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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 年，信息消费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移动互联网仍是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最大亮点，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6.5 亿，手机网民约 5.6

亿。同时，宽带中国战略提速、提质、提效，电信市场加速释放改革红利，移动

转售业务和宽带接入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等行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电信业发

展。“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

的“新常态”。 

2014 年，浙江省互联网行业在全国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浙江乌镇成功举行，且会址永久落户乌镇；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成为美国股票市场有史以来最大 IPO。互联网发展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地位。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网民规模达到 34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62.9%，

分别位居全国第六和第五；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固定宽带普及率分别为 134.6%和

23.3%，仍然分列全国第四和第二。互联网基础能力进一步增强。光缆线路长度

跃居全国第二，省际出口带宽快速增长，4G 网络建设规模发展。互联网产业能

力持续提升。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2 万亿元，居全国首位，实现网络零售总

额 5641.6 亿元。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浙江省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状况，把握浙江省互联网的发展

动向和最新趋势，为全省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专业人士提供及时有效的

互联网发展信息，浙江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和浙江省网络文

化协会、浙江省互联网协会共同发起，并委托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从 2010 年开始出版，每年出版一期，本次报告为第五期。《报告》

的用户调研和编写工作得到了浙江省政府信息中心、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文化

厅、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政府部门，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等三家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以及阿里巴巴、浙江在线、浙江华数、网盛生意宝、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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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港、连连科技、话机世界、安恒、阿里云、泰一指尚等互联网企业的大力支持

与配合，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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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基础数据 

（一）浙江省网民规模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网民规模达到 3458 万人，同比增长 3.9%，互联

网普及率为 62.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5.0%。在全国各省市区排名中，浙

江省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位居第六和第五。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070.7 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

的 88.8%，高于全国 85.8%的平均水平。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城镇网民规模为 2289 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66.2%；农村网民规模为 1169 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33.8%，农村网民所

占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6.3%。 

 杭州市网民数居各市之首，达到 711 万人，其次是温州和宁波，分别达到 559

万人、554 万人。从网民普及率来看，杭州最高（80.0%），宁波第二（70.9%），

金华第三（65.4%）。 

（二）浙江省网民特征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的男女比例为 58.4：41.6，与 2013 年相比基本保持稳

定。浙江省男性网民所占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中，10-49 岁年龄段的群体所占比例达到 90%以上，浙

江省网民群体相对年轻化。 

 2014 年，浙江省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网民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42.9%，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 21.5%，与全国相比，浙江省网民学历相对较高。 

 浙江省网民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上网的比例都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中手机是网民上网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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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省互联网用户概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 7370.6 万户，同比增长 4.2%，

仍位居全国第五；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134.6%，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94.5%，

仍位居全国第四。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 5064.7 万户，同比增长 7.3%。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为 1276.1 万户，同比增长

2.6%，仍位居全国第四；固定互联网宽带普及率为 23.3%，仍位居全国第二。 

（四）浙江省互联网产业概况 

 浙江省互联网行业发展已经形成以电子商务为龙头，网络媒体、网络金融、

网络游戏、网络社区、网络视听等百花齐放的互联网产业格局。互联网与实

体经济不断融合，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突破 2 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30%；

全省共实现网络零售额 5641.6 亿元，同比增长约 47.6%。 

（五）浙江省互联网基础设施概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光缆线路长度达到 165.7 万公里，比上年新增 50.1

万公里，同比大幅增长 43.3%，光缆长度超过广东省，位居全国第二；省际

出口带宽达 11,080G，同比增长 42.8%；互联网有线宽带接入端口数量为

2632.6 万个，同比增长 7.6%，位居全国第四。 

 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 3G 基站总数为 9.2 万个，同比增长 11.9%；4G

基站总数达到 6.9 万个，净增 5.6 万个，同比增长高达 433.7%，4G 网络建设

呈现爆发式增长。 

 

二、趋势特点 

 网民规模持续增长，增速小幅微升。浙江省作为全国互联网发展领先省份，

网民规模和普及率在全国一直排名靠前，同时网民增速已连续多年下滑。受

4G 网络加快推进、移动转售引入市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互联网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VI 

 

在老年群体中普及加快等因素影响，2014 年浙江省网民净增 128 万，达到

3458 万，增速小幅提升 0.5%，达到 3.9%。 

 网络应用加快普及，使用深度进一步加深。与上一年相比，主要互联网应用

特别是即时通信、网站浏览、信息搜索等的使用率进一步提升。其他应用如

网络新闻、网络购物、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应用的使用率也均有不同比例

上升，浙江省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深度进一步加深。 

 即时通信成为最基础应用，对传统通信业务替代效应明显。即时通信成为最

基础的网络应用，使用占比高达 93.9%。微信取代微博成为最主导的交流方

式。34.8%的网民认为使用即时通信降低了其三成的传统通话业务，51.4%的

网民认为使用即时通信减少了其七成的传统短信业务。同时，即时通信应用

以广泛快速的传播能力助力社会新闻事件传播，网络正面效应不断显现，但

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 

 网络购物快速发展，旅行/充值/票务跃升成为主要网购产品。与上年相比，

各类主要网购产品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服饰鞋帽仍然是网民最爱在网上

购买的产品，随着网络交易的不断普及，网上预定旅行，在线充值话费、水

电煤气费，网购火车票、飞机票等业务逐渐被越来越多网民所接受，旅行/

充值/票务已跃居为第二大网购产品。 

 网络信任程度加深，互联网经济发展土壤进一步肥沃。互联网降低了沟通和

交易的成本，也营造了互惠分享的网络空间。63.4%的网民对于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54.4%的网民通过查看评论内容来判断他人消费体

验的真实性，反映出浙江省互联网市场用户间信任度不断加深，网民间的相

互信任共同分享将促成互联网市场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网络安全意识不断增强，有助于降低网络风险。69.1%的网民表示对网络支

付的安全性有些担心，六成网民对非运营商提供的 Wi-Fi 网络表示不信任。

近年来，媒体曝光大量互联网用户信息被盗、账号密码泄露等事件，使得浙

江省网民网络安全意识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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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网民持续增长，移动互联网应用是最主要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亮点。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070.7 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88.8%；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 5064.7 万户，同比增长 7.3%，增长率较上年有

大幅提升（去年为 0.5%）。手机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比高、规模大且持

续快速增长，手机上网已成为网民上网的主要方式，同时手机网民对于各类

网络应用的使用深度也更进一步加深。 

 4G 呈现爆发式增长，非 4G 用户向 4G 转化意愿较强。继浙江省 4G（TD-LTE）

在全国率先实现商用，4G 发展进入快车道。截至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 4G

基站总数达到 6.9 万个，同比净增 5.6 万个，同比增长高达 433.7%。4G 用户

数为 947.2 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 12.9%。58.2%的非 4G 网民愿意尝

试使用 4G 网络；35.3%的网民对 4G 业务有使用意向，预计 2015 年 4G 用户

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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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术语解释 

 网民 

是指过去一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 6 周岁及以上的中国网民。 

 手机网民 

是指过去一年通过手机接入并使用互联网，但不仅限于手机上网的网民。 

 城镇网民 

是指过去一年主要居住在我国城镇地区的网民。 

 农村网民 

是指过去一年主要居住在我国农村地区的网民。 

 互联网用户 

是指使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提供的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数量，包括固定互联网

接入用户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单个用户使用多家运营商网络服务，被统计为多个

互联网用户。 

 域名 

是指与 IP 地址相对应的层次结构式互联网地址标识，一般为由点（.）分割、

仅由数字、英文字母和连字符（-）组成的字串，是。常见的域名分为两类：一

类是国家或地区顶级域名（ccTLD），如以.cn 结尾的域名代表中国；一类是类

别顶级域名（gTLD），如以.com、.net、.org 结尾的域名等。 

 IP 地址 

IP 地址的作用是标识上网计算机、服务器或者网络中的其他设备，是互联

网中的基础资源，只有获得 IP 地址（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才能和互联网相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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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是指有独立域名的 web 站点（包括 CN 和通用顶级域名下的 web 站点），

或没有域名只有 IP 地址的 web 站点。如果有多个独立域名或多个 IP 指向相同的

页面集，视为同一网站。 

 WLAN 

WLAN（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是使用无线连接的局域网。它使用

无线电波作为数据传送的媒介，传送距离一般为几十米。在 WLAN 覆盖的地区，

用户可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装有内置或外置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等终端，来

实现对互联网的接入。WLAN 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商务区、大学、机场，以

及其他公共区域。 

 网络媒体 

是指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各种多媒体交互式数字化信息传输网络上，建立的

提供各种新闻与信息服务的相对独立的站点。 

 网络游戏 

是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用户计算机为处理终端，

以游戏客户端软件为信息交互窗口的、旨在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

就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 

 网络社区 

是指包括 BBS/论坛、贴吧、公告栏、群组讨论、在线聊天、交友、个人空

间、无线增值服务等形式在内的网上交流空间。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是指提供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接入的通信服务公司。报告中涉及的

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分别指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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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网融合 

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

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的网络格局，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 

 云计算 

是指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

来提供动态易扩展的虚拟化资源。云计算的资源可从三个层面以服务的方式提供

给使用者：基础架构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物联网 

是指通过二维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

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

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

理的一种网络。 

 TD-LTE 

TD-LTE（TD-SCDMA Long Term Evolution）是我国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的国际 3G 标准 TD-SCDMA 的后续演进技术，是一种专门为移动高宽带应用而

设计的无线通信标准。 

 CNCERT 

是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的英文简称。CNCERT 或

CNCERT/CC 成立于 1999 年 9 月，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下的国家级网络安全

应急机构，致力于建设国家级的网络安全监测中心、预警中心和应急中心。国家

互联网应急中心在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分中心。CNCERT@ZJ

为 CNCERT 在浙江省设立分中心的英文简称，是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28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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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中心在浙江省的分支机构，受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双重领导，是省内重要的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机构。 

 数据来源说明 

本报告中引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浙江省用户随机抽样调研，浙江省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浙江省通信管理局、浙江省政府信息中心、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文

化厅、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浙江省重点互联网企

业，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 年 1 月）》。具体来源情

况均在数据图表右下角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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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介绍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分为电话调查、网络调查和企业调查三部分。 

1．电话调查：采取工作日9:00-17:00拨打电话的方法，对浙江省固定电话及

手机用户进行抽样调查。 

2．网络调查：在浙江省相关门户网站、知名网站、大型互联网企业网站上

设置问卷链接，由网民主动参与填写问卷。问卷回收后，通过技术手段对问卷进

行有效性检验，筛除无效答卷。 

3．企业调研：对浙江电信、浙江移动和浙江联通三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以

及浙江在线、浙江华数、阿里巴巴等知名互联网企业进行针对性调研。 

 调查内容 

本次对浙江省网民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数量与结构、网络使用情况等；对浙

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用户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应

用、未来发展规划等；对浙江省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公司情况、

业务发展情况、业务规模等。 

 样本规模 

为了保证目标比例估计值的精度，在 99%的置信度下，最大允许绝对误差不

超过 5%，样本容量为 6000 份，样本对浙江省具备代表性。 

 调查时间 

本次调查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和数据收集、系统开发，2014

年 12 月-2015 年 2 月在各大网站设置链接并回收问卷，2 月起开始对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并形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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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浙江省互联网网民发展情况 
 

一、 网民规模 

（一）总体情况 

2014年，浙江省互联网发展势头良好，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继续增长。

截至12月底，浙江省网民规模达到3458万人，同比增长3.9%，互联网普及率为

62.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0%。在全国各省市区排名中，浙江省网民规模和

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位居第六和第五，增速继续保持放缓的态势。不过，在4G网

络建设推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移动虚拟运营商加入通信市场竞争、世界互联

网大会召开持续带热互联网话题等的背景下，全省网民规模仍保持增长，网民对

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不断加深，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以及各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都有

