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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我国宏观环境持续好转，内需

企稳回暖，外需逐步复苏，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步伐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较快增长，生产与

投资增速在工业各行业中保持领先水平，出

口形势明显好转，效益质量持续提升。

生产情况

生产保持较快增长。2017年，规模以上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3.8%，

增速比 2016 年加快 3.8 个百分点；快于全部

规模以上工业增速7.2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7%。其中，12月份增速

为12.4%，比11月份回落2.6个百分点。

出口形势有所好转。2017年，出口交货

值同比增长 14.2%（2016 年为下降 0.1%），快

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 3.5个

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比重为

41.4%。其中，12 月份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3.2%，比11月份回落3.4个百分点。

通信设备行业生产、出口保持较快增

长。2017 年，生产手机 19 亿部，比上年增长

1.6%，增速比 2016 年回落 18.7 个百分点；其

中智能手机 14 亿部，比上年增长 0.7%，占全

部手机产量比重为74.3%。实现出口交货值

比上年增长 13.9%，增速比 2016 年加快 10.5

个百分点。

计算机行业生产、出口情况明显好转。

2017年，生产微型计算机设备30678万台，比

上年增长6.8%（2016年为下降9.6%）。其中，

笔记本电脑 17244 万台，比上年增长 7.0%；

平板电脑 8628 万台，比上年增长 4.4%。实

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9.7%（2016年为下

降5.4%）。

家用视听行业生产持续低迷，出口增速

加快。2017年，生产彩色电视机17233万台，

比上年增长 1.6%，增速比 2016 年回落 7.1 个

百分点。其中，液晶电视机16901万台，比上

年增长1.2%；智能电视10931万台，比上年增

长 6.9%，占彩电产量比重为 63.4%。实现出

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 11.8%，同比加快 10 个

百分点。

电子元件行业生产稳中有升，出口增速

加快。2017年，生产电子元件44071亿只，比

上年增长17.8%。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

长20.7%，增速比2016年加快18.1个百分点。

电子器件行业生产、出口实现快速增

长。2017 年，生产集成电路 1565 亿块，比上

年增长18.2%。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增长

15.1%（2016年为下降0.7%）。

效益情况

行业效益持续改善。2017年，全行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13.2%，增速比

2016 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比上年

增长 22.9%，增速比 2016 年提高 10.1 个百分

点。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5.16%，比上年

提高 0.41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 16.4%，比上

年扩大1.7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比上

年下降4.6%。2017年末，全行业应收账款比

上年增长 16.4%，高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

幅 3.2 个百分点；产成品存货比上年增长

10.4%，增速同比加快7.6个百分点。

运行质量进一步提升。2017年，电子信

息制造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费

用合计为 95.63元，比上年减少 0.24元；产成

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2.9 天，比上年减少 0.4

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周期为71.1天，比上年

增加 2.7天。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

入为131.4元，比上年增加7.3元；人均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为119.8万元，比上年增加11.2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57.3%，比上年下降 0.2 个

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

电子信息制造业 500 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增长 25.3%，增速比

2016 年加快 9.5 个百分点，连续 10 个月保持

20%以上高位增长。电子信息制造业本年

新增固定资产同比增长 35.3%（2016 年为下

降10.9%）。

通信设备、电子器件行业投资增势突

出。2017年，整机行业中通信设备投资较快

增长，完成投资比上年增长46.4%，同比加快

16.1 个百分点；家用视听行业完成投资比上

年增长7.6%；电子计算机行业完成投资比上

年下降 2.3%。电子器件行业完成投资比上

年增长 29.9%；电子元件行业完成投资比上

年增长19.0%。

内资企业投资增长较快。2017年，内资

企业完成投资比上年增长 29.1%，其中国有

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增长较快，增速分别为

40.5%和 32.5%。我国港澳台企业完成投资

比上年增长10.5%。外商投资企业完成投资

比上年增长13.7%。

西部地区投资增速领跑，东北地区投资

明显好转。2017 年，东部地区投资增长平

稳，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7.1%，增速比2016年

回落 1.6个百分点，其中河北、广东投资增长

较快，分别增长 46.4%和 41.9%；中部地区投

资增长较快，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5.7%，增速

比 2016 年提高 11.7 个百分点，其中江西、安

徽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 76.2%和 24.6%；

西部地区投资增速领跑，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46.1%，增速比2016年提高26.3个百分点，其

中云南、贵州、四川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分别

增长 338.9%、120.9%和 118.0%；东北地区投

资由降转升，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39.7%（2016

年为下降 29.6%），黑龙江、辽宁投资分别增

长109.7%和60.8%。

2017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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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路和目标

《指导意见》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

要任务中将“构建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作

为“工业互联网发展323行动”的重要内容，

在标准制定及试验验证工程方面明确了建

立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开发工业互联网平

台等基础共性标准的目标。

当前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契机，紧密结合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

及标准化需求，建立统一、综合、开放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明确工业互联网平台

重点标准化领域和方向，协同推进国际标准

制定，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序、快速发

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一是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工

