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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恒

2017年工业通信业
标准化工作要点确定

全国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工作座谈会特刊

工信部四川省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

发布 《2017 年工业通信业标准化

工作要点》（以下简称 《要点》），

确定今年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要

点，含六项重点任务：深入落实标准

化改革措施，构建新型标准体系；实

施标准化提升工程，加快相关标准

制定；强化标准体系建设，综合推进

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提高国际标

准转化率，推动我国标准“走出

去”；加强标准的宣传与实施，有

效发挥标准作用；持续提升标准化

管理水平，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要点》 指出，实施工业基础

标准化提升工程。重点针对高档数

控机床等高端制造业配套的基础领

域，鼓励和引导生产企业联合用户

和整机企业等共同开展核心基础零

部件 （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

产业技术基础标准的制定，加快先

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和前沿

新材料标准的制定。《要点》 还指

出实施智能制造标准化提升工程。

以服务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系统构建

为目标，深入分析产业发展中的标

准化需求，加强智能制造标准化工

作的统筹协调，修订完善《国家智

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

将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纳入两化融合

中。紧密围绕智能工厂、智能服

务、工业软件、大数据和工业互联

网等重点领域，凝聚产学研用各

方、产业生态系统各环节共同开展

基础通用、关键核心技术标准制

定，构建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技术

体系。 （布 轩）

本报讯 3月16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会见四川省省长尹

力一行。四川省副省长刘捷，工业

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

斌出席会谈。

苗圩对四川省大力实施多点多

极支撑、创新驱动“三大发展战

略”、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

以及“十二五”期间所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肯定。苗圩强调，四川

省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 2025”，

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

新兴产业，促进两化深度融合，聚

焦优势产业，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

的提升，推进产业链从低端向中高

端迈进。同时，发挥好三线军工企

业集中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军民

融合产业，做好军民融合发展的大

文章。苗圩感谢四川省多年来对工

业和信息化部工作的支持，并表示

将一如既往支持四川发展。辛国斌

对于四川省提出的有关事项逐一作

出了回应。

尹力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

以来对四川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关

心支持。刘捷介绍了四川省工业发

展情况，提出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

给予支持的有关事项。

会谈后，苗圩、尹力分别代表

部、省签署《加快推进四川先进制造

强省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重点在推进先进制造业

创新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

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干部

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省国防科工办，工

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规划司、科

技司、原材料工业司、装备工业

司、电子信息司、信息通信发展司

负责人参加会谈和签约。（耀 文）

“300 多年的‘张小泉’剪刀为

何拼不过100年的瑞士军刀？”这是

“两会”期间热议的话题之一，有代

表委员为“张小泉”支招：利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提高质量、瞄准市场、

优化渠道、重塑品牌。随着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不断应用，其在提升传统

行业企业运行效率、增加产品和服

务的附加价值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渐

显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

出，“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加

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

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当前，通过政策引导和各方努

力，在我国，互联网已广泛融入研发

设计各环节，关键产品和装备智能

化步伐越来越加快。工信部数据统

计显示，2016年我国企业数字化研

发工具普及率达到 61.8%，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达到 33.3%。工信部部

长苗圩表示，要深化制造业和互联

网融合发展，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

式。把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摆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突

出位置，聚焦智能制造主攻方向，打

好政策措施组合拳，培育融合发展

新生态，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

融合催生新动能

当前，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步伐不断加快，在激发“双创”活

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已初显成效，

但仍存在平台支撑不足、核心技术

薄弱、应用水平不高、安全保障有

待加强、体制机制亟须完善等问

题。2016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6〕28号，简称

“28号文”）。

对此，苗圩表示，工信部起草并

推动出台“28号文”，就是立足于制

造强国战略目标，响应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决策，应对经

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最大特征，按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

发展理念的要求，统筹推进“中国

制造2025+互联网+双创”，加快制

造强国建设，做出的前瞻性、战略

性部署。“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是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关键

结合点。”苗圩强调。

业内专家认为，推动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

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首先，要打

造两类“双创”平台，一类是制造企

业基于互联网的“双创”平台，它既

服务于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也为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提供服务。一类

是由互联网企业和电信运营商打造

的面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双创”

