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2021 年工业互联网APP优秀解决

方案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工信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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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业互联网 APP（以下

简称工业 APP）生态建设，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 2021年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征集遴选工作

的通知》（工信厅信发函〔2021〕224号）要求，我厅将组

织开展 2021年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征集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安全可靠工业 APP

面向省内制造业重点项目推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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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省工信厅将对申报的解决方案进行审核，择优向

工信部推荐。

三、报送流程

（一）请申报企业填写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申

报书（见附件 2），一式四份加盖公章后报各市工信局及山

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审查。

（二）请各市工信局及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组织

企业积极参与、申报，对企业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推荐，

并于 2020年 10月 18日中午 12：00前将信息汇总表（一份，

加盖推荐单位公章）、项目申报书（一式三份，加盖申报主

体公章）统一报送至省工信厅。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 佳

联系电话：0351-3046323/15135115876

电子邮箱：rjfwyc@mail.gxt.shanxi.gov.cn

附件：1.报送信息汇总表

2.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书





附件 1

报送信息汇总表

报送单位名称：例如（太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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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字以内）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1 填写全称
如：制造、政务、交

通、教育、金融……

2 …… ……



附件 2

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申报书

申报单位: (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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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全称）

是否属于央企
□集团本部 □一级子公司 □二级及以下子公司

□非央企

企业类型（多选） □软件企业 制造业企业

所属地区 省份： 地市： 区县：

所属行业 （按主营业务进行填写）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股份制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

□中外合资 □其他

是否为上市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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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http://www.example.com）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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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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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

经营规模

指标

经营收入总额（万元）

年利润总额（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员工总数（万元）

工业APP数量(件)

技术创新

成效指标

发明专利数量(件)

软件著作权数量(件)

工业APP研发人员比重（%）

上一财年工业APP研发费用

投入（万元）

业绩成长

指标

近三年工业APP总收入平均

增长率（%）

近三年工业APP产品年利润

总额平均增长率（%）

近三年工业APP研发团队规

模平均增长率（%）

创新能力

指标

企业是否获得融资

□尚未获得融资

□获得天使轮融资

□获得A轮融资

□获得B轮及以上融资

已上市

其他:

企业是否获得创新创业项

目资助

□尚未获得资助

□国家级资助：

□省级资助：

□市级资助：

□其它资助：

工业APP大赛获奖情况



关键业务环节工业技术软

件化率（%）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运营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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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技术软件化率=实现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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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

应用解决方案名称

应用解决方案覆盖

的业务环节

（可多选）

研发设计：

□产品设计 □工艺流程设计 □工艺过程控制设计

□产线设计 □试制试验 □其他

生产制造：

□生产计划管理 □生产作业管理 □物料配送管理

□设备工具管理 □质量检测类 □其他

运营维护：

□生产监控 □仓储与物流管理 □质量管理 □能源管理

□故障检测与预警分析 □其他

经营管理：

□采购管理 □供应链管理 □产业链协同 □风险管控

□销售管理 □物流配送管理 □售后服务 □其他

□其他：

应用解决方案包含

工业互联网APP的知

识产权归属说明

应用解决方案内可包含多个工业互联网APP，请简要描述所包含工业
互联网APP的知识产权归属情况，例如自研发、购买、购买基础上自
研发等。



应用解决方案包含

工业互联网APP的重

要时间节点

简要描述解决方案内工业互联网APP的使用情况大事记，包括项目立
项、项目建设、项目应用及当前应用状况等信息。

应用成效

用数据说明工业互联网APP应用解决方案已经取得的应用成效。



创新性经验

说明在工业互联网APP应用解决方案的应用，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的创新性经验。



典型经验案例

典型经验案例按以下五部分展开：

1.名称（命名采用“‘企业名称’+‘应用解决方案’”的方式）。

2.概述（简要说明工业互联网APP及应用解决方案的基本情况）。

3.背景（说明原来的状态和希望解决的问题）。

4.典型经验案例。

5.实践及效果（说明典型经验案例在实践中如何应用，用实例和数据
说明带来的变化和效果）。

典型经验案例要求：

1.案例不是若干项工作或APP功能的罗列。

2.案例可图文并茂，便于经验的传播和推广。

3.案例字数在3000-5000字之间。

4.案例可单独文件形式撰写。

填报说明：

1.工业互联网APP按知识来源分类说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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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