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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软件技术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软件技

术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软件技术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软件技术行业的现状、中国软件

技术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软件技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软件技术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软件技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软件技术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软件技术是一个发展变化非常快的行业，软件人才要按照企业和领域需求来确定培养的方

向。高校一方面保证课程设置与软件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另一方面坚持利用转、合、撤、

拆的原则，降低专业课程中理论教学的比例，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优化课程结构，形成合

理的、科学的课程体系；针对高职学生，学校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强调其技能培

养，注重课程安排的合理性。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软件技术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2

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累计值达46266.3亿元，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增长10.9%。         指标 

 2022年6月   2022年5月   2022年4月   2022年3月   2022年2月       软件业务收入累计值(亿元)  

46266.3   36183.9   27735.3   20059.7   11791.9       软件业务收入累计增长(%)   10.9   10.6   10.8   11.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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