明显的增加。 

图表 1  2010-2014 年浙江省网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2 

 

数据来源：CNNIC
1
 

 

（二）城乡结构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城镇网民规模为2289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66.2%；农村网民规模为1169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33.8%，农村网民所占比

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3%。 

图表 2  2014 年浙江省与全国城乡网民占比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与2013年相比，浙江省农村网民群体所占比例小幅上升，互联网在浙江农村

普及加快。 

图表 3  2013-2014 年浙江省城乡网民占比对比 

                                                             
1
 CNNIC 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英文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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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三）分地市网民数 

2014年，浙江省各地市网民数差别较大。杭州、温州、宁波三市人口最多，

分别为889.2万、906.8万、781.1万2，对应的网民数也最多。其中，杭州市网民数

居各市之首，达到711.4万人，其次是温州和宁波，分别达到558.6万、553.8万人。

从网民普及率来看，杭州最高，为80.0%。 

图表 4  2014 年浙江省分地市网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2014 年浙江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 数据来源于《2014 年浙江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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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民特征 

（一）网民背景特征 

2014年，浙江省网民的男女比例为58.4：41.6，与2013年基本一致。浙江省

男性网民所占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 

 

 

 

 

图表 5  2013-2014 年浙江省网民性别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图表 6  2014 年浙江省与全国网民性别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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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2014年，浙江省网民中，10-49岁年龄段的群体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年

龄结构分布与全国基本一致，其中10-19岁群体所占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

50岁以上所占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与全国相比，浙江省网民群体较年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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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与2013年相比，50岁以上网民群体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互联网在浙江省老年

群体中的普及加快，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接入的普及率提升，老年人更容易接触到

互联网，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老龄化现象加剧，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有所提升。 

图表 8  2013-2014 年浙江省网民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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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省高中及以下学历网民所占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学专科

及以上学历网民占全省网民总数的42.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5%。与全国相

比，浙江省网民学历相对较高，互联网业务发展有着良好的用户基础。与2013

年底相比，网民的学历结构保持基本稳定。 

图表 9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学历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图表 10  2013-2014 年浙江省网民学历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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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省网民主要集中在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企业一般人员、学生

和专业技术人员四类职业，所占比例分别为24.7%、19.3%、16.9%和10.8%。个

体户/自由职业者、企业一般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职工、制造生产

型企业工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表 11  2014 年浙江省网民职业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2014年，浙江省网民月收入平均水平高于全国网民月平均收入。月平均收入

在2000-5000元之间的网民所占比例为47.6%，其中3001-5000元所占比例为

23.5%，2001-3000元所占比例为24.1%，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和5.3%。

月平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网民所占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4%。这与浙江省城

镇、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关3。 

 

                                                             
3 2014 年末，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39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373 元；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84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489 元；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1549 元和 8884 元（数据来源于 2014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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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收入结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二）网民使用特征 

浙江省网民使用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上网所占比例都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其中手机是浙江网民上网的第一选择，使用比例高达89.7%。网络技术和

宽带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机顶盒与互联网电视等设备快速普及。目前，互联

网电视等信息家电的使用比例已达到16.6%。 

图表 13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上网设备使用情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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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省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为34.0小时，比2013年增加2.4小时，

增幅达7.6%，相较于全国4.4%的增幅高出3.2%。网民每周上网时长的大幅增长

主要得益于移动互联网（Wi-Fi 和3G、4G 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网民能够借

助移动设备随时随地上网。 

图表 14  2012-2014 年浙江省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小时）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2014年，浙江网民在家、网吧、工作单位上网的比例与2013年基本持平，家

庭、单位仍是浙江省网民主要的上网地点，选择比例分别为91.5%、42.4%，相

比2013年，在学校上网比例略有增长。随着机场、酒店、商场、咖啡馆等公共场

所提供 Wi-Fi 服务的普及，网民在公共场所上网的比例从16.7%增长至25.1%，网

吧上网的比例稍有下降。 

图表 15  2013-2014 年浙江省网民上网地点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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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省网民主要集中在早7点到晚24点上网，其中19点到24点网民

上网最为频繁。 

图表 16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上网时段情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有85.2%的网民网龄超过3年，61.5%的网民网龄超过5年，9.7%的网

民网龄超过10年。其中5-7年网龄的网民群体比例最高，所占比例为29.9%。网龄

为1-2年的网民所占比例为11.6%，网龄不足一年的网民所占比例为3.2%。 

图表 17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网龄状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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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信服务意见反馈 

数据显示，80.5%的浙江网民希望本地通信服务在价格资费的合理性上进行

调整，68.9%的网民希望套餐内容更具有清晰度和针对性。 

图表 18  2014 年浙江省本地通信服务改进意见反馈情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四）网民应用概况 

与上一年相比，主要互联网应用特别是即时通信、信息搜索、网站浏览等应

用使用情况占比进一步提升，网民互联网使用深度进一步加深。浙江省网民最常

用、最基础的网络应用服务是即时通信、信息搜索、网站浏览，使用率分别为

93.9%、85.5%、82.8%，使用率较高的应用有网络新闻、网络音乐、观看视频、

网络购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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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网络应用使用率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1． 交流沟通 

2014年，即时通信是浙江省网民主要使用的网络交流沟通方式，微信用

户快速增长，微信已成为最主导的即时通信交流工具。作为互联网最基础的

应用之一，即时通信的使用比例已达到93.9%，微博、论坛/BBS等交流沟通

方式的使用占比同比均略有降低。同时，即时通信应用以广泛快速的传播能

力助力社会新闻事件传播，网络正面效应不断显现，但与此同时，网络传播

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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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交流沟通方式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即时通信应用操作的便利性、及时性和互动性吸引了更多网民使用，并对传

统通话业务和短信业务带来了较大冲击。16.1%的网民认为即时通信软件对通话

时长的影响很大，51.4%的网民认为即时通信软件减少了约七成的传统短信业务。 

图表 21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在使用即时通信后对拨打传统通话时长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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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图表 22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在使用即时通信后对收发传统通话短信数量的影响情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2．网络娱乐 

浙江省网民最常使用的网络娱乐方式是网络音乐，使用比例为76.1%；其次

是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使用比例分别72.4%、52.5%和41.3%。 

图表 23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常用网络娱乐类型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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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民收看视频内容方面，浙江省网民收看的视频内容最多为电影，所占比

例为89.2%，其次为电视剧，所占比例为76.8%；收看综艺节目的比例为59.2%；

收看新闻的比例为43.5%；收看音乐视频的比例为35.6%。 

图表 24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收看视频内容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网民使用网络游戏设备集中在台式/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这

三类，所占比例依次为79.3%、69.0%、38.7%。 

图表 25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网络游戏设备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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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网络游戏的画面、题材、操作感、挑战性、收费等都是网民选择游戏时所考

虑的重要因素。 

图表 26  2014 年浙江省吸引网民试玩网络游戏的因素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网络文学也逐渐成为一种热门的娱乐方式，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

熟，读者获取信息的形式更加丰富，网络以及手机等便携设备的广泛应用，打破

了传统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并迅速抢占阅读市场，这些新兴媒体具有纸质

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更新、更快、费用低、方便收看。数据显示，浙江网民

更青睐于起点中文网、新浪读书这 2 个文学网站，使用所占比例分别为 49.8%、

37.7%。 

图表 27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经常登陆网络文学网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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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网民经常阅读的文学作品类型集中在都市/娱乐、历史/军事，玄幻/

奇幻，所占比例分别为55.0%、38.4%、33.1%。 

图表 28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经常阅读网络文学作品类型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网民最关心的新闻类型主要为生活类、时政类和娱乐类，所占比例分

别为63.6%、59.1%、53.0%。 

图表 29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最关心的新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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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3．微博与社交网站 

2014年，浙江省网民主要倾向于使用新浪微博，使用比例高达82.0%；其次

是腾讯微博，使用比例为63.9%，网易、搜狐使用比例分别为25.7%、16.3%。 

图表 30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常用微博类型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网民使用微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热点话题，其次是关注他人动态、评

论热点新闻、发表个人观点。微博的关注、发布、转发、评论等功能的便利性，

使很多网民乐于通过微博关注各类新闻、发表个人意见。 

图表 31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使用微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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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网民使用社交网站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其次是认识/联系朋友。

登录社交网站的其他目的还包括发表感想、分享经验、打发时间、建立商务关系、

玩社交游戏等。 

图表 32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使用社交网站目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4．网络交易 

网络交易在促进产销衔接、树立品牌形象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发展前

景广阔。浙江省网民使用网络购物和网上银行的比例分别为65.2%和61.6%，分

别同比增加11.8%和5.2%。网络交易使用比例普遍较上年有所增长，显示出浙江

省网民使用网络交易习惯进一步成熟，使用深度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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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网络交易使用情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网络购物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电子商务的各项外部支撑条件，包括物流、

支付和信用等都在逐步完善，以及国家对于市场的管理趋于规范，使我省网络购

物市场表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对浙江省网民的网络购物行为分析发现，使用过

网络购物的网民最常购买的商品为服饰鞋帽，所占比例达75.2%；其次为旅行、

充值、票务等，其比例占到50.9%。 

图表 34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经常网购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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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网络购物频率方面，在使用过网络购物的浙江省网民中，12.1%的网民每月

网购10次以上，37.1%的网民每月网购5-10次，41.8%的网民每月网购1-5次，9.0%

的网民少于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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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  2014 年浙江省有网购经历的网民网络购物频率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在使用过网络购物的浙江省网民中，每月网购消费支出占日常生活消费比例

在11%-30%的网民最多，为53.1%；每月网购消费支出占日常生活消费比例在70%

以上的网民为1.3%。网购正逐渐改变网民日常消费习惯。 

图表 36  2014 年浙江省网民网购消费支出占日常生活消费比例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随着网上交易日益增多，支付平台的交易额也在迅速增加，电子支付的资金

流量随之迅速增长，银行传统存储业务受到一定冲击。2014年网络支付市场，

94.8%的浙江网民选择使用支付宝进行交易，支付宝的使用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其次是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使用率分别为54.5%、38.4%。 

 

 

http://baike.1688.com/doc/list_category_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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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在线支付工具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对浙江省网民获取消费信息的渠道分析发现，56.9%的网民通过搜索引擎获

取信息；除此之外，熟人推荐、社交媒体推荐、登陆专业网站查找、广播电视这

四类渠道的使用率较高，分别为46.5%、43.2%、41.4%、41.0%。 

图表 38  2014 年浙江省网民获取消费信息的渠道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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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相较线下有更多优惠，更能激发浙江省网民网上消费的热情。同

时，查找商品信息的便捷性、推荐商品的个性化、产品售后服务的质量、能够进

行方便的网上预定、熟人推荐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网民的消费行为。 

图表 39  2014 年浙江省激发网民消费的因素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近年来，网民遭遇账号或密码被盗、消费欺诈等网络支付安全问题以及各类

信息泄露事件频频曝光，严重影响到网民的网络安全感知。本次调查显示，仅有

20.1%的网民表示不担心网络支付的安全性，69.1%的网民表示对网络支付的安

全性有些担心，11.0%的网民非常担心网络支付的安全性。 

图表 40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对网络支付安全问题的看法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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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降低了沟通和交易的成本，也营造了互惠分享的网络空间。本次调查

显示，2014 年，有 63.4%的网民对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36.6%

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借助网络空间，网民在信息和资源方面互惠分享，

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创造了新的价值，部分商家在网络营销方面的投入已经

高于在传统营销渠道方面的投入。 

图表 41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是否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本次调查显示，54.4%的网民，通过查看评论内容来判断他人消费体验的真

实性，反映出浙江省互联网市场用户间信任度不断加深，网民间的相互信任共同

分享将促成互联网市场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图表 42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对他人网络消费体验的信任程度情况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27 

 

三、手机网民发展情况 

（一）网民规模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070.7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

