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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25家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正

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交易。

从区域分布来看，25家首批企业中有22

家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他地区仅陕西省

和黑龙江省各占2家和1家。东南沿海地区

之所以在科创板企业培育方面占据优势，主

要源于以下两大因素。

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基础

设施完善，为新兴科技类企业的培育和壮大

提供了强大支撑。

二是东南沿海地区软件技术创新活跃，

软件产业相对发达，伴随软件向各行业融合

渗透进程的加快，软件对新兴科技创新和新

兴业态发展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特别是，

中国软件名城作为软件产业集聚发展的典

型代表，在培育新兴领域企业方面走在了前

列，成为科创板企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东南

沿海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域中，相比于珠三角

和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地区软件产业较为

发达，是我国软件产业最发达和集中的地区

之一，集聚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4个中国

软件名城和中国软件名城创建试点城市无

锡。相对发达的软件产业使得长三角地区

在高成长型企业培育中优势凸显，25家首批

科创板上市企业中 12家企业来自长三角地

区，占比高达48%。

从所属城市来看，在25家首批科创板企

业中有 21家来自中国软件名城及创建试点

城市（含积极分子），占比高达84%。综合型

中国软件名城、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中国

软件名城创建试点城市和中国软件名城创

建积极分子城市分别拥有14家、4家、2家和

1家。其中，5个综合型中国软件名城北京、

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分别拥有 5 家、5 家、2

家、1 家、1 家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占比达

56%；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苏州、福州分别拥

有 3 家、1 家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占比达

16%；中国软件名城创建试点城市西安培育

了 2 家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占比为 8%；中

国软件名城创建积极分子宁波拥有1家首批

科创板企业，占比4%。

从行业分布来看，25家首批科创板企业

分别来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 7个行业。来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领域的企业

17家，占比达68%。其中，航天宏图和虹软科

技 2家企业来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

分别来自中国软件名城北京和上海。

科创板是我国资本市场向科技创新实

力强的高成长型企业开放的重要标志，25家

首批科创板上市企业开启了社会资本支持

我国高成长型科技企业发展的新篇章。随

着软件与传统产业融合日益广泛、渗透日趋

深入，软件不仅是网络强国、制造强国建设

的重要支撑，也将是孕育新兴科技创新类高

成长型企业的重要基础。中国软件名城创

建工作是推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工作思

路、方法和模式的集成创新。中国软件名城

及创建试点城市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科学技

术进步和创新型企业培育的中坚力量。

首批科创板企业亮相 软件名城孕育成效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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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趋于完善

发展动力转为企业自发需求

工信部出台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及

标准化等配套政策，使行业政策体系趋于完

善，行业发展动力将由“自上而下”的政策驱

动变为“自下而上”的企业推动，企业将作为

主要推动力量，自发主动地助推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及推广。平台企业面向制造企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提供设计、生

产、管理、服务等一系列创新性业务应用；通

过建立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中心、校企联合

实验室等新模式，推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培养；通过打通各环节数据流通，促进产业

资源快速集聚、有效整合、高效利用；通过聚

焦行业痛点问题结合自身优势形成具有价

值的行业解决方案，针对不同服务对象构建

区域、行业、企业子平台。

产业资源加速进入

创新与竞争进一步加剧

更多产业资源加速进入工业互联网领

域，平台创新与竞争的激烈程度进一步加

剧。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日益

增多，产业生态趋于成熟，应用场景不断扩

展，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6000亿元，年复合

增长率预计约为 13.32%。平台应用场景将

日渐丰富，企业将从自身实际出发，不断迭

代推动平台关键共性技术和模式创新。平

台市场将日趋成熟，产、学、研、用、金等众多

方主体将进入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域，助推平

台产业化应用良性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渗透

“工业互联网+新技术”加速落地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工业互联网领

域延伸渗透，“工业互联网+新技术”的融合

应用将加速落地。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将从简单到复杂、由单点聚焦到全面开花，

衍生更多新模式新业态，实现应用创新，加

速融合创新应用的落地。

产业链图谱加速完善

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

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链图谱加速完善，

平台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在核心

技术方面，围绕协议转换、边缘计算、工业大

数据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关键技术和短板，实

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突破平台关键

技术，完善平台标准体系、数据安全保护机

制，加速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链图谱。

在解决方案方面，催生了智能化生产、网络

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

理等新制造和新服务模式，进一步提升平台

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经营管理

等各个领域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凸显

产业新生态加速构建

示范企业区域和行业辐射带动作用凸

显，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新生态加速构建。

示范企业搭建平台，在线汇聚和整合共享制

造资源和能力，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

同、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

态。中小微企业和创客参与平台创新，包括

众设众包、协同研发、分享制造、生产众包。

创业孵化机构对接平台，提供风险投资、方

案咨询、检测认证、培训宣传等产业服务。

创新发展工程持续发力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步伐加快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持续发力，工

业互联网平台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

步伐加快。随着工信部深入实施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工程战略，将引导各类平台企业

围绕三类（共性技术、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工业互联网平台测试床建设和三类（模

式创新、工业设备上云、数字化管理）基于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加快

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化落地步伐。预计下

半年，随着相关项目开始组织实施，平台在

关键技术、产业体系和解决方案等方面将会

取得更大突破。

向“1+N”平台体系扩展
“工业互联网+新技术”加速落地

2019年上半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双轮驱动格局已初步形成，推动平台建设由通用平台向“1+N”平台体系方向扩
展。2019年下半年，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工业互联网领域延伸渗透，“工业互联网+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将加速落地。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双轮驱动格局形成 平台应用深度广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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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效应进一步显现

