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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中国 
得分：47.891 | 排名：23/24

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仍有

待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需要加强，并需要以更开放的

发展政策来面对外国公司。 

2015年中国的记分卡排名为第23名，较2013年的第19
名有所下降。 

中国在隐私和网络犯罪法律方面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

间，在倡导自由贸易方面尤需加强。

今年的报告表明，除了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和通用ICT
标准之外，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别于国际标准的本土认

证要求。中国政府定期发布获批的网络安全产品清单，

包括加密产品、杀毒软件，甚至基本的操作系统，其中

排除了部分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同时，中国还

实施了包含网络安全产品在内的电信与ICT产品的本土测

试要求。 

对互联网内容实施大范围的管制，包括互联网过滤和

审查等，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得分较低，但是ICT基础架构

显著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弱势。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数据隐私（得分：4.7/10 I 排名：21/24）

1. 是否有法律法规管理个人信息的采

集、使用或其他用途？

中国宪法规定了有限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并将其视为一项基本权利，但现阶

段还没有综合性的国家数据保护立法。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刑法修

正案（七）》（第7条）、《社会保险法》（第9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条）。 

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该决

定适用于通过互联网采集和处理电子个人信息，并规定了一些基本的隐私和安全原则。

该决定拥有法律效力，并构成了中国数据隐私框架的基础。 

该决定催生出了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并由此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保护要求。其中

包括：《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2013年修订版），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2014），所有这些法律法规

均具体反映了上述决定的内容，但基本上没有超出它规定的一般原则。 

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发布个人信息造成

伤害的互联网用户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应承担侵权法律责任。潜在的惩罚措施

包括道歉和赔偿。

目前，中国正在进一步制定一项更加全面的国家法律。此外，2015年8月份公布的网

络安全法律草案也含有一些基本的数据保护规定（第35和36条），要求网络运营商保

护个人信息。该法律草案目前正处于会商过程中。

2. 隐私法律涵盖哪些范围？ 部分行业 中国目前没有综合的隐私法律。2012年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和2014 
年10月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针对的都是通过网络处理信息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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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3. 隐私法律是否与欧盟《数据保护指

令》的隐私原则一致？ 
6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律草案与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紧密保持一致。数据保护

法律的制定工作得到了《中国-欧盟信息社会项目》（EUCIS）的推动和支持。

4. 隐私法律是否与《APEC隐私框架》

的隐私原则一致？ 
6 在未来的隐私立法工作中，中国可能会考虑参考《APEC隐私框架》。

5. 针对侵犯数据隐私的行为是否有起
诉的权利？

有 宪法理论上规定了隐私权，但是并未付诸实践。

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之后，原告还拥有基于侵权法律提起诉讼的有限权利。

6. 是否有专门的机关（或监管部门）

负责隐私法律的实施？ 
无 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监管部门。

7. 隐私监管部门的性质是什么？ 暂无

8. 数据控制器是否无须登记注册？ 4 中国法律没有登记注册要求。

9. 跨境传输是否无须登记注册？ 4 中国法律没有登记注册要求。但是特定行业（金融服务和卫生保健）的海外数据传输

存在某些限制。

10. 是否有侵权通知法？ 6 中国没有数据侵权通知法。

安全（得分：2.4/10 I 排名：22/24）

1. 是否有法律或法规赋予电子签名明

确的法律效力？ 
4

补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数据交换签

订的合同视为“书面”合同。

2.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服务提供

商是否无须接受强制性过滤或审

查？

6 中国拥有庞大且复杂的法律和技术制度体系，限制某些网络内容的访问。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限制性规定的影响。

很多内容均以某种方式被限制或禁止。禁止公民传播某些特定类型的内容，其中包括：

• 危害国家安全；

• 以非法民事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 煽动非法集会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处罚措施包括罚金、删除内容以及承担刑事责任。

组织机构以电子方式传播政治、经济问题和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内容，必须遵守《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5）》（互联网新闻规定）。在中国，由用户创建内

容的网站，其内容管理者和拥有者必须对自己的服务所发布的内容承担直接的责任。

服务提供商必须监控自己网站上的所有内容，并报告有关的违法情况。

2015年，中国公安部宣布派遣“网络安全官员”到各种组织机构，以监控重点网站

和互联网企业的工作，从而防范诈骗和“传谣”等犯罪行为。<www.mps.gov.cn/
n16/n1237/n1342/n803715/4621937.html>