88.8%，高于全国同期85.8%的平均水平。手机网民规模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

益于浙江省3G、4G网络的发展、无线网络的普及以及低价智能手机的普及，另

一方面得益于近年来手机应用和相关服务的多样化发展，手机已经成为大部分人

不可或缺的工具。 

图表 43  2013-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所占比例与全国比较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CNNIC 

 

图表 44  2013-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规模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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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不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分析表明：不习惯手机上网所占比例为33.7%；

手机型号不能上网所占比例为27.9%；不需要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所占比例为

22.1%。仅4.7%的网民因认为手机上网速度太慢而未使用手机上网。 

图表 45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未使用手机上网的原因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2014 年 42.3%的浙江省手机网民每月手机整体话费支出为 50-100 元，32.5%

的手机网民每月话费支出为 100 元以上。 

图表 46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每月话费支出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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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省32.4%的手机网民每月使用手机上网流量100M-500M；24.4%

的手机网民每月上网流量为500M-1G。 

图表 47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每月手机上网使用流量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二）网民使用特征 

2014年，浙江省45.5%的手机网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上网1-3小时，同比减少

9.4%；25.4%的手机网民平均每天上网3-5小时，同比增加6.7%；上网5小时以上

比例增加2.2%，一定程度反映出，网民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时长普遍有所增加。 

图表 48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长（小时）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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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省手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段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人会使用碎

片时间来上网，如在睡觉前、等待时间、乘坐交通工具时，比例分别为73.7%、

70.1%、57.8%；在睡觉前上网，这已经逐步成为大部分手机网民的习惯。 

图表 49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时间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根据手机网民对手机上网服务提出的意见，资费和网速是网民最期望改进的

两个方面，网络质量紧排其后，已有51.9%的手机网民开始关注安全性问题。 

图表 50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对手机服务意见与建议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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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民应用概况 

2014年，浙江省手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目的主要是即时通信、信息搜索和

网络新闻，使用比例分别为95.5%、75.9%和74.7%，其次是网络音乐、手机购物、

手机导航、手机银行等。与2013年相比，各类手机使用率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其

中即时通信、手机购物、手机银行、旅行安排等应用使用率均提升10%以上，反

映出网民通过手机进行网上交流、网络交易、计划出行等方面使用深度进一步加

深。 

图表 51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各类手机应用使用率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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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即时通信软件的手机网民群体中，94.0%的网民使用微信，占据绝对

主导地位，其次是 QQ 和旺旺。使用易信、飞信等即时通信软件的占比相比上一

年进一步减少。网络电话占比相比上年提升6%至9.5%，反映出越来越多网民尝

试利用免费电话替代传统语音通话。 

图表 52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常用的手机即时通信软件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在使用手机观看视频方面，68.6%的网民认为手机资费是影响观看手机视频

的主要原因；其次网速的快慢和手机终端的配置也有较大影响；有12.8%的手机

网民没有形成手机看视频的习惯。 

图表 53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反馈影响收看手机视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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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四）网民对4G业务的感知 

总体来看，4G网络技术已逐渐成熟，终端供应能力也日益增强，国际产业

链初具规模，加上国内3G和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发展，这些都为4G的发展奠

定了一定基础。69.5%的网民认为4G网络速度快，感知明显快于3G。 

图表 54  2014 年浙江省 4G 手机网民对 4G 业务的感知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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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手机网民对4G 业务体验的反馈主要集中在资费过高，73.1%

的手机网民认为4G 的资费过高，44.4%的网民担心速度太快流量使用过多，39.7%

的网民认为4G 覆盖有限，影响使用。 

图表 55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反馈影响使用 4G 业务的因素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58.2%的非4G 网民愿意尝试使用4G 网络；35.3%的网民对4G 业务有使用意

向；仅6.4%的网民不愿意改用4G 网络。反映出，4G 市场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

基础电信运营商可通过继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制定各种优惠升级套餐等形式，

吸引用户使用4G 业务。 

图表 56  2014 年浙江省非 4G 手机网民潜在使用意向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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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i-Fi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92.6%的手机网民使用过 Wi-Fi 网络；仅有7.4%的手机网民

未使用过 Wi-Fi 网络。Wi-Fi 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图表 57  2014 年浙江省手机 Wi-Fi 网民规模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网民使用 Wi-Fi 的公共场所主要为饭店/酒店、商店、交通枢纽，所占

比例分别为41.5%、33.2%、30.1%。 

图表 58  2014 年浙江省手机公共场所 Wi-Fi 网民上网地点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36 

 

 

六成网民对非运营商提供的 Wi-Fi 表示不信任，反映出网民网络安全意识进

一步增强，这也对非运营商 Wi-Fi 的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表 59  2014 年浙江省手机网民对非运营商公共场所 Wi-Fi 安全问题的看法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第二章 浙江省互联网用户发展情况 

 

一、互联网宽带用户 

（一）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及普及率、排名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为1276.1万户，净增32.8万

户，同比增长2.6%，仍位居全国第四；固定互联网宽带普及率为23.3%，同比增

长0.7%。固定宽带用户数及普及率增长趋缓。 

图表 60  2010-2014 年浙江省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数及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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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4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在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速率方面，4M-8M是目前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的主

流，用户数为625.8万户，所占比例达49%。其中，浙江电信用户数最多，为455.6

万户，占所有4M-8M用户的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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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1  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不同固定宽带接入速率用户数比较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二）移动互联网用户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5064.7万户，同比增长7.3%，

增长率较上年有大幅提升（去年为0.5%）。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三家

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为991.5万户、3515.1万户和558.1万

户。 

图表 62  2013-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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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LAN用户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WLAN用户数为177.5万户，同比减少9.7%，主要

是由于浙江移动WLAN用户数减少所致。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三家基

础电信运营企业的WLAN用户数分别为110万户、66万户、1.5万户。浙江电信和

浙江联通用户数与上年基本一致，一定程度反映出运营商WLAN用户群体相对稳

定。WLAN用户数占总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仅为2.8%，对2/3/4G上网分流效果不明

显。 

图表 63  2012-2013 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WLAN 用户数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二、移动电话用户 

（一）移动电话用户及普及率、排名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7370.6万户，净增298.8万户，

同比增长4.2%，用户数仍居全国第五；移动电话普及率为134.6%，远高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94.5%，仍居全国第四。2014年底，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100%省

份增至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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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4  2010-2014 年浙江省移动电话用户数及移动普及率 

 

数据来源：2014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65  2013-2014 年中国移动普及率排名前十省市区 

 

数据来源：2014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的移动电话用户数分别为

1111.6万户、5043.9万户和1215.1万户，其中，浙江移动、浙江联通用户数分别

净增323.2万户和40.8万户，浙江电信有部分移动用户流失，存量用户减少6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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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浙江省移动通信市场普及率日趋饱和、竞争激烈，运营商积极发展新用户

的同时，也在聚焦存量用户的争夺。 

图表 66  2013-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移动电话用户数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二）3G用户 

受我省4G业务迅猛发展的影响，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3G用户数为2554

万户，净增194万户，同比仅增长8.2%。相比较2013年3G用户净增1031.1万户、

同比增长77.6%的井喷式发展，2014年浙江省3G用户增长明显放缓。浙江移动继

续打破3G用户三分天下局面，3G用户数已超过浙江电信和浙江联通两家之和。 

图表 67  2013-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3G 移动电话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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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三）4G用户 

2014年，浙江省4G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4G用户

数为947.2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12.9%。浙江省4G用户数占到全国4G用

户总数的9.7%，位居全国第三。受工信部首先发放TD-LTE牌照等因素影响，浙

江移动的4G用户发展迅猛，达到793.9万户，占我省4G用户总数的83.8%。随着

FDD-LTE牌照的发放，浙江电信、浙江联通迎来实质性4G利好消息。预计在2015

年，我省4G用户将迎来一轮新的增长。 

图表 68  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4G 移动电话用户数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四）移动转售用户 

截至2014年12月底，工信部已经分5批向42家民营企业发放了移动转售试点

批文。其中，大部分转售企业均有在浙江省（或部分地市）开展运营的资质，浙

江省本土的移动转售企业有连连科技和话机世界两家。 

由于转售企业从获得批文到开展运营后需要一定时间做相关准备，包括建立

自己的客服及其他系统、打通与运营商相关平台接口等，2014年部分转售企业并

没有真正开展业务。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仅有与浙江电信合作的转售企业发展

了6999个用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预计2015年浙江省转售用户将有一定程度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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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9  2014 年浙江省转售企业移动电话用户数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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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浙江省互联网服务发展情况 
 

近年来，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已成为支撑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平台

和工具，极大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此外，电子政务、网络金融、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社区、网络视听及

网络出版等行业蓬勃发展，对于拉动浙江省经济增长、推进结构转型、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构调整 

互联网带动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

融合，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近年来，信息技术在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同时，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各类贴近生产和生活的信息服

务层出不穷，政务信息化、行业信息化、城市管理信息化一揽子解决方案等综合

信息服务，在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支撑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有效推进行业自

身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 

2014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14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电

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全省非话业务收入累计达

到451.7亿元，占电信业务收入60.1%；增值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到174.3亿元，占

电信业务收入23.2%；3G移动电话用户收入累计达到234.8亿元，占电信业务收入

31.3%。“三网融合”条件下各种新业态不断衍生，融合业务快速发展。 

二、互联网与金融 

2014年是“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年”。这一年，互联网金融跨界融合发展，

创新不断，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以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融服务

集团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正在加速扩大移动、农村、国际化的战略布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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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市场平台、大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为小微企业和普通消费者提供普惠

的金融服务。 

目前，蚂蚁金服已累计为5.5亿用户提供网购服务，为3.1亿用户提供民生服

务，拥有支付宝钱包活跃用户1.9亿，日均支付笔数超过8000万笔，其中移动支

付笔数达4500万笔，占比超过50%。在新增用户中，一、二线城市占到48%，三、

四线城市占到52%。此外，围绕线下的消费与支付场景，支付宝钱包还推出“未

来医院”、“未来商圈”、“未来出行”等计划。截至2014年底，支付宝已服务了100

多个国家的1785万海外活跃用户。目前支付宝支持的海外购物网站也已覆盖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00家海外商户，支持14种主流货币结算能力。同时，

2014年支付宝的退税服务也已从韩国扩展到了欧洲。 

蚂蚁小贷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在线实时放款，累计为130余万家小微企

业提供了3600余亿元贷款，极大地支持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以蚂蚁小贷的探索

实践为基础，网商银行也在积极筹备中，将以纯网络银行的形式，为小微企业和

个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体验。 

此外，蚂蚁金服在创新金融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余额宝、招财宝、保险

类产品累计服务3.1亿客户。经过前期的数据、技术积累，芝麻信用成为首批获

准筹备的个人征信公司之一。正式获准开业后，芝麻信用将综合信用历史、行为

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人脉关系等给出信用分，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真正

让个人信用等于财富。 

三、互联网与电子商务 

2014年，浙江电子商务持续保持快速发展，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超2万亿元，

同比增长近30%；网络零售也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全省共实现网络零售额5641.6

亿元，同比增长约47.6%，其中杭州（2088.5亿元）、金华（942.6亿元）、嘉兴（678.9

亿元）位居前三；省内居民实现网上消费3192.8亿元，同比增长约41.2%；其中

杭州（899.6亿元）、宁波（488.3亿元）、温州（438.4亿元）名列前三；网络零售

顺差稳步扩大，实现顺差达244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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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商城“双十一”活动为例，2014年11月11日0时，2014

年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拉开帷幕，截止11月11日24时，天猫总成交额突破571

亿元，其中无线成交额超过243亿，物流订单2.78亿，总共有217个国家和地区被

点亮。2014年天猫双十一开始3秒总成交额突破10亿，38秒突破100亿。13时31

分，成交额达到去年双十一的全天成交额362亿。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和云平台确

