步调

整ꎮ 一是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ꎬ更好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ꎻ二是

加大研发领域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ꎻ三是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应用领域ꎬ
全面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ꎻ四是在进一步加大 ＩＣＴ 产业扶持力度的同时ꎬ
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ꎬ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ꎬ找准在产业链中的定位ꎮ 如果上

述问题得以有效解决ꎬ将会为俄罗斯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劲助力ꎮ
(责任编辑: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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