基本形成全方位发展格局

工业互联网政策引导效应进一步显现，

基本形成中央部署、地方推进、企业响应的

全方位发展格局。

中央顶层部署。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

多措并举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

展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决策部署。工信部统

筹推进《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2019年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工业互

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

升级赋能。

地方加快推动。山东、天津、河南、湖

南、四川、江苏、上海、广东、江西、浙江等省

市深入贯彻实施平台培育、工业企业上云、

应用示范等各项政策举措。

企业积极响应。重点平台企业纷纷制

定平台区域推广战略，通过“区域平台+示范

基地”模式加快平台落地应用，包括海尔

COSMOPlat 平台在全国 12 个城市布局，覆

盖华东、华北、华南等六大区域，并在 20 个

国家推广；阿里supET平台推出结合区域产

业特色的广东飞龙、重庆飞象平台，提升区

域定制化服务能力；徐工信息“汉云”平台已

服务于国内 330 多个地级市，并在“一带一

路”沿线10个国家进行布局。

项目带动作用凸显

初步形成多个发展高地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和示范项目

带动作用凸显，初步形成多个国内工业互联

网产业发展高地。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工程和示范项目的带动下，我国初步形成北

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工业互联

网产业发展高地。

北京形成以三一、用友、东方国信、航天

云网、和利时、寄云科技等为代表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企业；江苏形成以徐工信息、紫光

云引擎、朗新科技、擎天科技等为代表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上海形成以宝信、明匠

智能、理想信息、上海电器、智能云科等为代

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浙江形成以阿里

云、浙江中控、传化智能、浙江中之杰、横店

东磁等为代表的工业互联平台企业；山东

形成以海尔、浪潮、山东精益、青岛红领等

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广东形成

以华为、腾讯、富士康、美云智数等为代表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平台建设双轮驱动

向“1+N”平台体系方向扩展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双轮驱动格局已

初步形成，推动平台建设由通用平台向“1+

N”平台体系方向扩展。领先制造企业和信

息技术企业均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积极推动平台生态建设，凭借技术和规

模优势，推动平台建设由通用型平台向“1+

N”平台体系扩展。

例如，阿里云以 supET 工业互联网平

台作为基础，积极布局“1+N”工业互联网

平台体系，其中“1”是指跨行业、跨领域su-

pET 平台，“N”是指围绕石油化工、汽车制

造、电子制造、船舶修造、纺织服装、工程机

械、供应链物流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引领

作用的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技术创新体系持续深化

逐渐走向支持“平台应用”

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创新体系持续深

化，从支撑“平台建设”走向支持“平台应

用”。以前，更多的是边缘计算、标识解析、

云计算、工业微服务等技术支撑平台建设，

随着技术创新体系持续深化，数字孪生、

5G、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TSN（时间

敏感网络）、PON（无源光网络）等技术开始

支撑平台应用。

商业模式不断演进丰富

平台赋能模式向“订阅制”转变

工业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不断演进丰

富，平台赋能模式由“项目制”向“订阅制”

方向转变。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领域已

形成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生

产、服务化延伸等新型商业模式，赋能制造

业转型升级效应日益显现，平台赋能模式

也由传统的“项目制”模式逐步向“订阅制”模

式转变，通过提供解决方案订阅、工业 APP

订阅、微服务订阅、云服务订阅等，在提供通

用服务的前提下，满足中小企业各种应用场

景的个性化需求。

产融深度融合

初步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工业互联网领域产融深度融合，初步形

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生态链良性

互动的发展格局。

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孕育形

成。政策引导助力“智能＋”，全国已有平台

类产品 200余个。调研数据显示，我国 11家

平台企业工业设备连接数平均达到59万台，

工业APP平均突破1500个，注册用户数平均

超 过 50 万 ，平 台 积 累 数 据 量 平 均 超 过

1000TB。

二是工业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

合趋势明显，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高发地。浪

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适用于实时海

量数据处理的算法，根据新的实时数据进行

模型动态更新，检测设备异常状态。华为通

过开源 ServiceComb等微服务框架，帮助广

大开发者快速开发云原生应用，加速工业应

用的云化和微服务化进程，推进行业云生态

的构建。富士康通过应用具备“雾计算”能

力的边缘层设备“雾小脑”，实现设备的高

精度、强稳定、快响应生产。东方国信将工

业机理模型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实时采集工

业现场的数字仪表、传感器数据，结合机理

模型针对海量数据进行在线分析和挖掘，实

现在设备管控和工艺优化两类业务上的突

破。四维图新通过构建位置SaaS平台Mine-

Data为行业提供位置智能解决方案，帮助各

行业挖据数据潜能，催生行业价值。

三是工业互联网领域产融结合步伐加

快，投融资规模和融资活动快速增长。航天

智控完成由启赋领投、银杏谷资本跟投的千

万元 A 轮融资。3 月 6 日，寄云科技”完成新

一轮融资，资方为华成智远、峰盈股权投资基

金和华成欧伦等。6月 17日，树根互联完成

了 B 轮 5 亿元融资，本轮融资由和君资本领

投，众为资本、鼎兴量子、星河金融、华胥资本

和经纬创投跟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