保了双十一的顺利进行。 

2014年浙江电子商务发展主要表现为： 

1．电商平台优势明显。省内除了有阿里巴巴、淘宝网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

务平台外，还有中国化工网、麦包包、全麦网等一批知名电商平台。据第三方机

构测算，目前全国约有80%的网络零售、70%的跨境贸易（含B2B、B2C等）和

60%的B2B交易是在浙江的电商平台上完成。 

2．电商应用全面普及。浙货销售、居民消费、农村经济和对外贸易等领域

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目前，杭州、宁波、温州等5个城市入围国家电子商务示范

城市，数量居全国之首。同时，浙江全省企业开设天猫店2.9万个，占天猫店总

数五分之一；省内居民网络消费突破3000亿元；农产品网络销售达180亿元；金

融、旅游和生活服务等领域也逐步应用电子商务。 

3．电商创业热情高涨。浙江全省现有网店150多万个，专业电商服务企业2000

多家，电商产业园区150多个，实现直接就业200万人。阿里巴巴研究院发布的榜

单中，浙江有49个县（市）入围“全国电子商务百佳县”；淘宝网公布的榜单中，

浙江有62个“淘宝村”（全国211个），其中，义乌青岩刘村是全国交易额最大的

电子商务村。 

4．配套服务完善。浙江全省拥有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1470万户，农村宽

带接入628万户，4M以上宽带和光纤全面推广；拥有快递企业1089家，分拣中心

138个，面积达55.4万平方米，83%以上县（市、区）实现了“次日达”服务。 

5．电商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目前，浙江除拥有一批知名电商平台外，还涌

现了麦包包等一批自建电商平台企业、全麦网等一批跨境电商企业、聚宝盆等一

批农村电商企业。同时，还有涉及IT服务、仓储物流、营销推广、视频美工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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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电商服务企业；已经投入使用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120多个，全省电子商务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四、互联网与社会事业和文化发展 

互联网促进社会事业和文化发展。互联网创新了公共服务、文化生产和传播

模式，对于生活、娱乐、学习、社交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互联网与公共服务 

2014年，浙江省电子政务工作紧紧围绕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目标，以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为总抓手，不断整合资源、深化应用、提升服

务，电子政务建设集约化、智慧化程度显著提升。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政务云建设取得突破进展，省市两级架构、统一规范、

安全可靠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建成启用，为各级政府部门电子政务应用提供基础设

施共享服务。全省电子政务内网网链路双向提升至1000兆，骨干网通畅率达到

99.9%。 

政务服务风生水起。2014年6月25日，全国首个实现省市县一体化建设与管

理的政府网站——浙江政务服务网正式开通，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全过程网

上公开运行，推出2万余个在线办理事项，5万余项便民服务资源，集成6.9万个

办事机构和公共场馆信息，全面推进网上晒权、网上行权、网上惠民。截至2014

年底，浙江政务服务网累计注册用户35万余名，日均浏览量达42万次，网上办理

审批件19.8万笔，被中国社科院等权威机构评为2014年中国政府网站“最佳政务

平台实践奖”。 

政民互动热点纷呈。2014年浙江省政府门户网站“省长信箱”、“部门信箱”

及政务服务网相关互动栏目累计受理群众来信3万余件，比2013年增长68%，办

结率达95%以上。浙江政务通“网上值班室”共处理群众实时咨询16,600余人次。

李强省长通过政务服务网三次发表公开信，征求对省政府2015年十方面民生实事

的建议，收到近7000封来信，经梳理形成16个候选项目后开展网上投票，22万网

民实名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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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发逐步深化。依托政务云平台建设覆盖了省市县三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的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全省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开放目录体系初步形成，为

跨部门、跨层级信息资源共享和大数据应用奠定了基础。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电

子证照库，推动人口、法人、信用等基础数据库和专业数据库建设，截至 2014

年底，浙江省电子证照库已集纳 23 个省级部门的 262.3 万条证照信息，并为省

级单位提供居民身份证比对、企业法人信息查询等服务，政务信息共享应用初见

成效。 

（二）互联网与生活 

互联网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更多地影响了人民的生

活，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丰富了人民的娱乐方式。 

1.网络游戏 

2012年至2014年，浙江省年新增网络游戏企业分别达到48、51、68家，呈逐

年增长态势。在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实体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浙江网络文化

特别是网络游戏行业快速成长，助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以下三个方

面特点： 

（1）网络游戏行业在全国占据中坚地位。浙江的网络游戏市场是我国起步

较早的区域市场之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市场规模、具有发

展特色的市场，特别是民营网游企业异军突起，迸发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截至

2014年12月，浙江省共有互联网网络游戏经营企业326家，占网络文化企业的

76.9%，其中网络游戏运营企业315家，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企业11家，总

注册资金54亿元，从业人员近2万人。网络游戏新增企业数量和消费规模基本位

列全国第四，其中网络棋牌游戏企业总数居全国首位。 

（2）网络游戏行业资本市场运作活跃。2014年网络游戏行业已经进入融资、

投资、战略整合为主的资本运作层面，游戏行业投资、收购接连不断。一是传统

行业加速与互联网融合。如浙江上市企业美盛文化先后以5400万元、4200万元收

购网游动漫企业杭州缔顺科技、天津米酷网，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斥资

15亿收购浙江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平台“5173”。二是游戏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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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投资收购愈演愈烈。杭州顺网科技作为占据全国70%以上市场份额的网吧

平台服务商，以9360万元收购杭州浮云网络80%股权，以弥补公司在休闲游戏方

面的不足。从网吧管理平台的运营服务到网吧平台娱乐内容运营，顺网科技覆盖

产业上下游的互联网娱乐平台服务体系发展模式逐步清晰。三是借助资本热潮，

资质较好的游戏公司不断谋求上市。2014年7月，浙江网络娱乐、游戏企业“9158”

在香港成功上市。 

（3）网络游戏行业集聚效应显现。在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下，杭州、

金华等地逐步形成区块集聚优势。浙江网络游戏交易平台建设在全国处于主导地

位，杭州“淘宝网”和金华“5173”占据了国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和道具交易的

大半份额，年交易额逾百亿元。杭州顺网科技旗下的“顺网游戏”跻身业界前十

优质平台，开服数居行业前五。杭州电魂网络凭借自主研发、自主运营的大型多

人在线竞技游戏《梦三国》，2014年营收超过5亿元。杭州边锋网络2013年被浙报

传媒32亿元收购后发展良好，是中国最大的专业网络棋牌游戏运营商之一。 

2.网络阅读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将手机阅读基地设在杭州。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已经

发展成为业内较大规模的移动互联网阅读平台。天翼阅读公司现有“天翼阅读”、

“氧气听书”、“政企书屋”三大移动互联网产品应用。截至2014年底，天翼阅读

平台图文内容已超33万册，涵盖图书、杂志、漫画、资讯等海量正版内容，注册

用户已突破2.3亿。 

3.手机应用打的服务 

根据易观国际最新发布的《中国打车App市场季度监测报告2014年第4季度》

数据，截至2014年12月，快的打车覆盖360个城市，滴滴打车覆盖300个城市，中

国打车App累计账户规模达1.7亿，其中快的打车市场份额为56.5%，滴滴打车为

43.3%。 

2014年第4季度，两家打车App厂商先后拿到巨额融资，新一轮的补贴战争

正在上演。2014年下半年，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分别推出了旗下专车品牌，并接

入自身打车App中。互联网专车服务对于传统出租车服务是一个有效补充，专车

http://www.askci.com/reports/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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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高端属性和专车服务的难替代性决定了专车用户拥有比出租车用户更高

的忠诚度和ARPU值。 

但对于用户来说，专车的服务保障及安全性是大部分消费者对其仍存疑虑的

关键。对此，专车厂商均开始与第三方商业保险公司合作，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

如一号专车成立了一亿元的乘客“先行赔付”基金，并且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共

同达成了责任人责任险合作框架。滴滴专车也委托中国人寿设立管理“基金池”

用于满足司机成长管理、服务安全管理和服务品质管理。另外，快的打车和滴滴

打车在专车领域将面对如Uber等更具挑战的竞争对手。 

未来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或将运营重心向专车服务倾斜，并培养现有的App

用户使用专车服务，以期在专车领域占领更多市场。 

（三）互联网与信息传播 

1.网络媒体 

浙江在线（www.zjol.com.cn）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确定的浙江省唯一的

省级重点新闻网站和综合性门户网站。2014年，浙江在线相继推出《建设美丽浙

江 聚焦“三改一拆”》、《中国梦想•美丽浙江，浙江打响“五水共治攻坚战”》、

《浙江政府改革——“三张清单一张网”》、《浙江省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启动》

等多个新闻专题和系列报道，主题鲜明，声势浩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3月7日—5月28日，浙江在线推出“中国梦想•美丽浙江”——五水共治大型网络

访谈，先后共有3位副省级领导、15位正厅级领导干部走进浙江在线演播室，与

网友畅谈浙江“治水故事”，相关专题页面吸引超过260万人次网友点击关注，通

过系列网络访谈，网民和政府良性互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11月，浙江在

线独家承担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新闻官网的会前筹建和会时运营，对大会开闭

幕式、所有12场分论坛以及3场新闻发布会共计17场重要活动进行全程“音、视

频、图文”三位一体网络视频直播，并通过新闻官网向全球同步直播。浙江在线

优质的会时网络视频直播服务、高效快速的大会新闻报道服务得到各级领导及同

行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在2014（第三届）中国企业领袖与媒体领袖年会上，浙江

在线荣获“影响中国——2014年度最具品牌价值新闻网站”的殊荣；由浙江在线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16/164420rp9n.s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195.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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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浙江省首届亲子博览会暨浙江智慧童元节”，在2014年度全国报刊广告

“金推手”奖评选中荣获经典案例奖。 

新蓝网（www.cztv.com）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持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批准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信

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网站整合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18个广播电视

频道相关资源。2014年，新蓝网积极向各广播电视频道借力、借势、借智、借平

台，不断探索台网互动、台网合作新模式，重点围绕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

等热点节目搭建专题页面，藉此提高百度的搜索权重。与此同时，新蓝网大力发

展手机客户端，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力求在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发布新闻，在遇到

重大事件及突发新闻时，还做好专题及直播工作。截至2014年12月，中国蓝新闻

客户端装机量为16万左右。2014年，新蓝网的版权分销、网络广告比2013年有明

显增长，尤其是活动营销方面，新蓝网立足自身优势，加大对此领域的拓展，以

“影像浙江”为主题，连续推出“推广+经营”双效合一的系列媒体活动，足迹

遍布浙江全省。 

杭州网（www.hangzhou.com.cn）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的杭州市唯

一的地方新闻门户网站，2014年，杭州网被中国报业协会授予全国十大城市门户

网站。“E周观察”是杭州网力推的一档深度报道栏目，立足杭城，围绕新闻热

点话题进行深入讨论、评析。2014年，E周观察先后推出了《杭州楼市限购解除》、

《大运河当选世界遗产》、《医改，你得实惠了吗》、《西湖会所关停转型》、《打车

软件“熄火”》、《杭州进入冷鲜禽时代》等网络深度报道，社会反响良好，栏目

获得2014年度中国城市网盟精品栏目奖。2014年7月5日，杭州7路公交车起火事

件发生后，杭州网第一时间投入报道，追踪市民合力救援及医院全力救治伤员等，

突出见义勇为的最美人物和最美事迹，刊发报道近百余篇，讴歌最美精神。 

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的宁波市唯

一的地方新闻门户网站，创造了连续六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佳绩。在第七届中国

品牌媒体高峰论坛上，中国宁波网荣获“中国最具影响力传媒网站”。在中国城

市网盟2014年度评选中，中国宁波网“100个普通人的中国梦”大型公益活动获

优秀创意奖，“宁波民生e点通”获品牌栏目奖。中国宁波网现已形成PC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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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端两大新媒体矩阵。在PC端方面，网站目前日均综合访问量700万人次，新闻

