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工信厅信发函 (202 1J 224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

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

征集透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

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加强典型经验总结和优秀案例推广，

推动工业互联网 APP (以下简称工业 APP) 生态建设，现组织

开展 2021 年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征集连选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安全可靠工业 APP

面向国内制造业重点项目推进、重大工程实施和重要装备研

制需求，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在 5G、新能源汽车、高

端医疗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环节和关键领域体现"强

链"作用，征集具有高支撑价值的安全可靠工业 APP 。

(二)基础共性工业 APP



面向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

技术基础、工业基础软件等"工业五基"领域，征集可有效解决

"卡脖子"问题的普适性强、复用率高的基础共性工业 APP。

(三)行业通用工业 APP

面向汽车、航空航天、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轻工家电、信

息电子等行业，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和经营

管理等环节，征集行业通用性强、推广价值高、带动作用强的行

业通用工业 APP。

(四〉企业专用工业 APP

面向制造企业实际需求，征集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

PaaS 服务，可赋能企业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高应用价值的企业专用工业 APP 。

二、申报要求

(一)优秀解决方案须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依托工业互联网

平台解决工业实际需求，可由一个或一组工业 APP 构成，充分

体现工业 APP "小轻灵、可组合、可重用"等特点，禁止上报

"大系统、大平台"。

(二)优秀解决方案要充分突出行业特点，对行业和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发挥明显支撑引领作用，对其他企业或行业具

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三)优秀解决方案相关内容要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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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实现产业化或已部署应用，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标志

性。

(四)申报材料要求实事求是、重点突出、具有较强可读性

(文字与图、表结合) ，包括实践内容，涵盖理论剖析，字数控制

在 5000 字以内。已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

决方案的不得重复上报。

三、报送流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全国性工业行业协会(联合会)、

中央企业(集团) (以下统称推荐单位)负责组织本地区、本行

业、本集团内企业积极参与，并做好推荐方案审查和宣传推广工

作。

(二)请申报企业填写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书

(详见附件 2) ，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后报推荐单位审查。各推荐单

位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按要求进行推荐(详见附件 3) , 

并将书面材料统一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

(三〉申报企业须在工业互联网 APP 培育动态监测分析系统

(网址为 http://report. caitis. cn) 完成注册，并填写相关信息，

填报信息须与书面材料一致。

四、其他事项

(一)报送时间

网上申报及纸质材料邮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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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数量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数量不超过 10 个，中央企业和行业协

会推荐数量不超过 5 个。

(三)组织实施及保障

1.各推荐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或本领域实际，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推荐基础扎实、特色鲜明、潜力突出的申报主

体，并在政策、资金、资源配套等方面加大对入选项目的支持力

度，推动解决方案在各地方、各行业的应用推广。

2. 各推荐单位应组织本地区或本领域 2019-2020 年获得工

业和信息化部优秀解决方案的企业进行自查，并如实上报自获得

优秀解决方案后解决方案应用推广、市场收入、版本更新等情况

说明(详见附件 4) 。上述说明由推荐单位汇总盖章后与申报文

件一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已发布的优秀解决方案名单进

行动态更新。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进选认定符

合要求的项目，优秀解决方案自名单公布之日起有效期为两年。

4. 各推荐单位应在 2021 年优秀解决方案项目两年期满后，

对入选的申报主体组织自查评估，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结合自评估

情况开展随机抽查，并从项目综合实力、关键技术创新、经济社

会效益、产业化推广价值等维度进行系统评价，建立相应的目录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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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文强 田字潇

联系电话 010--68208206/13717959291

电子邮箱 office@caitis. cn 

收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院 1 号楼 211 室，

100846 

附件1.名词解释

2. 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书

3.2021 年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报送信息汇

总表

4. 工业互联网 APP 统计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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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名词解释

工业互联网 APP: 工业互联网 APP 是基于工业互联网，

承载工业知识和经验，满足特定需求的工业应用软件，是工

业技术软件化的重要成果。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是工业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 APP ，

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等生产制造环

节取得的创新实践经验。

工业互联网 APP 监测分析系统:用于统计工业互联网

APP 培育进展情况，准确把握和分析工业互联网 APP 发展趋

势的数量统计、分类分析、价值度量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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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书

申报单位: 盛主}

申报日期: 一一年一一月一一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O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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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申明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

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自愿与其他企业分享经

验。

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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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全称〉

是否属于央企
口集团本部 口一级子公司 口二级及以下子公司

口非央企

企业类型(多选〉 口软件企业 口制造业企业

所属地区 省份: 地市: 区县:

所属行业 (:1苦二主营业系近疗英军J

口私营企业口港、澳、台投资企业口外商投资企业

企业性质 口股份制企业口国有企业口集体所有制企业

口中外合资口其他

是否为上市公司 口是 口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人员规模(人〉

企业地址

企业注册地址

手机/座机

官网 f例'þf1: http://www. example.com)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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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质量、安全、
信誉和社会责任等方
面的情况说明

组织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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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报联系人信息

姓名

部门

职务

联系手机

固定电话

联系地址

联系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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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

经营收入总额(万元)

年利润总额(万元〉

经营规模
指标 资产总额(万元)

员工总数(万元)

工业 APP 数量(件)

发明专利数量(件)

软件著作权数量(件)

技术创新 工业 APP 研发人员比重

成效指标
(%) 

上一财年工业 APP 研发费

用投入(万元)

近二年工业 APP 总收入平
均增长率(%)