3. 针对数字数据的托管和云服务供应

商， 是否有法律或实施规范对其提

出一般性的安全要求？

法律覆盖较为
有限

在数据托管基础架构方面，没有具体的安全法律。

不过，201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其中含有针对信息技

术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的相关规定。该项新的法律还规定，有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

风险的任何外国投资必须接受审查。《国家安全法》第59条规定对“互联网以及信

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开展国安评审。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依据该项法律制定出更加细致的法规。

此外，2015年8月公布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也详细规定了各种网络安全要求。

该法律草案目前正处于会商过程中。

《电子签名法（2005）》赋予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及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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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4. 是否有法律或实施规范对数字数据

的托管和云服务供应商提出了特定

的安全审计要求？ 

无 中国法律没有规定相关的安全审计要求。

不过，2015年8月公布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含有详细的网络安全要求，其中包括

重要基础设施的年度审计要求（草案第32条）。该法律草案目前正处于会商过程中。

5. 是否有安全法律法规要求对技术

产品进行特定的认证？

有限要求 除了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和通用ICT 标准之外，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别于国际标准的

本土认证要求。中国政府定期发布获批的网络安全产品清单，包括加密产品、杀毒

软件，甚至基本的操作系统，其中排除了部分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同时，

中国还实施了包含网络安全产品在内的电信与 ICT产品的本土测试要求。

中国不是《通用评估准则互认协定（CCRA）》的成员国<www.commoncriteriaportal.
org>。不过，这些通用准则已经被翻译成为中文，并且存在自愿采用该准则开展评

估的情况。

网络犯罪（得分：4.6/10 I 排名：24/24）

1. 是否制定了网络犯罪法律？ 4 中国有三项国家法规禁止非授权进入计算机系统：

  (a)《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b)《刑法》；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例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6（1）条规定，禁止入侵或

非授权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

须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有关计算机系统涉及国家事务、国防建设或先进科技的情况。

    

人信息。 

2. 网络犯罪法律是否与《布达佩斯网

络犯罪公约》一致？ 
6 中国法律的网络犯罪规定比较有限，并且没有涵盖所有的系统。这方面的法律规定

有必要进行完善，以便与《网络犯罪公约》的犯罪规定保持一致。

3. 执法部门通过什么途径获取数据托

管服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或其

他服务提供商拥有或传输的加密数

据？

没有官方规定 在执法部门获取加密数据方面，中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不过在2015年全年，全国人大都在讨论推出新的规定，以便要求信息技术企业提供

加密密钥并安装后门程序，使执法部门能够访问加密数据，从而开展反恐调查。这

方面的提议具有争议性，所以尚未通过或实施。

4. 法律如何处理域外犯罪？ 有限覆盖

  (a) 根据第7条的规定，《刑法》适用于在中国之外违反《刑法》的所有中国公民。

但是，如果其处罚为最高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那么中国公民可以免予追究责任。

  (b) 根据第8条的规定，《刑法》适用于下列外国人：

  (i)  在中国之外针对中国或中国公民实施了刑事犯罪；

  (ii)《刑法》的最低处罚不低于三年有期徒刑；

  (iii) 根据犯罪实施的地方的法律规定，该罪行也属于应该处罚之列。

  (c) 根据第10条规定，在中国之外实施犯罪而须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即使在外国已

经受到审判，也仍然可以追究其《刑法》的刑事责任。如果他已经受到外国的刑事

处罚，那么他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刑法》第285条规定了更多的限制性情形，在特定情况下非授权进入计算机网络必

《电信条例》也有相关的刑事规定。其中第58（2）条禁止通过电信网络窃取或破坏他

《刑法》处理域外犯罪的部分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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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知识产权（得分：13.6/10 I 排名：16/24）

1. 该国是否属于《TRIPS协定》的成

员国？ 
4 中国于2001年成为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成员国。

2. 是否已经制定了知识产权法律以实

施TRIPS？ 
中国已经实施了《TRIPS协定》的部分规定，但是在全面实施和执行方面还存在一定

差距。下面的章节将会提供有关详情。

3. 该国是否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

权条约》的缔约国？ 
4 中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

权条约》从2013年开始适用于澳门。

4. 是否已经制定了实施《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版权条约》的法律？ 

中国已经制定了有关法律以实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主要规定，但是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问题。

5. 针对未经授权通过互联网提供（发

布）著作权持有人的作品，是否有

民事制裁措施？ 

4
第10条第12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

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或编纂其作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将