信息发布量4500条以上；在移动端领域，宁波手机报2014年用户达50万，宁波网

官方微博和承办的“宁波发布”政务微博已超过180万受众，宁波网官方微信粉

丝量超过4万，在全国主要新闻网站官方微信公号排行榜中位居第二。中国宁波

网坚持以新闻宣传为重任，以服务民生为特色，以双向互动为平台，形成了“天

一论坛”、“民生E点通”、“对话”、“甬上观潮”等主打品牌栏目。其中，天一论

坛注册用户超85万，日均发帖量3万余帖，是宁波市最重要的社区论坛之一。“对

话”网络直播，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话热点事件，成为中国新闻奖名栏目。 

温州网（www.66wz.com）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批准的温州市唯一的地

方新闻门户网站。2014年，温州网以“容融进”为企业核心文化，对内融合各平

台渠道，围绕主题宣传，充分发挥包括网络视频直播在内的全媒体播报技术实力，

组织开展了《温网议事厅》在线主题对话、互动微访谈、一把手访谈等网络访谈

节目，推出“五水共治”全景看、“点赞诚信”、“亲近水源地，爱心献库区”、“走

进大学城”等10多项大型策划报道，全新创立温州辟谣举报平台和温州市民网络

观察团，通过联动、互动、滚动和集团化作战的探索，进一步提升了网站整体影

响力。2014年，温州网系列报道《我的温州奶奶》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对外传播“金

鸽奖”一等奖，网络专题《从老板问水到全民治水——温州“变水”全景透视》

获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温网议事厅》栏目获2013-2014中国最具影响

力网络问政品牌和中国城市网盟年度品牌栏目奖，网站获评2013-2014中国报业

十大最具影响力城市门户网站。 

2.网络视听 

近年来，浙江网络视听节目产业发展迅速，全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

已达45家，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IPTV已成为新的发展亮点，特别是IPTV的

发展得到进一步规范，浙江电信与浙江广电正式签订IPTV合作运营合同，完成

了集控平台对接，2014年6月实现了广电集控平台正式放号，目前已经发展IPTV

新用户30万户，老用户也正在有序切割中。为建立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推

动健康发展，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建立省网络视听节

目建设和管理协会提上日程，指导新蓝网、浙江在线、华语之声等机构作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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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2014年3月，浙江省民政厅正式批准成立浙江省网络视听节目建设和管理

协会。目前，协会共有创始会员单位60家，主要来自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新媒体公司等。协会的成立，对于强化引导、规范秩序、

维护权益、优化环境，促进浙江网络视听服务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网络出版 

浙江省是全国网络出版产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获得互联网出版资质的单位有49家，其中属图书电子

音像出版社及出版集团转型升级的有11家，属报社及报业集团转型升级的有10

家，属网络游戏企业及IT业的有28家。2012年初，杭州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正

式挂牌运营，这是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进行战略布局的10个国家数字基地

之一。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平台均于2009年落户杭州，其

中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业内较大规模的移动互联网阅读平台，每

月访问用户超过一亿人，日均点击量超过6亿次。全省38万家网站中至少有10%

的网站实际涉足网络出版业务，已成规模的有300家左右。 

据统计，2014年度，在已获批的49家互联网出版机构中，从业人数达12,282

人，资产总额84.6亿元，营业收入50.5亿元，赢利8.9亿元；研发并营运的网络游

戏（含移动互联网游戏）98款，网络文学60,298部，网络图书3529部，网络报刊

239种，手机文学3921部。 

目前，传统出版单位与互联网的融合速度加快。浙江的传统图书、报刊、音

像、电子出版单位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对传统出版内容资源进行网上全方

位、深层次的二次开发利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产业的生产、管

理和传播方式，大力建设网络出版综合业务平台，开展数字出版服务，极大地提

升了传统出版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加快了传统出版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

融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杭州

日报报业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等均已纷纷成立网络出版单位，加大了介入网

络出版产业的力度，其中，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大学出

版社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转型升级示范单位，浙江

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温州日报社、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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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报业集团、瑞安日报社、衢州日报社、体坛报社、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浙江

省期刊总社有限公司等9家单位获得了浙江省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形成了共

同促进浙江网络出版产业大发展的氛围。 

（四）互联网与政务 

大部分网民在过去一年内都曾访问过政府网站，所占比例为 85.6%。 

图表 70  2014 年浙江省网民一年内是否访问政府网站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目的分别是：49.4%的网民在政府网站上浏览政务信息；

26.3%的网民在政府网站查询办事指南、下载业务表格；18.2%的网民在政府网

站反映问题/咨询/投诉/信访；4.9%的网民在政府网站提交办事申请。由此可见，

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目的主要集中在浏览政务信息，但使用政府网站处理网上办

公事务的网民还占少数，应当进一步强化网上业务办理功能，方便浙江人民生活。 

图表 71  2014 年浙江省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主要目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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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网民的调研中，70.5%的网民获取政务信息的途径是访问政府网站，访

问各大互联网网站、看电视、报纸、政务公告栏也是网民常采用的获取政务信息

的途径。 

图表 72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政务信息的途径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在对网民的调研中，最受网民欢迎的网络问政形式是回复、处理网友留言、

帖文，占 40%的比例，各级政府网站开通网上办公流程与网络访谈、与网民在线

交流这两种形式分别占据 32.5%与 25.1%。 

图表 73  2014 年浙江省最受网民欢迎的网络问政形式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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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网民关于“对网络问政意义的看法”方面，60.7%的网民选择“非常

有意义，是一种民主的体现，网民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政府决策”；25.8%

的网民选择“有意义，不能影响政府决策，但的确是一种民意表达方式”。 

图表 74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对网络问政的看法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在“网络问政能否能够起到对党员干部监督和防腐作用”方面，82.1%的网

民选择“能”。调研表明，浙江省网民对网络问政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 

图表 75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对网络问政能否起到对党员干部监督和防腐作用的看法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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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网民的调研中，44.2%的网民会选择网络发帖的形式向当地政府部门反

映问题，有 30.2%的网民选择“不会”。 

图表 76  2014 年浙江省网民是否会选择网络发帖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而对于“政府应做哪些事来推动网络问政”，52.8%的网民选择“各级政府

建立与网民沟通的工作机制”，36.5%的网民选择“重视网络民意”。表明浙江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网络沟通工作机制，让网民能够快捷地反映问题。 

图表 77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对政府应如何推动网络问政的看法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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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问政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方面，43.0%的网民认为“各级政府部

门还不够重视，部分地方网络问政形同虚设”，而对于网络问政技术平台建设、

政府部门留言回复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意见各占据 21.0%。各级政府仍应当加强对

网络问政的重视程度。 

图表 78  2014 年浙江省网民认为网络问政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数据来源：用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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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浙江省互联网基础资源概况 
 

互联网基础资源是支撑互联网应用和发展的基石。浙江省作为互联网大省，

互联网基础资源和能力继续处于全国前列。 

一、IP地址 

据第35次CNNIC报告，全球IPv4地址数已于2011年2月分配完毕，自2011年

开始我国IPv4地址总数基本维持不变，截至2014年12月，共计有3.3亿个。目前，

IP地址资源不足的问题仍日益突出。IPv4资源将被逐渐耗尽，IPv6正处于加速试

点阶段。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共有IPv4地址数量1792.7万个，占全国IPv4地址资

源总量的5.4%，继续位居全国第三，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 

图表 79  2013-2014 年中国 IPv4 地址资源数量排名前十省市区 

注：以上统计的是 IP 地址所有者所在省市区。                数据来源：APNIC、CN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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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域名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域名数量为91.2万个，占全国域名总数的4.4%，排

名由上一年的全国第六升至第五位。 

图表 80  2013-2014 年中国分省域名数量排名前十省市区 

数据来源：CNNIC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cn”域名总数为38.5万个，占全国“.cn”域名

总数的3.5%，排名继续位居全国第六。 

图表 81  2013-2014 年中国.cn 域名数量排名前十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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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NNIC 

三、网站数量 

截至2014年12月，全省备案网站总数达到24.8万个，占全国6.9%；全省网站

备案主体总数达到19.7万个，占全国6.2%。注册地在杭州、温州、宁波的备案网

站数最多，占全省备案网站数的61.3%。 

图表 82  2014 年浙江省各地市网站备案数量分布 

 

注：数据为浙江本省主体开办网站备案数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接入的顶级域名数共计100.6万个，主要集中在杭

州，占比高达86.6%。 

图表 83  2014 年浙江省各地市接入顶级域名数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62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四、网站质量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网页总数266.4亿个，占全国网页总数的14%，位居

全国第三。 

图表 84  2013-2014 年中国网站网页数量所占比例排名前十省市区 

数据来源：CNNIC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网站网页更新频率在全国居中，在一周、一个月、

三个月、六个月及六个月以上更新网页所占比例分别为5.0%、19.4%、23.8%、

18.9%和32.8%。 

图表 85  2014 年中国网站网页数量排名前十省市区的网页更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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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NNIC 

五、网络安全 

2014年是网络信息安全问题集中爆发的一年，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

普通公民切身利益的关键性问题。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宣告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在中央网信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上，习近平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这标志着网络安全上升至

国家战略高度。为有效应对日益严峻复杂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挑战，切实加强和改

进网络安全工作，进一步提高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与水平，2014

年8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加强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工作的

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和指导。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领导，2014年5月5日，中共浙

江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我省互联网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基础网络运行平稳，互联网骨干网各项监测指标正常，未出现造成较大影响的基

础网络运行故障，未发生较大以上网络安全事件，但存在一定数量的流量不大的

针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实施的拒绝服务攻击事件。公共网络安全方面，木马、僵尸

网络指数各月表现相对平稳，2014年12月有所上升。 

2014年12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浙江分中心共处置网络安全事件123起：

网页仿冒5起、恶意代码1起、拒绝服务攻击1起、漏洞112起、域名异常2起、其

他2起；收集来自5家增值业务运营企业报送的586起事件，其中：垃圾邮件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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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计算机病毒事件8起、木马事件4起、拒绝服务攻击事件14起、网页篡改事件

10起、网站挂马事件10起、网络仿冒事件57起、域名劫持事件1起、其他网络事

件1起，这些事件均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一）木马或僵尸程序受控主机分析 

2014年12月，境内208.3万个IP地址对应的主机被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与

上月的79.5万个相比增加了162%。其中，浙江省17.9万个，占中国大陆8.6%，排

名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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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6  2014 年 12 月境内木马或僵尸程序受控主机 IP 按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2014年，浙江省被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的主机IP数量月度表现总体平稳，12

月较上月有所上升。 

图表 87  2014 年浙江省木马或僵尸程序受控主机 IP 数量月度统计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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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服务器分析 

2014年12月，境内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服务器IP有4837个，与上月的4290

个相比增加12.8%。其中，浙江省317个，占中国大陆6.3%，排名全国第四。 

图表 88  2014 年 12 月境内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服务器 IP 按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2014年，浙江省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服务器IP数量月度统计数据总体呈下降

趋势。 

图表 89  2014 年浙江省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服务器 IP 数量月度统计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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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僵尸网络规模分布 

僵尸网络是被黑客集中控制的计算机群，其核心特点是黑客能够通过一对多

的命令与控制信道操纵感染木马或僵尸程序的主机执行相同的恶意行为，如可同

时对某目标网站进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发送大量的垃圾邮件等。 

2014年12月，在发现的因感染木马或僵尸程序而形成的僵尸网络中，规模大

于5000的僵尸网络有48个，规模在100至1000的占71.3%以上。 

图表 90  2014 年 12 月浙江省僵尸网络的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四）网页篡改数据分析 

2014年12月，我国大陆地区被篡改网站的数量为10,256个，与上月的8701个

相比增加17.9%，其中代号为“未知”、“暗链测试”和“网站后门”的攻击者对

大陆网站进行了大量篡改。其中，我省被篡改网站数量1039个，占全国10.1%，

排名全国第四。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68 

 

