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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疫情影响进一步促进信息服务 
和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促进消费

潜力释放，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扩大升级信息服务和消费，壮大

发展新动能，建设数字广东、网络强省，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1. 提速 5G 网络建设。全面提速 5G 网络建设，确保 2020

年三季度末提前完成 4.8 万座 5G 基站建设计划，力争 2020 年全

省建设 6 万座 5G 基站。5G 用户数达到 2000 万，实现珠三角 9

市乡镇、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县城 5G 网络覆盖，覆盖全省 90%以

上人口。年内珠三角建成世界级无线宽带城市群，全面建设 5G 

SA（独立组网），建设 100 个以上面向垂直领域 5G 应用示范场

景。推进 5G 专网建设，在政务、公安、应急管理、电网、高速

公路、船舶、钢铁、石化、油气管道、专业园区等重点行业和领

域试点建设 10 个以上 5G 专网。支持地市出台加快 5G 基站建设

的扶持政策。 

2. 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鼓励电信和广电运营企业加快

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覆盖民族地区、原中央苏区和革命

老区。2020 年底实现全省所有 20 户以上自然村宽带网络全覆盖。

省级财政给予电信和广电运营企业每个自然村新开通光网建设3

万元事后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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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动光网提速提质降费。深入推进全光网省建设，全省

光纤用户免费、免申请提速至 100Mbps，推进千兆宽带进住宅小

区、商务楼宇。推动基础电信企业进一步降低网络资费，实现

2020 年中小企业宽带和中小企业专线平均资费较 2019 年底均降

低 15%。 

4. 建设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科学合理、统筹规划全省数据

中心建设，承建数据中心的地市能耗指标向 5G 数据中心倾斜，

保障 5G 网络建设。鼓励运营商和相关企业优先在粤东粤西粤北

布局建设数据中心。加强广州超算中心、深圳超算中心、深圳鹏

城实验室“云脑”、横琴先进智能计算平台等超算中心建设，为

人工智能应用提供算力支撑。广州市加快创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

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建设人、车、路协同的车联网

设施。在城市中心区域积极推动智慧灯杆建设。完善全省 NB-IoT

物联网建设，2020 年底全省 NB-IoT 基站达到 7 万座，实现珠三

角地区 NB-IoT 网络普遍覆盖。 

二、促进行业信息服务和消费 

5. 突出发展智慧医疗。加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在公共卫生安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

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公共卫生管理能力。到 2020 年底，全省 100

家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实现 5G 网络覆盖。加快全省线上线下分级

诊疗服务和医联体建设，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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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医联体、互联网医院、药房、商保的信息共享，积极发展远

程医疗，开展网上预约、挂号、分诊、候诊、支付和问诊咨询等

网络医疗服务。 

6. 大力发展智慧教育。积极有序推进 5G、超高清视频技术

等在教育领域普及应用，支持省内企业与学校合作建设网络教育

平台，鼓励发展基于有线电视网的智慧教育，支持多终端在线教

育。力争到 2020 年底实现 5G 网络对省、市、县（市、区）各

类学校普遍覆盖，建成省市两级教育专网，实现省市两级教育行

政部门高清视频会议覆盖，省内公办学校实现网络教育平台全覆

盖，鼓励民办学校建立网络教育平台。建设智慧校园、智慧课堂，

探索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等

信息技术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 

7. 提升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快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公安、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的政

务信息化建设，强化应急管理信息能力，推行“不见面”审批等

新模式。加快 5G+4K/8K 超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普及应用，积极推

进区块链在食品药品监管、农产品溯源、慈善捐赠等环节的应用。

加大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项目建设力度，开辟绿色通道，全面提速

项目立项与建设进度。 

8. 扩大工业企业信息服务和消费。强化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的工业技术改造，推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制造业

各环节深入应用，发展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制

造模式，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促进企业降本节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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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增效。加快工业集聚区 5G 网络建设，力争到 2020 年底实现

所有县级以上工业园区和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工业企

业 5G 网络全覆盖。制定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目录及标准，

支持工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云化软件产品和服务，到

2020年底推动1.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加快数

字化转型。采取服务券补助的方式支持工业企业购买工业互联网

应用服务。鼓励市、县（市、区）、镇对服务券奖补项目进行配

套支持。 

9. 加快发展智慧交通。省内新建、改扩建的铁路、高速公

路、地铁、城轨、机场、港口、公路客货运站场等重要交通枢纽

场所与干线，实行交通设施与 5G 基站、光纤网络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加快推进现有重要交通枢纽场所与干线

5G 网络建设。推进智能传感器、机器人、无人机、北斗卫星导

航等新技术、新产品在交通枢纽场所与干线的普及应用，建设智

能高效、安全可靠、反应快速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2020 年建

设 20 个智慧交通示范项目。 

10. 扩大文旅商贸信息服务和消费。加快推进全省 3A 级以

上景区、大型体育场馆、四星级以上宾馆、大型展会场所的 5G

网络覆盖和超高清视频应用。推进文化、体育等俱乐部 5G 网络

覆盖，推动文化体育服务在线精准推送。2020 年支持建设 100

个以上超高清视频应用示范项目。省级以上大型体育赛事、文化

节庆活动以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2020 世界超高清视频

（4K/8K）产业发展大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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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中国电子信息博览