其作品向公众传播，本法规定的情况除外。

6.  针对未经授权通过互联网提供（发

布）著作权持有人的作品，是否有

刑事制裁措施？ 

4 针对有关著作权的违法情况，《著作权法》第47条既规定了民事处罚措施，也规定

了刑事处罚措施。但实践中很少使用这些制裁措施。

7. 是否有法律管理ISP的内容侵权责

任？
4 ISP的侵权责任部分已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

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网络著作权的最终法律解释原则。《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这些规定明确了ISP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对自己服务提供

的信息承担责任。

此外，中国也正在修订其著作权法律，并且计划建立一项新的制度来管理ISP的责

任。不过，在2014-2015年期间，这些改革的进展甚微。

8. ISP因其网站或系统的内容侵犯著作

权而承担责任有什么依据吗？
4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承担责任：

第36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计划制定新的著作权法，更加明确地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但其实施

尚需时日。

9. ISP因其网站或系统的内容侵犯著作

权而承担责任时，有哪些制裁措施

可以实施？

民事和刑事制裁 一般来说，ISP 会承担民事责任，而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不过，《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2005）》第16条规定了例外的情况：

第16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侵犯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案

件过程中，发现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国务院《行

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案件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计划制定新的著作权法，更加明确地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但其实施

尚需时日。

《著作权法》第47条第一项则直接禁止：

《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从2008年开始适用于香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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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10. 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之后，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必须撤下侵犯著作权的

内容吗？

4    

          

题的规定》进一步规定了有关细节。这些规定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明确了ISP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对自己服务提供的信息承担责任。

11. 在接到通知说用户通过其服务传播

侵犯著作权的内容之后，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必须通知用户吗？

6 没有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通知用户，但是实际上会这么做。

12. 法律是否明确防范云计算服务的滥

用，而这些法律是否得到有效执

行？

综合保护 尽管目前没有防范云计算服务滥用的具体保护规定，但是《著作权法》第47条还是

为大多数云服务提供了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中国的网络犯罪法律，结合最

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发布的相关规定，也为云服务提供了一层保护。不过这些法律

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

支持行业主导标准的制定及国际规则的协调（得分：7/10 I 排名：21/24）

1. 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否为数据的互

通性和可移动性创建了标准制定框

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局<www.sac.gov.cn/sacen>是中国标准制定工作的

主要管理机构，负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该法律确立的广泛框架促进了国内和国际的标准化。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ICT和数

据领域。

但是，在某些重要的领域（包括无线通信和ICT安全认证），中国试图实施与他国不

同的国家标准，给某些方面的互操作性造成了一定影响。

例如，除了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和通用ICT标准之外，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别于国际

标准的本土认证要求。中国政府定期发布获批的网络安全产品清单，包括加密产品、

杀毒软件，甚至基本的操作系统，其中排除了部分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和产品。同

时，中国还实施了包含网络安全产品在内的电信与ICT产品的本土测试要求。

2. 是否有管理机构负责全国的标准制

定工作？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局<www.sac.gov.cn/sacen>负责全国的标准管理和

协调工作。不过，行业标准由相关的行业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另外还有部分标准由

地方政府管理。这些管理机构均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局汇报工作。

部分特定的行业标准由工信部监管（MIIT）<www.miit.gov.cn>。

3. 是否制定了电子商务法律？ 4 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体现在《电子签名法（2005）》，以及《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

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2010）》。

中国还宣布着手制定全新的、全面的电子商务法，由全国人大（NPC）财政经济委

员会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工作，预计2016年完成。

4. 这些电子商务法律的制定基于哪些

国际文件？

《联合国电子

合同公约》

中国是《联合国电子合同公约》的签字国。该公约从2013年3月起生效。

5. 通过国外的云服务提供商下载应用

或数字数据是否不受关税或其他贸

易壁垒限制？

从国外进口技术存在限制，但并非专门针对软件下载。

一般来说，如果软件下载是免费的，那么中国最终用户在下载软件时通常不会遇到

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提供软件的外国网站被中国政府限制，那么下载时当然会遇到

技术问题。

如果中国最终用户必须付费下载软件，那么有关的壁垒包括：

• 引进软件的国内实体没有外贸权；

• 外国公司的纳税责任；

• 向外国实体汇付。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确认了中国法庭多年以来所采取的“通知删除”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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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5. 通过国外的云服务提供商下载应用