 

图表 91  2014 年 12 月中国大陆被篡改网站按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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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浙江省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概况 

 

一、骨干网络通信能力 

（一）光缆线路铺设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光缆线路长度达到165.7万公里，比上年新增50.1

万公里，同比大幅增长43.3%。增长主要来源于本地网中继光缆线路，由2013年

的46万公里，增长到86.6万公里，光缆长度超过广东省，位居全国第二。 

图表 92  2010-2014 年浙江省光缆线路长度及增速 

 

数据来源：2014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二）省际出口带宽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11,080G，同比增长42.8%，

在出口带宽资源方面浙江电信仍占据优势，浙江移动增长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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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3  2013-2014 年浙江省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 

 

数据来源：运营商调研 

二、宽带网络服务能力 

（一）有线宽带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互联网有线宽带接入端口数量为2632.6万个，同比

增长7.6%，位居全国第四。 

图表 94  2010-2014 年浙江省互联网有线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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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4 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FTTH/O端口数已超过xDSL端口数，为1135.9万个，

xDSL比例进一步降低，显示“光进铜退”取得良好成效。 

图表 95  2013-2014 年浙江省互联网有线宽带接口细分类别数量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二）无线宽带 

1．3G基站数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72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3G基站总数为9.2万个，同比增长11.9%。其中电信、

移动、联通三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基站数分别为2.0万个、4.4万个和2.8万个。 

图表 96  2013-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3G 基站建设数量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2．4G基站数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4G基站总数达到6.9万个，净增5.6万个，同比增长

高达433.7%，反映出我省4G网络建设呈现爆发式增长。浙江移动4G基站数占比

最大，为80.1%；浙江电信紧随其后；浙江联通由于实施4G、3G一体化策略，发

展4G网络的同时，仍继续加大3G网络建设投入，4G基站数相对较少。 

图表 97  2013-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 4G 基站建设数量 

 

数据来源：运营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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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线AP数量 

截至2014年12月，浙江省基础电信企业无线AP总数为30.7万个，同比增长

3.7%，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三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无线AP数量分别

为14.2万个、14.6万个和1.8万个。 

图表 98  2013-2014 年浙江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无线 AP 数量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三、宽带浙江 

2014 年，围绕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和“宽带中国”2014 专项行动，宽带网络

能力持续增强，惠民普及规模不断扩大，宽带接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创建示范效

果初步显现。浙江省着眼于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和结构效益，进一步加

强了全省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网络布局，提高网络覆盖率和可靠性，

为政府、企业、社区、农村的信息化助推工作和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网络

支撑和应用支撑。 

浙江省“宽带中国”2014 专项行动亮点：省通管局会同省发改委，修订并

发布浙江省通信业“十二五”末规划目标；全省 11 个地市的市级通信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开始启动县级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已完成

8 个县的县级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衢州 4 个、杭州 3 个、金华 1 个）；金华

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省通管局联合省住建厅有效推进光

纤到户国家标准贯彻实施，全省总体执行情况良好；通信基础设施立法保护工作

取得了积极进展，《浙江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规定》纳入浙江省二类立法。 

2014 年，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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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首要目标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且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年度工

作重点。李强省长再次强调信息经济是支撑未来浙江发展的大产业之一，也是浙

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拉动力。浙江省持续落实“宽带中国”战略的浙江省实施

方案，全力推进宽带浙江建设、促进信息消费。 

2014 年，浙江省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较快发展，服务地方社会的能力和

水平持续增强，通信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不断优化，通信网络建

设、用户规模、业务总量、频率资源利用率均居全国前列。 

浙江省电信行业共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16.3 亿元，同比增长 4.8%。截至

2014 年底，全省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为 177.5 万户，无线 AP 数为 30.7 万个，通

信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创新有力地带动了宽带业务和高带宽需求的快速增长。实

施宽带普及提速工程以来，12 月互联网用户达到 6371 万户，其中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达到 1276.1 万户，4M 以上宽带接入用户占比达 80.1%，8M 以上宽

带接入用户占比达 30.1%，20M 以上宽带接入用户占比达 11.5%。光纤接入用户

数为 478.5 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 5064.7 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累计完

成 15,956 万 G，12 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 253.9M。 

截至 2014 年底，FF0C3G 用户数达到 2554 万户，用户普及率达到 34.7%，

4G 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 947.2 万户，IPTV 接入用户为 287.6 万户。全省非话业

务收入累计达到 451.7 亿元，占电信业务收入 60.1%；增值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

到 174.6 亿元，占电信业务收入 23.2%；3G 移动电话用户收入累计达到 234.8 亿

元，占电信业务收入 31.3%。浙江省以互联网增值服务、电子商务、数字阅读、

动漫游戏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互联网服务能力居全国前列，互

联网应用发展迅猛，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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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浙江省互联网热点聚焦 

 

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们带

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以发展信息产业、推进信息化

应用、扩大信息消费、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经济，正

成为全球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2014年5月，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4〕21号），进一步指

导浙江省基础设施建设和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目标和路径。 

意见指出，通过五年的努力，信息产业成为全省重要的支柱产业，信息经济

在全省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初步确立，实现从制造大省向信息经济大省的跨越；基

本建成特色明显、全国领先的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

创新、智慧物流、数字内容产业中心，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

扎实推进，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一、云产业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云计算将加速信息产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

服务化进程，催生大量新型互联网信息服务，带动信息产业格局的整体变革。加

快发展云计算产业，是浙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浙江省作为经济大省，信息技术基础和实力雄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达，

电子商务创新活跃。同时，汇聚浙江大学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人才储备与技

术储备充实，云计算产业基础雄厚，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目前，浙江省云计算

的行业信息化应用在全国具有明显领先优势，涉及云计算的部分企业在云计算的

技术领域已形成一定先发优势。浙江省拥有国内第一家专门定位于云计算平台服

务的阿里云，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云计算企业，如浙大网新、浙大中控等。

同时，浙江省云计算领域新企业、新项目不断涌现，云计算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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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数据中心、云服务器、终端、云存储等硬件产品制造，云端应用管理、数据

处理，安防监控系统等应用软件，云系统集成以及相关运营业务等在内的的云计

算产业链体系初现端倪。 

以我省云产业的代表阿里云为例，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成立，

主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向全社会提供公用IT和数据服务。目前，阿里云服务的客

户超过140万，计算能力已跻身世界前列。2013年8月，阿里云单集群服务器规模

达到五千台的“飞天”集群正式上线。同时，阿里巴巴最后一台小型机下线，成

功实现“去IOE”化。在自身业务发展不再依赖IOE的同时，帮助其他企业和政

府开展“去IOE”进程，降低企业成本。例如，支持“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切

换到阿里云平台，实现了药品信息的全程智能追踪，关键业务处理平均延时从60

分钟降低到2.7秒，提升1333倍。2014年7月，阿里云大数据服务平台（ODPS）

正式全方位向社会提供服务。ODPS可在6小时内处理100PB数据，相当于1亿部

高清电影。阿里巴巴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比肩Google、Facebook这样的全球顶级技

术型IT公司。阿里云推出的“聚石塔”专门向电商企业提供服务，目前已有上百

万淘宝、天猫的大中小卖家入驻其中。2014年“双十一”，全网96%订单通过“聚

石塔”平台完成。金融云计算服务“聚宝盆”去年11月发布，目前已有天弘基金、

众安保险、吴江农村银行等超过40家金融机构将业务部署在其之上。未来，云计

算将和水、电、煤一样将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 

浙江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2014年陆续颁发《关于建设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国家示范区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14〕18号)、《关于启动云工程与云服

务产业培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14〕67号）等政策文件，支持云计

算产业的发展（下统称《文件》）。 

《文件》提出到2017年，全省云工程与云服务产业规模显著扩大，初步形成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业务服务内容特色明显、龙头企业国际领先、市场环境规范

有序、体制机制保障基本适应的产业生态，努力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云工程与

云服务产业示范基地。 

《文件》要求优化提升云计算中心建设。以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为区域

核心节点，增加互联网数据中心与国家骨干网的互联带宽，扩大内容分发容量和

覆盖范围，提高数据计算、存储、智能处理和安全管控能力。 



浙江省互联网发展报告（2014 年度） 

77 

 

《文件》出台鼓励政府、企业、居民购买云服务的政策措施，培育发展云工

程与服务企业；重点支持公共云、工业云、政务云、健康云、安居云、教育云、

商务云、媒体云等应用服务，形成若干个在全国有示范意义的大数据、云服务的

商业模式。引导云工程与云服务产业链各环节龙头企业集聚发展，推进产业集聚，

形成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大数据、云服务产业集群，支持杭州、宁波等地高新区

建设成为各具特色的全国云工程与云服务产业示范基地。扶持创办专项业务的云

工程小微企业，支持在造纸、印染、医药、化工、蓄电池制造、制革等污染治理

任务较重的行业中应用云技术，推广绿色、安全、节约的现代制造方式，促进能

源节约和减少污染排放。 

《文件》要求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云服务。支持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企业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电子商务的云服务。合理布局

云数据中心。坚持“本地自用为主”的配建原则，综合考虑市场需求、能源供给、

网络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等多方因素，制订云数据中心与业务需求匹配的用能标

准准入门槛，择优支持不超过3000个标准机架、具有实际业务内容的中小型云数

据中心建设，防止无序发展。 

 

二、大数据 

在技术创新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随着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大数

据的概念越来越被广泛提及。而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大数据在互联网行业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互联网公司在日常运营中生成、

累积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这些数据的规模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不能用G或T来

衡量。 

无处不在的信息感知和采集终端为我们采集了海量的数据，而以云计算为代

表的计算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这就围绕个人和组织

的行为构建起了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平行的数字世界。事实上，大数据的影响并不

仅仅限于信息通信产业，而是正在“吞噬”和重构很多传统行业，广泛运用数据

分析手段管理和优化运营的公司其实质都是一个数据公司。社会各界越来越清楚

地意识到数据正在成为组织最重要的资产，数据分析能力正在成为组织的核心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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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因此，各个企业都在各重要领域积极展开了大数据研究，大数据应用的主

要需求集中在包括商机挖掘、竞争情报、客户维系、收入提升、开支减少、运营

管理改善等，其中商机挖掘和获得竞争情报是主要驱动因素。 

从应用方向上看，通过对大数据的储存、挖掘与分析，大数据在营销、企业

管理、数据标准化与情报分析等领域大有作为。从应用行业来看，大数据一方面

可以应用于客户服务水平提升及营销方式的改进，另一方面可以助力行业内企业

降低成本，提升运营效益，同时还能帮助企业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及新的市场商

机的发现。从对整个社会的价值来看，大数据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及灾难预警

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云计算、物联网

应用的日益丰富，大数据未来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为提高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产业

核心竞争力，2013年底，浙江省经信委正式公布26家“2013年浙江省重点产业技

术联盟”名单。以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AdTime）为依托单位的“浙江

省大数据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包含在此名单中。这意味着大数据应用产业将成为

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作为联盟依托单位，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在大数据应用领域上具有技

术与专利等方面的领先优势，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大数据商业化公司，是国内首个

专业从事大数据营销的企业，也是是浙江省大数据产品应用联盟的理事长单位。

泰一指尚以多维度聚合数据发布和精准数据分析技术为核心驱动，通过整合媒体

资源、分析互联网受众浏览访问行为，帮助客户快速、精准、多层次地覆盖目标

群体。 

浙江电信利用电信及互联网数据全面、多样、多源及大体量的特点，主要在

以下领域开展了相关大数据研究：一是内部精准营销、精益服务。主要基于客户

行为等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和客户画像，主要用于电信产品个性化精准营销、

套餐升级、客户维系、用户体验等，力求改善客户服务及感知；二是基于网络占

用分析，开展网络优化工作；三是内部精确管理，主要用于科学决策、科学网优

等方面；四是助力智慧城市，开展人群密集度判定、公共设施建设建议等。 

我省大数据产业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在充分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条