近三年工业 APP 产品年利

业绩成长

指标 润总额平均增长率(%)

近三年工业 APP 研发团队

规模平均增长率(%)

口尚未获得融资
口获得天使轮融资

企业是否获得融资
口获得 A 轮融资

创新能力 口获得 B 轮及以上融资

指标 口已上市

口其他:

企业是否获得创新创业项 口尚未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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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资助 口国家级资助:

口省级资助=

口市级资助:

口其它资助:

工业 APP 大赛获奖情况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关键业务环节工业技术软

运营维护:
件化率(%)

经营管理:

整体工业技术软件化率:

填报说明:

1.关键业务环节工业技术软件化率计算方式 2
工业技术软件化率=实现工 2 业技术软件化的业务环节数/业务环节总数

*100% 
统计说明如下:

业务环节数:各行业对业务环节的定义和划分粒度存在一定差异，类似的概
念包括:业务环节数、工艺数、流程数等，一般由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进行规定，
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进行梳理。应至少涵盖:对成品的质量、性能、功能、寿命、
可靠性及成本等有直接影响环节;产品和服务重要质量特性形成的环节:工艺复
杂，质量容易波动，对工人技艺要求高或总是发生问题较多的环节。

实现工业技术软件化:针对具体的业务环节、工艺指标、流程，分析其核心
技术是否是通过软件的方式作用于工业活动。实现工业技术软件化，既包括直接
封装成工业 APP 的方式，也包括形成供软件使用的某种算法、模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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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

应用解决方案名称

研发设计:

口产品设计口工艺流程设计口工艺过程控制设计

口产线设计口试制试验口其他

生产制造:

口生产计划管理口生产作业管理口物料配送管理

应用解决方案覆盖 口设备工具管理口质量检测类口其他

的业务环节 运营维护:
(可多选) 口生产监控口仓储与物流管理口质量管理口能源管理

口故障检测与预警分析口其他

经营管理:

口采购管理口供应链管理口产业链协同口风险管控

口销售管理口物流配送管理口售后服务口其他

口其他:

JiZ JfJ fl!1，死方案均可T1.主岔多俨工业互联fi'íJ AP P , ill fi草}{1iJí述)j!f包含工业

应用解决方案包含
互联fi'íJ APP iIJ并v iR，产;fX.j/3~传况，例如应手'fjt、局:Æ、婚'fI<-基础止
主幸否Ifjt筝。

工业互联网 APP 的
知识产权归属说明

/!fJ}{捞王若';Ø;必方案均工业互联fi'íJAPP 肋骨UfJ传?Jl}C手记，旬在英g
立费、要fj}苦泼、 占百fjJiZJfJJf.. 主!fßtJiZ JfJ j;f ?Jl等信恙。

应用解决方案包含
工业互联网 APP 的
重要时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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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就蒜泥9于工业互联卢'l}APP Jiz)穷;Øið毒方案已经夜得tlfrJiz)锣fit1贵。

应用成效

说9于4生工业互联MAPP Jiz JfJ J!!必方案助'Jiz)穷，给.:lfdE1Jf :Jt荧讶、三世
产街道、运营维护和经营苦苦E等才iJffJf(得tIfr创新任经必。

创新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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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经验案例

填报说明:

J草ifUf.!Jff主'(/f!/i古以y:五部分展开J

1.$罪Fr价$，*JfJ "'1企业名手'if:'+ 'J!IJfJ if.占全方案，，，， /J9.方式) 0 

2. :/i军主t. (筋J!iJt好工业互联MAPP &.J!I万j彩占~;岁第励基本传-2fl，) 0 

1 背景 f挺好，原采政非M手拉希望草，~培#;/"7题) 0 

4.;)非主F经呈t案例。

5. :j;li劳&.Jltjft(iJtlflJ~型经验案例兹奖成庐如何兹/穷 JfJ;字仰和发蒜
泥劈捞菜的变化和Jltjft) 0 

是三E是否在全案例J!;j( : 
1.案例不是者子项工伊或APP :rj;黯助"Y~!/o

Z 案例可Tfflx并荡，便于经垂1f#;1牵挂苦和搓广。

1案例守主袭击主 3000-5000 字之闯。

4案例亨斗严必丈#$王eiJfJ罗。

1.工业互联网 APP 按知识来源分类说明 z

同〉业务信息化类。面向企业各实际业务场景，将业务管理规范、业务流程管控、业
务信息流转等以信息化解决手段封装为工业互联网 APP ，实现各项业务的信息化管
理。

b) 数据分析类。基于企业各业务环节中所产生数据的集成，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等方法封装为工业互联网 APP ，实现以数据支撑业务管理与决策优化。

c) 知识建模类。基于特定应用场景下归纳提炼的工业经验或机理，通过建立问题求
解模型形成工业互联网 APP，实现知识的复用和传承。

d)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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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报送信息汇总表

报送单位名称:例如(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加盖单位公章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应用领域 解决方案名称 方案描述{到字以内) 罐臻强t' 电话 ·邮籍

填写全称
如 : 制造、政务、交

通、教育 、 金融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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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业互联网 APP 统计信息表

报送单位名称:例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加盖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APP 名称
所属企业
企业联系人 | 联系方式 | 

(:1企业应获得结芳草F占4方案/fJ;Q!f~毒方案J!Z)fj搓广、济导ft 1f，古人、

品z'*更新、所得-fZ#筝传况，平çill:Jj: 2000 守主J

自查情况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