或数字数据是否不受关税或其他贸

易壁垒限制？（续）

向外国公司支付外汇购买软件许可时，中国实体必须提供许可合同副本、地方外贸

主管部门出具的进口技术登记证书、纳税证明以及其他文件。如果中国实体没有外

贸权，那么他必须通过外贸代理方式购买软件。

技术进口

下列法律涉及技术的进口，包括软件的购买和许可：

  (a)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b)  《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

  (c)  《非贸易售付汇及境内居民个人外汇收支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SAFE 规程通知）；

  (d)  中国商务部《关于加强技术引进合同及售付汇管理的补充通知》（MOFCOM 

补充通知）。

上述法律适用于中国境内的任意实体从境外的任意实体购买各种技术，包括技术服

务和软件。

引进“限制性”技术时，合同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否则没有法律效力。

“免费”类型的技术进口（包含大多数软件）无须政府批准，进口合同签字之后便

具有法律效力。不过，合同应按照《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进

行登记，登记程序如下：

  (a)  技术进口合同生效之后，技术进口方必须通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CIECN） 
www.ec.com.cn 和商务部（MOFCOM）在线登记技术进口合同。登记申请表付费之后

方可获取

  (b)  此外技术进口方还须亲自前往商务部的地方分支机构登记合同，登记时须提

交：(i) 完整的登记申请报告；(ii) 合同副本；以及 (iii) 证明合同双方法律身份的文件。登记

完毕之后，颁发《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

即使没有通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和商务部登记，技术进口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

力。不过，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和商务部的登记对于后续向国外供应商实施采购

和汇付的流程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面，《SAFE规程通知》要求必须向处理汇付的

银行提交《技术进口合同数据表》，作为证明文件。而根据《商务部补充通知》的

规定，该表必须由申请方（例如：软件被许可方）填写，并由相关的 商务部机构盖

章。如果该表填写不正确，那么本土采购方在处理外汇付款时就可能遇到问题。

在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过程中，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批准。

外国软件公司负责就其所得的许可费支付预扣税，而中国进口方必须代扣代缴。中

国法律规定预扣税率为许可费总额的10%, 且该税率可通过有关条约进一步降低。

6. 国际标准比国内标准更受青睐吗？ 中国综合采用了国际标准和本土标准。

不过，近些年来，中国增加了一些适用于ICT商品和服务的本土标准。这些标准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互操作性，同时，在欧盟、美国及其他贸易伙伴中产生了一定的争议。

尤其是，对于已经符合国际通用标准的产品，中国也额外提出了自己的安全标准和

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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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7. 中国政府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过

程吗？
4 中国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标准制定过程。

促进自由贸易（得分：1/10 I 排名：24/24）

1. 是否有法律或政策确保中国政府遵

守技术中立原则？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3）》没有就技术中立原则做出具体承诺。同

时，基于该法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09]35号）”也规定，只有当中国没有同类高科技设备或创新型设备时，才可以

采购进口产品。

2. 云计算服务是否能够自由开展，且没

有法律或政策强制要求使用某些产品

（包括但不局限于软件类型）、

服务、标准或技术？

6 确实有部分中国法律法规要求优先采用本土技术。

例如，中国政府定期发布获批的ICT产品清单，其中包括加密产品、杀毒软件，以及

基本的操作系统等。这些清单不包括某些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和产品。

 

3. 云计算服务是否能够自由开展，且没

有法律或政策要求优先使用某些产

品（包括但不局限于软件类型）、服

务、标准或技术？ 

6 中国确实通过发布获批产品清单，规定必须采用某些特定的ICT产品。

4. 云计算服务是否能够自由开展，且

没有法律差异性对待供应商、开发

商或服务提供商的国籍？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曾申请成为多边《政府采购协议》（GPA）的

成员。2012年，中国开始谈判全面加入GPA，但尚未达成协议。目前，中国身份是 
GPA 的观察员。

对于外国云服务提供商存在国籍差异的一个领域是增值电信业务（VATS）。其许

可制度由中国工信部（MIIT）负责管理。该制度要求提供包括云计算服务在内公

司必须首先获得许可证（例如：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CP）许可证和互联网数据中

心（IDC）许可证）；而因为这些许可证（理论上）只提供给外国投资的电信实体

（FITE），所以（理论上）必须设立合资公司才有资格获得这些许可证。事实上，

过去多年来，中国工信部（MIIT）并没有颁发这样的许可证，但是这项制度促成希

望提供这些服务的外国公司与目前拥有许可证的（国内）公司达成许可协议。

此外，“信息安全等级保护（MLPS）”三级及以上信息系统的ICT安全产品，必须

通过国家信息安全保护认证，而且产品开发企业和生产企业必须由中国公民或本土

企业投资或拥有。

加密领域也需要按照法律要求本地化，其必须满足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OSCCA）