件下，将基础电信运营商掌握的部分有价值的数据通过服务的方式提供出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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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智慧城市的发展等；二是面向行业，结合运营商开展大数据分析的经验，充分

利用运营商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为行业客户提供包含大数据服务在内的综合

解决方案，并助力政府开发和建设大数据开放平台，多方合作，推动大数据产业

的发展。 

 

三、智慧城市 

201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把为民服务放在首位，持续探索创新智慧城市建设，

着力以智慧城市建设为重要推手，提升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提高市民生活品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竞争力。 

深化智慧城市示范试点项目建设。加快20个智慧城市示范试点项目建设进

程，在体制机制、资源共享、商务模式、技术创新、标准建设、产业带动、政策

研究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应用的智慧化程度和实效不断提高。首批13个项目在

2014年底前在一个县（市、区）实现全覆盖，构建形成“云、管、端”一体化的

智慧城市业务应用系统，并逐步推广。 

创新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投融资方式。《浙江省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项目管

理办法》要求，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创新资金使用模式，以按绩效奖励

和采购第三方云服务方式，安排省级财政资金，促进智慧城市项目的市场化运营，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继续推进与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拓展智慧城市投

融资渠道。深化落实部省“3+X”指导推进模式，积极争取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 

加强政策法规和标准建设。组织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法规和标准化建设专

项行动计划，重点抓好智慧城市建设急需的重大问题研究和智慧城市标准建设，

形成一批研究成果，以及10项以上技术、业务与监管流程融合的智慧城市相关标

准，并推进浙江省智慧城市保障办法前期立法工作。 

突出惠民、便民服务的效能提升。逐步通过管理手段和理念转变、应用深化、

技术进步和数据开发利用，来增强和凸显城市的管理和服务的实际效能，实现更

好地为民服务。信息惠民、便民服务成为2014年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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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为驱动大力发展智慧产业。发挥智慧城市建设示范业务创造的规模化

应用市场的优势，引进和培育一批网络技术骨干企业，在有条件的地区集聚形成

智慧产业基地。深化推进智慧城市大型软件（操作系统）领域的产业技术创新综

合试点，抓好已经部署的14家智慧城市领域企业研究院建设，并积极争取中国电

信、航天科工、中国四维、中电科技、思科等相关产业和研究机构落地浙江。 

《关于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4〕21号）提出未来智

慧城市的发展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信息技术在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环境监测、

信用服务、应急保障、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领域集成应用，促进社会

治理精细化，提高城市科学管理水平。大力推进智慧交通、智慧电网、智慧水务、

智慧健康、智慧安居等建设，按照“一揽子”解决问题的要求，开发云、管、端

一体化的专项业务操作系统，不断提升应用质量和水平，扩大城市应用的覆盖面，

实现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和公共服务智慧化。制订和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制度

和标准化建设行动计划，加快形成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法规体系和一批技术、业务

与监管流程融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发挥智慧城市示范业务创造

的规模化应用市场的优势，引进国内外知名网络信息企业来浙发展，支持我省网

络装备制造、软件及信息服务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一批创新能力突出、集聚发展

的智慧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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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浙江省互联网下一步工作重点 

 

2014 年，我省按照工信部、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总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下一步，将继续落实宽

带中国、两化深度融合、促进信息消费等国家战略实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

坚持以互联网管理为核心，着力突破最后一公里瓶颈，进一步推进宽带基础设施

建设；着力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行业管理，突出网络安全，全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着力务实管用，进一步提高应急通信（专用通信）保障能力和水平；着力

贯彻依法行政要求，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市场监管，全面提升服务质量；积极探索

和推进机关法治体系建设，不断深化行政管理改革，全面加强依法行政；进一步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以良好的作风保证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 

2015 年将重点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认真做好“十二五”规划评估和“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认真总结、全面评估“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确保规划明确的各项指标任

务如期完成，为“十三五”规划编制提练经验、提供依据。组织各电信运营商、

铁塔公司、重要互联网企业、设计院等相关单位成立“十三五”规划领导小组和

编制工作小组，深入开展规划编制前期相关课题调研，研究制定规划的总体思路

和发展目标，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为下一个五年全省信息通信业

发展布好局。 

二、以推动解决“最后一公里瓶颈”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宽带中国”战略

实施 

认真落实部署“宽带中国”2015 专项行动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通信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加快县域规划编制和实施。全面深化共建共享机制，强化对省铁

塔公司开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和协调。进一步推动 TD-LTE 和混合组网建

设力度，全面优化 4G 网络。修订完善推进光纤到户省标及执行流程，力争将无

线通信设施、光纤接入等纳入民用建筑通信设施建设规范，全面改善接入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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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进一步发挥通发办和质监专家队伍作用，强化光纤入户的质量监督。鼓励

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宽带接入市场，推动业务、服务创新。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浙

江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规定》纳入省一类立法项目。 

三、认真落实互联网行业管理职责，全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突出本职，进一步加大网络安全管理力度，在继续完善与相关部门、企业协

调、联动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网络安全预警、监测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工

作的指导和协调。以落实全国人大《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为抓手，突

出黑卡治理，创新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机制，电话用户真实身份登记

率达到 90%以上。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新形势，加强移动互联网应用商店和应用

程序安全管理。进一步加强域名、IP 地址、网站备案、网络安全防护定级备案、

接入环节管理等互联网行业基础管理工作，确保网站备案率达到 99.8%以上，备

案信息准确率达到 80%以上。充分发挥属地化管控平台一期工程作用，加快建成

管控平台二期工程，完善与各涉网管理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网络信息安全立

体化管理平台。 

四、全面提高应急通信保障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结历年应急保障经验和教训，紧紧围绕务实管用，探索应急通信保障投资

管理机制建设，修编配备标准、改进装备设施、完善运行机制，确保急时能用，

用时得力。依据《国家应急通信一类保障队伍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省内

一类保障队伍建设。结合铁塔公司实际，拓展应急保障网络，落实相应责任。继

续探索政企联动的投资新机制。加快推进网络信息安全民兵保障大队建设，进一

步充实队伍，搭建工作平台，规范运作。继续加强安全生产、通信建设、通信网

络运行安全的监督管理力度。加强对专用通信局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加快专用通

信网延伸工程建设进程。 

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服务管理新模式 

主动适应信息通信技术、业务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改变传统的行业监管思维，

坚持以互联网管理为核心，紧紧围绕宽带业务服务和用户维权，突出事中事后，

强化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企业宽带业务宣传，加快推动网速测试平台建设、认

证和移动网流量检测工作的开展。积极创造条件出台适合本省实际的服务标准，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围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立健全申、投诉受理新机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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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规范运行、高效务实。继续深入开展行风建设，强化对企业的责任考核，加大

服务质量对标检查和通报力度，推动行业不断改进服务，实现健康发展。 

六、加强法治机关建设，全面提高干部素质 

一是主动适应新形势下对信访、政务公开等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法治

理念，以解决信访、政务公开等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进一步创新方式，完善机制。

二是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和行政问责力度，着

力提高党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三是以落实依法行政要求为牵引，

进一步加强机关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加强依法行政和专业技能等能力培养，

全方位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四是进一步深化干部作风建设，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全面加强行政工作创新，着力打造法治机关。五是完善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

制，把纪检监察的重点从加强对具体事项的监督转到对履职情况的监督，从对事

的监督转到对人的监督，督促全局干部不断增强自觉性和执行力。六是进一步加

强内部制度建设和贯彻执行力度，全面强化政务督办工作，严格问责程序，确保

各项工作的落实。七是进一步做好党支部、工会工作，切实加强机关文化建设，

着力营造为民、务实、清廉的机关文化。充分发挥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行业协会、

学会、电信用户委员会的作用，为监管工作提供有效的支撑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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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浙江省互联网大事记 

 

1. 为清理整合和做大做强全省新闻手机报（移动新闻客户端），1 月 21 日，省

委宣传部、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通信管理局等部门联合下发意见。截至

2013 年底，全省共有手机报 153 份、用户数 294 万。其中，新闻类手机报

90 份，用户数约 262 万，包括用户超 1 万的新闻手机报 32 家；非新闻类手

机报 63 份，用户数约 32 万。经过清理整合，依据开办资质和市场准入，我

省关停了 81 份新闻手机报，74 份无开办资质的地方新闻手机报，分别纳入

浙江手机报、杭州手机报、宁波手机报、温州手机报。打造浙江手机报群，

扩大用户规模，推动内容改版，形成传播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截至 2014

年底，浙江手机报订阅用户数约 600 万。 

2. 2 月 21 日，省委互联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葛慧君出席会议并讲话，毛光烈副省长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

工作的重要批示和省委夏宝龙书记的指示要求，梁黎明副省长主持会议。省

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互联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各

市委宣传部分管互联网工作的副部长，各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列席会

议。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侨办、省通信管理局、浙江广电集团等 5 家成

员单位作了交流发言。 

3. 3 月 7 日至 5 月 28 日，省“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联合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完成 12 场“中国梦想 美丽浙江”——“五水

共治”大型网络系列访谈活动。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顾问、省治水办主任王

建满，副省长熊建平、黄旭明，省农办、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主

要负责人和各市市长（杭州、宁波为常务副市长）先后做客浙江在线网络直

播室，与广大网友就治水工作开展互动交流。系列网络访谈及相关专题页面

吸引超过 260 万人次点击关注，省内外 150 余家媒体转载报道访谈活动，形

成了“网络直播访谈、全媒体联动展示”的传播格局，取得良好成效。 

4. 3 月 19 日，浙江省互联网协会举办了“谁敢颠覆谁赢未来”座谈会，会议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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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互联网的低成本创新和营销转型升级这一主题开展。协会组织会员单位 10

余名企业家参与了本次论坛，BM 的高层领导针对高效、快捷、安全的 IBM

的 SaaS 服务等议题开展讨论。 

5. 3 月 28 日至 30 日，新浪网、新浪浙江和湖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了“睿见江南、

走读湖州”新浪名博走进湖州活动。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国家一级编剧陆天

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兼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来颖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黄

瑚等十多位文化名人和大“V”名博主参加活动，一同品读湖州的历史人文，

名人们还针对“传播自媒体时代文化声音与撰写高质量的文化专栏”进行了

交流和探讨。 

6.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领导，5 月 5 日，中共浙江省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省委书记夏宝龙任组长，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强，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来颖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7. 5 月 17 日，由省通信行业协会、通信学会、互联网协会共同举办的 517 纪念

活动，围绕“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邀请行业内专家进行分析和解

读，共计 100 多人次参加了本次活动，并在会上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8. 6 月 13 日，苏浙沪粤网络舆论引导协作会议在杭州召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来颖杰出席并主持会议。上海市

委、广东省委、江苏省委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建立苏浙沪粤

四省市网络舆论引导协作机制很有必要，有利于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形成舆

论引导合力，有效应对网上复杂的舆论形势。会上，四省市就建立通联机制、

网络舆情联动应对、加强沟通交流等方面工作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苏浙

沪粤网络舆论引导协作机制备忘录》，标志着苏浙沪粤四省市网络舆论引导

协作工作正式启动。 

9. 6 月 16 日，由省委、省政府授权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微信

“浙江发布”正式上线。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发来贺信，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葛慧君出席上线启动仪式并讲话。李强在贺信中指出，建设“浙江发布”

网络平台，顺应当前信息化浪潮和舆论传播格局变化，有利于加强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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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解读，通过与社会各界沟通互动，凝聚共识。希望各地各部门通力协

作，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创新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加快构建政务微博微