平台。其次，培育三种新的模式，分

别是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

和服务型制造。 （下转第6版）

谱写两化深度融合新篇章
——写在全国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

本报讯 记者陈艳敏报道：中

国制造企业双创发展联盟成立大会

暨高峰论坛 3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出席并致辞。

本次大会由工信部指导，中国制造

企业双创发展联盟主办。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双

创”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

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

文章，发展智能制造，带动更多人创

新创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双创”是以创业创新带

动就业的有效方式，是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和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

量。“双创”已成为我国应对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制造业

提质增效升级的现实选择。制造业

是“双创”的主战场，制造业“双创”

是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

重要抓手，是激发制造业创新活力、

发展潜力、转型动力的重要举措，是

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选

择，是加快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

设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制造业

“双创”工作已全面铺开，大企业“双

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初步

成果，探索出协同创新型、管理变革

型、产业链整合型平台建设模式，创

新发展的良好生态正在形成。

中国制造企业双创发展联盟

（简称“联盟”）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导下，整合多方资源打造的跨行

业、跨领域、新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

专业性社团组织，由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信

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海尔集团、北京索为系统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万向集团公司研究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共同发起成立。 （下转第6版）

中国制造企业双创发展联盟在京成立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出席并致辞

张鹏张鹏摄摄

本报讯 记者邓聪报道：3 月

20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

院、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公司联合主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规划司、北京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

委员会支持的“新兴产业百人会”成

立大会暨北斗产业发展论坛在北京

成功召开。

“新兴产业百人会”是在工业和

信息化部规划司指导下，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和中国中信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一批有志于推进中

国新兴产业发展的知名专家学者、

企业家等共同发起的非官方、非盈

利、公益性产业研究和交流平台，致

力于前瞻研判全球新兴产业发展趋

势，深度解析国内新兴产业领域面

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聚焦研究中

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加

快推进实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

略汇聚思想、贡献智慧。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辛国斌指

出，新兴产业百人会成立是我国新

兴产业发展中一件很有意义的大

事。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衰退往往

孕育着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

火如荼，全球正在步入一个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发达

国家及一些新兴国家纷纷加强新兴

产业领域战略布局，我国未来必须紧

紧抓住历史机遇，集聚优势资源和力

量，开创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局面。下

一步，工信部将加快推动重点新兴产

业领域的政策规划落实，做大做强新

兴产业集聚集群。辛国斌希望“新兴

产业百人会”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持续做好新兴产业重大问题

研究。宣传贯彻国家政策，有效引

导新兴产业发展。 （下转第6版）

“新兴产业百人会”
在北京成立

强化规划引领 深化融合发展 支撑两个强国战略
——访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

加快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发展

对于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至关

重要。2017 年是“十三五”发展的

重要一年，如何贯彻落实好《信息化

和 工 业 化 融 合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软件和信息技

术 服 务 业 发 展 规 划（2016-2020

年）》和《大 数 据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这三个规划？如

何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

大文章？如何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培育新动能？针对业界关注的热

点问题，在全国信息化和软件服务

业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中国电子

报》记者专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

记者：《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6〕28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已发布近一年时间，如何进一
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推动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向深层次发展？

谢少锋：《指导意见》的总体定

位是协同推进《中国制造 2025》、

“互联网+”和“双创”，形成培育壮

大新动能与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互促

共进的良性循环，催生一场“新工业

革命”。《指导意见》出台后，我们下

大力气抓宣贯解读和推动落实，目

前已有近 20 个省份出台了制造业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实施方案，大部

分省份将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任务纳入本地区“十三五”发展规

划。通过部省协同、多措并举，着力

营造融合发展良好环境，已取得初

步成效。今年我们将继续把《指导

意见》的贯彻落实作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结合全面落实《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做好两化融合这篇大文章。开展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鼓励有实力的科研机构和成熟企业

先行先试、突破重点、共享经验，逐

步形成“尝试突破+分享推广”的融

合发展路径。积极推动融合关键技

术突破，引导融合创新模式实践，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今年还要出台指

导性政策文件，进一步推广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加强对企业贯标试点、

评定的跟踪指导和监督管理。

记者：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保持着快速发展态势，但产业实现
由大变强还面临不少挑战，任务繁
重而艰巨。如何贯彻落实好《软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年）》，进一步提升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能力？

谢少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传统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软件

的核心作用正在向各领域加速融

合渗透，“软件定义”无处不在。为

政贵在行，凡事要落在实处。我们

将按照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部署，抓好规划任务的落实，做

好重点任务目标的分解，把规划变

成年度计划，把计划变成具体行

动，着力突破核心技术、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顾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