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框架设计及标准化

工作的组织实施，明确重点标准化领域和方

向，有效指导工业互联网平台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团体标准等相关标准化工作。

二是需求牵引，推进产业发展。坚持以

应用需求为牵引，强化标准的先进性、适用

性和有效性，结合产业共性需求规划部署阶

段性推进重点，强化基础共性、产业亟须标

准制定。

三是优化迭代，逐步改进完善。适应工

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和竞争需求，采用边部署

实施、边创新发展、边完善管理的总体思路，

协同推进标准制定，持续完善标准体系。

四是兼容并蓄，深化国际合作。加强

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创新成果向国际

标准的转化，充分借鉴国际工业互联网平

台技术和标准化成果，协同推动国内国际标

准制定。

三、重点和亮点解读

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

广，应着力从标准体系建设、试验验证、国际

化三个方面进行部署，构建平台发展内生

动力。

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加快制

定产业急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关键技术标

准。结合工业互联网平台功能架构，工业互

联网平台标准框架可以划分为总体标准、平

台共性支撑标准、应用服务标准三大类。总

体标准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平台定义术语、

业务需求、体系架构、测试评估、管理服务、

安全防护等规范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总体性、

通用性、指导性标准；平台共性支撑标准主

要包括平台边缘连接标准、平台云资源标

准、平台数据标准、平台管理服务标准、平台

互联标准等规范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础共

性标准；应用服务标准主要包括面向汽车、

航空航天、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轻工家电、

信息电子等垂直行业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应用服务标准。现阶段，急需集合产业力

量攻关平台关键技术标准的制定。

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制定及试验

验证工程。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互联网资源

与工业系统资源对接的枢纽，是信息技术

（IT）与运营技术（OT）跨界融合的关键基

础设施，其技术标准制定需要垂直行业领

域、信息通信领域（ICT）、工业领域专家协

作开展，并加速迭代创新，应充分发挥工业

互联网产业联盟（AII）等组织的产业生态纽

带的平台作用，促进产、学、研、用跨界融合

深度协作形成产业协同合力，同步推进工业

互联网平台标准内容试验验证，推进工业互

联网平台技术标准、产品、系统和应用的试

验验证环境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相关

技术标准及产品的推广应用。

引导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

积极引导我国科研院所、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运营企业、智能设备研发企业等工业互联

网平台生态体系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化组织、协会、联盟的标准化工作，加强

与国际领先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国际组织

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制定工业互联网平台服

务标准规范和国际规则，在多边、民主、透明

的工业互联网国际治理体系下，推进全球工

业互联网平台有序健康发展。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上海市新型城域

物联专网建设，明确工作总体方案和建设

规范，2 月 6 日，上海市经信委召开 2018 年

上海市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加快推进“物联、数联、智

联”三位一体的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建设，通

过“物联”打造深度感知的连接体系，通过

“数联”创新数据共享体系，通过“智联”创

造智能的应用和决策体系，从而提升城市

管理和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上海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推

进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建设，一是强调以需

求为导向，聚焦社区公共安全、公共服务、

公共管理需求，把连接做深做细，优化资源

配置、提升管理效率、促进专业服务，解决

群众直接关心的问题。二是强调以问题为

导向，面对建设中遇到的多种问题，强化互

联网思维，强调技术多样、主体多元、模式

创新，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积极探索服务

新模式。

会议要求，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把

推进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建设作为完善“神

经元系统”，建设和强壮“城市大脑”，提升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的重要战略举措来抓。要高标准组织、高

起点推进，确保两年内基本完成各项建设

任务。二是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结合各区实际制定规划，细化实

施方案。严格按建设导则要求部署基础建

设，建设要有规范、有标准、有评估，既要符

合总体要求，又能体现区域特点。三是坚

持试点示范先行，鼓励创新发展。在网络

建设和平台对接上要通过试点示范，找准

各区定位，取得重点突破。坚持创新发展

理念，面对服务部署和推广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结合区域特点，提出新思路、新

举措，鼓励服务模式和业态创新。

本报讯 据悉，2017 年重庆市经信委

四项举措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一是加快数字经济集聚发展平台建

设。引进阿里巴巴、百度无人驾驶、中煤科

工智慧城市总部等数字经济产业龙头企

业，积极推进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建设，

签约项目34个，投资总金额183亿元。

二是提升数字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超硅半导体项目8

英寸片实现量产，良品率控制在 95%以上；

AOS 芯片项目开工建设；可视化龙头企业

海云数据唇语识别技术中文识别模型准确

率达70%以上；中科云丛人脸识别技术多次

斩获智能识别世界冠军。

三是推进融合型数字技术发展。组建

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业创新中心；建

成红江机械数字化工厂等 10 个数字化车

间，规模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43%，高于全国9.7个百分点。

四是推动“互联网+”智能公共服务

数字化升级。实施电子政务外网扩容工

程，有序推进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西南中

心及产业园建设，力促两江新区与NCS集

团、荣昌区与睿畜电子等智慧区县项目

落地。

本报讯 安徽日前发布了2017年装备

工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7年，安徽装

备工业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有力地

推动了制造强省建设，全省装备工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15931.9亿元，增长12.6%，利

润864.3亿元，增长12.2%。

加快实施机器人换人“十百千”工程。

2017 年，在机械、钢铁、石化、建材、汽车等

10大领域选择300家以上重点制造企业，推

广应用工业机器人 3400 台，超额完成全年

目标（3000台），生产工业机器人8000余台。

加快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推广。2017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推广分别为

6.76 万辆、6.51 万辆（标准车），同比增长

51.3%和 46.9%，已超额完成全年生产和销

售推广的目标任务。

积极推动项目实施。组织实施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207个（年度目

标任务 200 个），总投资 34.5 亿元。组织实

施283个重点智能制造项目导向计划，项目

总投资275.4亿元。

积极贯彻制造强省政策。认定省级智

能工厂25个、数字化车间104个（超额完成

全年认定 100 个的目标任务），支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 92个，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保险补贴项目 28个，工业机器

人应用项目 27个，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项目2个。

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组织申报工

信部2017年智能制造专项，有11个项目获

得国家立项，项目数居全国第四位。组织

企业申报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有 9个项目入选，居全国第二位。此外，积

极开展产需对接活动。

上海全面推进新型城域物联专网建设

重庆四项举措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安徽加快装备工业发展 力推制造强省建设

2017年分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