信矩阵，努力把“浙江发布”打造成权威信息发布的平台、热点事件回应的

平台、民生信息服务的平台，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作出新的贡献。 

10. 7 月 26 日下午，由浙江省互联网协会主办，杭州高新区、中新社浙江分社、

新华社浙江分社、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协办的“浙江

互联网二十年骨灰菜鸟会”在杭州召开。本次活动邀请了 100 多位浙江互联

网界创业精英、专家学者以及投资界资深人士，围绕“凝聚浙江互联网精英

共画浙江互联网蓝图”的主题展开交流，回顾浙江互联网二十年发展进程，

共同探讨下一个二十年发展趋势。 

11. 7 月 31 日，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浙江媒体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上线新闻

发布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来

颖杰，省公安厅副厅长华乃强，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徐建华，浙江日报编委、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总编辑李仁国通报介绍了我省筹备上线浙江媒体网站联

合辟谣平台的有关情况。来自中央、香港驻浙新闻机构和省市新闻媒体共 38

家 50 余位记者参加发布会。省政府门户网站、省新闻办官微“浙江发布”、

浙江在线、新蓝网对发布会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 

12. 7 月 31 日，由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钱江潮评”评论频道在浙江在线

新闻网站上线，同名微博（新浪、腾讯）、微信也同步上线。频道专设时评

头条（原创文章）、钱江微评（微博短评）、热点观察（转载评论）三个板块，

主要围绕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发表评论文章，

秉持“主流价值，浙江声音，众筹观点，百姓情怀”的定位，努力打造有态

度、有深度、有温度的网络评论品牌栏目。 

13. 8 月 11 日至 15 日，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治水办、省海经办共同主办了

“美丽浙江•美好生活”全国知名网络媒体采访活动。人民网、新华网、中

国广播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等中央新闻网站，新浪、搜狐、腾讯、网易、

凤凰网等商业网站，以及东方网、南方网、红网、齐鲁网、大河网等省（区、

市）新闻网站在内的 50 余家网络媒体 60 余名记者分成两路，赴杭州、宁波、

温州、湖州、嘉兴、金华、舟山、台州等地，采用图文音视频多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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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直播、专题联动、微博微信互动等宣传手段，生动反映我省各地落实省

委“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决策部署的主要举措和工作成效，有力

展示了“五水共治”、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巨大成就。 

14. 8 月 21 日，2014 华东政务微博微信峰会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优秀政务微

博微信的运营者、知名学者、网络达人代表约 200 人参加，共话建设清朗的

网络环境、打造透明务实高效便民的现代政务。目前经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

党政机构微博有 112,348 个，党政官员微博有 69,796 个；经腾讯微信平台认

证的政务微信已达 6000 个。浙江地区政务微博、微信的发展走在了全国前

列，截至 2014 年第一季度，浙江地区共开通党政机构微博 10,842 个，官员

微博 5695 个，党政机关微信公众号 438 个，居全国首位。峰会上，20 个政

务微博获评“华东政务微博影响力奖”，其中浙江占 7 个，分别是浙江发布、

之江先锋、浙江公安、浙江共青团、浙江卫生、浙江旅游、南太湖先锋。 

15. 9 月至 11 月，省委宣传部、省委外宣办、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省网络文化协会等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了以“美丽浙江•美好

生活”为主题的第五届网络文化活动季。活动采取省里统筹组织与各市自主

组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里统筹组织了七个活动项目，分别是：微力无穷

——“光阴的故事”来往图片扎堆大赛；五水共治、小微助力——“治水

DIY 明信片任你邮”大型公益活动；浙江省网络作家体验营；第四届互联网

法制道德知识竞赛；“外国人看浙江”——英文博客大赛；“网聚少年”网络

系列活动；第六届浙江省中小学信息技术创作大赛。 

16. 9 月 19 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美国股票市场有史以

来最大 IPO。首个交易日，阿里以 92.7 美元开盘，高出发行价 36%，并以

93.9 美元报收，较发行价上涨 38.1%。目前市值已达到 2600 亿美元，超过

Facebook、亚马逊等公司，仅次于谷歌，居全球互联网公司第二位，开启了

中国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新时代。 

17. 11 月 14 日，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桐乡乌镇举行“香樟树”网络联盟成立

仪式，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辽宁、浙江等省的 30 多名网

上“红色大 V”、“自干五”与省内 80 多名骨干网评员同聚一堂，共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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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区域性网上社会组织“香樟树”网络联盟，探讨“自干五”队伍建设工作，

共商网络正能量传播。 

18. 11 月 19 日至 21 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这

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也是世界互联网领域一次

盛况空前的高峰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词，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

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词。大会以“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为主题，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000 余名与会嘉宾代表

来自全世界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既有国际政要，也有业界领军人物。中国

BAT 和三大电信运营商等著名企业负责人，以及微软、三星、高通等国际网

络巨头负责人均出席大会。通过“华山论剑”、交流切磋、广泛合作，开启

了网络空间全球交流的中国主场，为国际互联网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19. 12 月 17 日，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在线新闻网站联合浙江省作家协会

共同打造的原创内容数字平台——“云端悦读•魔方书城”举行上线仪式。

作为全国首家由地方党媒和作协联合主办的原创文学阅读平台，“云端悦读•

魔方书城”的上线，标志着浙报传媒进军原创文学，也标志着全国原创网络

文学界增添了一支地方劲旅。上线仪式上，烽火连天、曹家三少等知名网络

作家和中国移动阅读基地、浙江在线新闻网站负责人等共同签署了《绿色网

络文化建设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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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4 年浙江省互联网发展基

础数据 

 

图表 99  2014 年浙江省电信通信能力 

指标名称 合计 单位 

光缆线路长度 165.7 万公里 

其中：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2.6 万公里 

本地网中继光缆线路长度 86.6 万公里 

接入网光缆线路长度 76.5 万公里 

移动电话基站数 14.3 万个 

其中： 3G 基站数 9.2 万个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2632.6 万个 

其中： 

xDSL 端口 951.9 万个 

LAN 端口 453.1 万个 

FTTH/O 端口 1135.9 万个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100  2014 年浙江省通信行业主要指标统计数据 

指标名称 合计 单位 

固定电话用户合计 1641.9 万户 

其中： 
城市电话用户 1128.5 万户 

农村电话用户 513.4 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合计 7370.6 万户 

其中： 

3G 移动电话用户 2554.0 万户 

4G 移动电话用户 947.2 万户 

移动转售业务用户 0.7 万户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1276.1 万户 

其中： 

xDSL 用户 379.7 万户 

LAN 用户 416.2 万户 

FTTH/O 用户 478.5 万户 

WLAN 用户 177.5 万户 

移动互联网用户   5064.7 万户 

其中：  

3G 上网用户 2469.0 万户 

无线上网卡用户 124.8 万户 

手机上网用户 4939.8 万户 

固定电话普及率 30.0 线/百人 

移动电话普及率 134.6 部/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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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101  2014 年浙江省各地市网站接入数量分布情况 

编号 城市 
本省接入顶级域

名数（个） 

本省接入本省主

体数（个） 

本省接入外省主

体数（个） 

1 杭州市 866047 99178 688629 

2 宁波市 12531 7065 4581 

3 温州市 50995 10845 39276 

4 嘉兴市 2159 1436 311 

5 湖州市 6363 1984 4098 

6 绍兴市 45514 11467 32670 

7 金华市 10554 2645 5705 

8 衢州市 2518 893 1543 

9 舟山市 704 577 55 

10 台州市 4865 2828 1773 

11 丽水市 3927 1036 2554 

 合计 1006177 139954 781195 

注：本表根据全省各地市接入服务企业实际接入的网站数量来进行统计，包含在本省和外省备案

的网站主体。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102  2014 年浙江省各地市网站备案主体分布情况 

编号 城市 本省主体数（个） 本省主体开办网站数（个） 

1 杭州市 56264 76643 

2 宁波市 31575 37323 

3 温州市 30201 38379 

4 嘉兴市 12807 16537 

5 湖州市 6233 7443 

6 绍兴市 11857 13673 

7 金华市 21946 27619 

8 衢州市 3651 4329 

9 舟山市 2134 2505 

10 台州市 15338 18807 

11 丽水市 3199 3986 

12 未知地市 1397 1413 

 合计 196602 248657 

注：本表根据工信部网站备案系统中备案网站在浙江省内的主体来进行统计，包含接入在省内和

省内的主体数；未知地市是指工信部备案系统中存在的主体无明确归属地市的数据。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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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浙江省最受欢迎网站排行榜 

 

图表 103  2014 年浙江省新闻网站关注度排行 

网站名称 网址 排名 

浙江在线 zjol.com.cn 1 

钱报网 qjwb.com.cn 2 

温州网 66wz.com 3 

新蓝网 cztv.com 4 

温都网 wzdsb.net 5 

杭州网 hangzhou.com.cn 6 

中国宁波网 cnnb.com.cn 7 

中国台州网 taizhou.com.cn 8 

宁波广电网 nbtv.cn 9 

金华新闻网 jhnews.com.cn 10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104  2014 年浙江省电子商务网站关注度排行 

网站名称 网址 排名 

淘宝网 taobao.com 1 

支付宝 alipay.com 2 

天猫 tmall.com 3 

阿里巴巴 1688.com 1688.com 4 

淘淘搜 taotaosou.com 5 

蘑菇街 mogujie.com 6 

阿里巴巴.com alibaba.com 7 

贝贝网 beibei.com 8 

一淘网 etao.com 9 

米折网 mizhe.com 10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105  2014 年浙江省论坛关注度排行 

网站名称 网址 排名 

19 楼 19lou.com 1 

绍兴 E 网 e0575.com 2 

柒零叁网 703804.com 3 

南太湖 nantaihu.com 4 

新昌信息港 xc.zj.cn 5 

大舟山 dazhoushan.c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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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名称 网址 排名 

上虞论坛 0575bbs.com 7 

嘉兴第九区 jx09.com 8 

龙的天空 lkong.net 9 

临海在线 lh168.net 10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图表 106  2014 年浙江省网民对全国网站关注度排行 

网站名称 网址 排名 

腾讯网 qq.com 1 

淘宝网 taobao.com 2 

网易 163.com 3 

苹果网 apple.com 4 

支付宝 alipay.com 5 

PPStream ppstream.com 6 

天猫 tmall.com 7 

百度 Baidu.com 8 

搜狐 sohu.com 9 

新浪网 sina.com 10 

优酷 youku.com 11 

阿里云 aliyun.com 12 

阿里巴巴 1688.com 1688.com 13 

阿里巴巴.com alibaba.com 14 

360 安全中心 360.cn 15 

爱奇艺 iqiyi.com 16 

微博 weibo.com 17 

京东网上商城 jd.com 18 

酷狗音乐 kugou.com 19 

乐视网 letv.com 20 

PPTV 聚力 pplive.com 21 

凤凰网 ifeng.com 22 

搜狗搜索引擎 sogou.com 23 

YY 直播 yy.com 24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cn 25 

酷我音乐 kuwo.cn 26 

暴风影音 baofeng.net 27 

网易 126 126.net 28 

起点中文网 qidian.com 29 

4399 小游戏 4399.com 30 

芒果 TV imgo.tv 31 

毒霸网址大全 duba.com 32 

2345 网址导航 2345.com 33 

战网 battlenet.com.cn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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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名称 网址 排名 

139 上网导航 139site.com 35 

风行网 funshion.com 36 

中国天气网 weather.com.cn 37 

斗鱼 TV douyutv.com 38 

Hao123 hao123.com 39 

东方财富网 eastmoney.com 40 

QQ 空间 qzone.com 41 

易博 emarbox.com 42 

豌豆荚 wandoujia.com 43 

央视网 cntv.cn 44 

土豆 tudou.com 45 

拍拍网 paipai.com 46 

虎扑体育 hupu.com 47 

汽车之家 autohome.com.cn 48 

太平洋电脑网 pconline.com.cn 49 

人民网 people.com.cn 50 

数据来源：浙江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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