会、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021 年亚青会等

重大活动均开通 5G+超高清视频、AR/VR 直播。 

11. 加快发展智慧能源。推动全省能源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

设施深度融合、同步建设，推动智能传感器、AI 机器人、巡检

无人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电网、气网、热网、油气管道等能源

网络中的规模化应用。推进水电、煤电、风电、充电设施制造等

企业智能化升级。积极推进 NB-IoT 等物联网技术在水、气、热、

电的自动集采集抄应用，实现远程采集、数据共享。 

12. 发展智慧环保。综合利用 5G、NB-IoT、地理信息系统、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智能感知等信息技术，建设全省大气环境监

测预警、水环境质量监测、生态环境监测等网络，对大气、河流、

湖泊、工业区等重点污染源实施源头减排、实时监测和闭环管理。

加快全省生态环境智慧云平台建设，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

监测感知网、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以及生态环境综合决策指挥平

台。加快建立省、市、县（市、区）三级联动的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预警和应急指挥平台，提高预警和应急指挥水平。到 2020 年

底，重点排污单位可纳入安装联网考核的监控覆盖率达 97%以上。 

13. 扩大农业信息服务和消费。加强农业信息服务和消费基

础性建设，统筹推进广东“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平台建设。加快

规划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大数据中心，实施“大湾区菜篮子

车尾箱”工程，建设数字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大力推动全省储备

粮设施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支持电子商务在农业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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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成立农业农村短视频制

作推广中心，运用“短视频+网红”模式，创立“采购商网络直

通车”“采购商网络会客室”“网红直播间”及短视频营销等鲜

活载体，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举办中国食品配料品国际（网

络）博览会、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大湾区农产品电商节、消费扶贫

月网上行等活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支持培育数字农业示范县、

农业跨境电商示范区、短视频网红小镇等产业信息化集聚区。加

强农村广播体系建设，丰富时事性、知识性、欣赏性、参与性强

的广播内容。 

14. 发展智慧生活。支持市、县（市、区）政府部门建设，

乡镇（街道）、村（社区）运用面向疫情防控、群防群治需要的

社区型家庭生活信息平台，提供 O2O 模式的购物、餐饮、配送、

健康医疗、幼儿教育、心理疏导、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支持市、

县（市、区）政府部门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

台，提供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居家养老服务。依托

社区构建网格化、智能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提升治安管理与应急处置能力。普及社区

智能快递投递箱建设，便利居民进行网上消费。大力开展智慧社

区建设，推进智慧乡村（社区）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三、促进个人和家庭信息服务和消费 

15. 扩大 5G 手机和 4K/8K 超高清电视消费。鼓励电信运营

企业、手机与电视生产企业联合开展 5G 手机、4K/8K 超高清电

视促销、以旧换新等活动。对发展 5G 用户成效显著的电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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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给予事后奖励。 

16. 加快发展信息内容消费。发展网络音乐、短视频、社交、

文学、影视、戏剧、艺术、动漫、体育节目、电竞等网络数字产

品消费，推动 5G+超高清+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普及应用，新建 20 个在线院

线、数字博物馆等数字文化项目，并向全省免费开放。推进线上

数字图书馆建设，支持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建设。 

17. 丰富 4K/8K 节目消费。省广播电视企业、IPTV 运营企

业、国有互联网企业加大节目内容供给，为省内家庭免费提供为

期半年的影片、赛事、娱乐等超高清视频节目，鼓励民营互联网

企业免费提供优质超高清视频节目。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加大支持力度，对新增 2000 小时以上免费观看节目时长

的企业给予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奖励。 

四、加强信息服务和消费产品供给 

18. 夯实信息技术产业基础。做强做大传感器、元器件、5G、

超高清视频、智能终端、物联网、汽车电子等重点信息技术产业，

将芯片设计与制造、第三代半导体、关键电子元器件、关键零部

件、关键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纳入财政资金扶持范围。省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对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化

成效明显的企事业单位给予扶持。支持“链主型”“主导型”企

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开展芯片－整机、关键

原材料/零部件－整机、产业链上下游等供需对接、产业协作、

市场推广等活动，提升产业链规模、质量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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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培育发展新型信息服务和消费产品。大力发展面向公共

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领域的医疗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救援无人

机、搬运无人车、应急指挥终端等急需产品。鼓励企业围绕云消

费、视频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即时社交消费等领域，加强数字

创意内容、社区生活服务、大数据交易服务、垂直领域信息服务

等信息内容供给，加快发展高端化、融合化信息产品。支持企业

研发制造 5G 专网传输设备与智能终端产品。对提供重点新型信

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择优在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中给予支持。支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加大新