“目前，实际上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拥有的公司才有资格通过OSCCA认证，从而在中

国销售、生产和研发加密技术，以及获得产品许可；外资公司或者外籍人拥有的公

司即使位于中国，也并不能拿到许可。”[欧盟贸易理事会，‘IT安全—中国信息产

业许可实践与方法同比国际标准和全球实践的差异性’，2014年，<madb.europa.
eu/madb/barriers_details.htm?barrier_id=085196&version=4>]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的规定（www.oscca.gov.cn）。2014年，欧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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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基础设施、统计和指标（得分：14.6/30 I 排名：17/24）

1. 是否有国家宽带计划？ 截至 2015 年

• 覆盖50%的家

庭：65%的城

市家庭和30%
的农村家庭

• 光纤入户将超

过2亿户

• 城市互联网速

度：20Mbps

• 农村互联网速

度：4Mbps

• 固定宽带用户

预计超过2.7亿

• 3G和4G无线网

络覆盖32 .5%
的家庭

• 3G/4G用户预

计超过4.50亿

截至2020年

• 覆盖70%的家庭

• 光纤入户将超

过3亿

• 城市互联网速

度：50Mbps

• 农村互联网速

度：12Mbps

• 固定宽带用户

预计超过4亿

• 3G和4G无线网

络覆盖85%的

家庭

• 3G/4G用户预

计超过13亿

中国在宽带覆盖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于2013年8月提出了进一步的宽带发展目

标。其宽带部署时间表显示，2020年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展2010和2012年提出的计划。

“宽带中国”为2015年底设置的一系列目标：

• 固定宽带用户超过2.70亿

• 宽带普及率：

- 城市：65%

- 农村：35%

• 互联网访问速度：

- 城市：20Mbps

- 农村：至少4Mbps

- 移动 (3G/4G) 宽带用户超过4.50亿

2020 年的目标：

• 固定宽带用户超过4.00亿

• 总体宽带普及率为70%

• 互联网访问速度：

- 城市：50Mbps

- 农村：至少12Mbps

- 移动 (3G/4G) 宽带用户超过13亿

在2013年8月宣布“宽带中国”战略之前，中国曾发布过两个重要文件，概述了宽带

计划的早期发展阶段和目标。

2010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的目标

是：“继续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努力在未来5年使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

达到45%，使更多人从互联网受益。”<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6/08/
content_9950198.htm>

2012年7月，中国公布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其中便包括“宽带中国”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扩大宽带的覆盖率，从而提高互联

网的普及率，促进光纤入户（FttH），大幅度提高互联网访问速度，并缩小城乡之

间的差距。

此外，中国工信部（MIIT）还规定，从2013年4月起，在有公共光纤网络的县级以上

城区，所有新建住宅小区必须光纤入户。

2. 在按照所传输数据的性质确定不同

的服务等级方面，是否有相关的法

律或政策加以管理？

没有相关规定，

公开讨论受限

在网络中立原则方面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且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受到限制。中国

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按照法律规定限制某些内容的访问，而非讨论如何确定不同的服

务等级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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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国

问题: 中国 回答 解释

3. 基础指标

3.1. 人口（百万）（2014 年） 1,386 2014年，中国人口增长了0.6%。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3.2. 城市人口（%）（2014 年） 54% [世界银行，数据类型，指标：城市人口（2015年）<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 
P.URB.TOTL.IN.ZS>]

3.3. 家庭数量（百万）（2014 年） 391 2014年，中国家庭数量增加了0.6%。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3.4. 人 口 密 度 （ 每 平 方 公 里 人 数 ）

（2014 年）

145 [世界银行，数据类型，指标：人口密度（2015年）<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EN.POP.DNST>]

3.5. 人均 GDP（美元，2014 年） $7,594 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提高了 7.4%，达到 7594 美元。[世界银

行，数据类型，指标：人均 GDP，美元（2015年）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以及GDP年增长率，%（2015 
年）<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3.6. ICT服务出口（2014年）（十亿美元） 81.94 2014年，中国ICT服务出口总值提高了10.2%，达到819.4亿美元。在2009-2014 
年，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12.3%。