型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应用力度。 

五、加强政策措施扶持 

20. 加强 5G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技术指引。围绕 5G 垂直

领域示范应用关键共性技术、设备研制和行业技术标准，在部省

联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宽带通信和新型网络”重点专项及省重

点领域研发计划“新一代通信与网络”重大专项等部署一批重大

重点项目，支持省社会发展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和骨干龙头企业、

高水平研发机构等创新主体，率先开展适应垂直行业融合场景下

的研究和示范应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指引和行业“一站

式”解决方案。 

21. 降低 5G 基站建设运营成本。各地政府与当地铁塔企业、

电信和广电运营企业建立政企联动协调机制，及时解决网络建设

问题。落实全省基站用电纳入一般工商业用电优惠政策，简化基

站转供电改直供电程序，到 2020 年底具备条件的基站转供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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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供电完成率达到 80%、2021 年底达到 100%。各地市政府将

5G 站址纳入各级城乡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和修建性

详细规划中，在基站建设规划报批和施工报建中提供“绿色通道”。

省发展改革委制订出台全省基站收费标准，推动全省各级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共场所，以及省内高速公路、地铁、

城轨、机场等交通站点与干线免费开放支持 5G 基站（含 2/3/4G

基站）建设，免收租金等费用。推动央企免费开放所属物业支持

我省信息基础设施发展。 

22. 加强宽带专网频率资源保障。持续推进 1.8GHz 频段专

网在轨道交通、机场、港口、智能工厂等行业场景应用。向国家

申请 1.4GHz 频段，推进全省政务试点应用。向国家申请开展 5.9

—7.1GHz 频段专网试验，探索面向政务、公安、应急管理、电

网、高速公路、重大装备制造、专业园区等重点领域的 5G 专网

试点应用。 

23. 强化财政扶持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强对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

与带动作用，加大投资与应用的力度，形成重点领域突破效应。

扩大技术改造奖补范围，鼓励企业开展信息化改造，将省内工业

企业生产经营中更新改造的智能传感器、5G 模块、网络设备等

关键设备器件和技术改造项目设备配套的 CAD、CAE 等工业软

件纳入现有工业企业技改奖补范围。统筹利用省级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品、优秀信息服

务和消费项目给予事后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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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强金融支持。鼓励互联网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创新信息消费金融信贷产品，为企业和个人购买的信息消费产品

与服务，提供灵活便捷、低息或免息的按揭贷款服务。支持供应

链金融企业加强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支持，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低息

贷款，缓解资金困难。 

25. 强化信息服务和消费宣传引导。依托“粤省事”“粤商

通”、政务服务网等公共服务平台的“政策发布专区”和省内广

播电视频道，及时发布信息服务和消费产品目录、服务清单和相

关政策，为个人和企业信息服务和消费提供便利和引导。 

以上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执行期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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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工表 
 

序号 政策措施 负责单位 

1 提速 5G 网络

建设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信管理局、广电

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公安厅、交

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南方

电网 

2 完善乡村信息

基础设施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通信管理

局、广电局、农业农村厅 

3 推动光网提速

提质降费 
省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广电

局、住房城乡建设厅 

4 建设新型信息

基础设施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信管理局、住房

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发展改革委、

科技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5 突出发展智慧

医疗 
省卫生健康委、医保局、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6 大力发展智慧

教育 

省教育厅、科技厅、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广电局、通信管

理局 

7 提升数字政府

建设水平 

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

公安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市场监管局、

药监局、民政厅 

8 
扩大工业企业

信息服务和消

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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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快发展智慧

交通 

省交通运输厅、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通信管

理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各地级以

上市人民政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州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 

10 
扩大文旅商贸

信息服务和消

费 

省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商务厅、广

电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地级以上市

人民政府 

11 加快发展智慧

能源 

省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各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南方电网 

12 发展智慧环保 
省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13 扩大农业信息

服务和消费 
省农业农村厅、商务厅、工业和信息化

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14 发展智慧生活 

省民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政务

服务数据管理局、公安厅、科技厅、商

务厅、农业农村厅，各地级以上市人民

政府 

15 
扩大 5G 手机

和 4K/8K 超高

清电视消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电局、财政厅、

通信管理局 

16 加快发展信息

内容消费 

省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工业和信息

化厅、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通信管理

局、广电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17 丰富 4K/8K 节

目消费 
省广电局、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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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夯实信息技术

产业基础 
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19 
培育发展新型

信息服务和消

费产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卫生健康委、教育厅、文

化和旅游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应

急管理厅、国资委，各地级以上市人民

政府 

20 
加强 5G 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

和技术指引 
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 

21 降低 5G 基站

建设运营成本 

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

资源厅、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

市场监管局、通信管理局，各地级以上

市人民政府，南方电网 

22 加强宽带专网

频率资源保障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3 
强化财政扶持

和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 

24 加强金融支持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广东银保监局 

25 
强化信息服务

和消费宣传引

导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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