请注意：2014的数值是根据往年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出来的估值。截至2016年1月，

世界银行数据类型中尚未提供2014的数值。

[世界银行，数据类型，指标：ICT服务出口，美元（2015年12月）<data.worldbank.
org/indicator/BX.GSR.CCIS.CD>]

3.7. 个人计算机（%家庭）（2014年） 47% 2014年，中国46.7%的家庭拥有个人计算机，与2013年相比提高了6.6%，在调查的

183个国家中占第86位。这一增长水平高于2009-2014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6.3%。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en/
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wtid.aspx>]

4. ICT 和网络就绪指标

4.1. ITU ICT发展指数（IDI）（2015 年）

（总分为10分，涵盖167个国家）

5.05 中国2015年的ITU ICT发展指数（IDI）为5.05（总分为10分），排名第82位（总共

167个国家）。中国2015年的IDI提高了8.8%，IDI排名提高了四位，2013年时排名

第86位。

[国际电信联盟（ITU），衡量信息社会发展（2015年12月）<www.itu.int/en/ITU-D/
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mis2015.aspx>]

4.2.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网 络 就 绪 指 数

（NRI）（2015年）（总分为7分，

涵盖143个国家）

4.16 中国的网络就绪指数（NRI）为4.16（总分为7分），排名第62位（总共143个国

家），而在40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第12位。中国2015年的NRI提高了2.8%，排

名与2014相同。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15年）<reports.weforum.org/globaI-
information-technology-report-2015>]

4.3. 国际联网评分（2013年）（总分为 
10分，涵盖52个国家）

3.40 中国的国际联网评分为3.4分（总分为10分），在26个资源驱动型国家中排名第22 位。

[国际联网评分（2013 年）<www.connectivityscorecard.org>]

5. 互联网用户和国际带宽

5.1. 互联网用户（百万）（2014 年） 635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5.2. 互联网用户占人口百分比（2014 年） 46% 2014年，中国有46%人口使用互联网，在199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97位。这一比

例与2013年相比提高了8.3%，增长速度低于2009-2014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15.2%。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en/
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wtid.aspx>]

注意：该百分比的计算方法各国可能有所不同。有些国家以全部人口为基数，而有

些国家以部分人口为基数，如：16 - 72岁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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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际互联网带宽（比特/秒/互联网

用户）（2014 年）

4,995 中国的国际互联网带宽（每互联网用户）比2013年提高了1%，增速低于2009-2014 
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17.6%。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5.4. 国际互联网带宽（Gbps/国家） 3,433 中国的国际互联网带宽比2013年提高了9%，达到3433Gbps，在215个接受调查的

国家中排名第15位。这一增速低于2008-2013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31.7%。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6. 固定宽带

6.1. 固定宽带用户（百万）（2014 年） 189 中国的固定宽带用户数量比2013年增加了8%，达到1.89亿，在215个接受调查的国

家中排名第1位。这一增速低于009-2014五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17.9%。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6.2. 固定宽带用户占家庭的百分比 48%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注意：在部分国家中，这一比例可能因企业使用而扭曲。

6.3. 固定宽带用户占人口的百分比 14% 中国的固定宽带用户占人口的百分比与2013年相比提高了5.5%，低于2009-2014五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13.3%。在215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79位。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6.4. 固定宽带用户占互联网用户的百分

比（2014 年）

30%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4年6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7.  移动宽带

7.1. 手机用户（百万）（2014 年） 1,286 2014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增加了4.6%，在215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1 
位。手机用户占人口的比例为93%。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注意：这一数值可能因为一人多订而被夸大，但其中不包括专用移动宽带设备（如：3G 

数据卡、平板电脑等）

7.2. 活跃移动宽带用户/100居民

      

42 中国的活跃移动宽带用户占人口的百分比与2013年相比提高了96%，在215个接受

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83位。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注意：此处的活跃移动宽带用户是指公共互联网的标准移动宽带用户和专门移动宽

带用户之和。它只包括实际的用户，而不包括潜在的用户，即使后者拥有具备宽带

功能的手机。

7.3. 活跃移动宽带用户数量（百万） 583 2014年，中国的活跃移动宽带用户数量增加了97%，在215个国家中排名第1位。

[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2015年12月）<www.itu.int/
ITU-D/ict/publications/world/wor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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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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