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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综述
本期关键词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智能制造

主要内容

政策方面，国家出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和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推动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实施，
地方如天津、河北、宁夏等也出台相应的规划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行业方面，
一方面开展制造业产业基地和创新中心的建设，如石家庄（正定）建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湖北组建
首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另一方面推动金融对电子信息产业的支持，如长沙设立 100 亿元智能产业投资
基金、国家开发银行 700 多亿支持福建电子信息产业。企业方面，海尔、富士康建设新的项目以扩大产能，
尤其是富士康项目建设规模较大。竞争方面，华为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扩大在地方的影响力，西门子顺应国
家政策建立众创空间和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来实现本地业务的拓展。

思科的机遇与学习

机遇：随着国家对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推动和各地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出台，将会催起一波较大的电
子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和相关产业园区建设的浪潮，这将会给思科带来较大的商业机会，思科应提前进行市
场布局，当前尤其要加强对示范、试点项目市场的拓展。
学习：西门子通过建立众创空间和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来提升自身软实力进而推动本地业务拓展的方法值得
思科借鉴。

行业宏观环境
国家政策
中国制造 2025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智能工厂，推进网络协同制造，推广个性化定制，到 2020 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
指数达到 85，比 2015 年提高约 12，进入两化融合集成提升与创新突破阶段的企业比例达 30%，比 2015 年
提高约 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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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 观点：
《规划》提到充分利用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改造资金、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专项建设基金等渠道，
加大对两化融合共性技术开发、公共平台建设、试点示范项目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的支持，思科可重
点关注试点项目的建设情况。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2016 年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重点项目指南

《指南》明确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及设施、重点领域关键问题解决方案两个方面共 18 个重点任
务。18 个重点任务分别为：制造业创新能力建设项目、通信产业链配套完善、信息产业核心技术能力提升、
智能产业基础支撑能力提升、面向行业大型制造企业“双创”平台服务应用推广、工业云和大数据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广、行业系统解决方案应用推广、信息物理系统测试验证解决方案应用推广、儿童用
品有效供给能力提升、儿童食品药品供给保障能力提升、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综合创新平台建设、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系统集成创新应用、工业互联网网络化改造和集成应用项目、工业互联网管理支撑平台、中
药质量提升和保障基地建设、中药材供应保障公共服务平台、质量品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向、行业非竞
争性共性质量技术问题解决方案推广应用方向。
UCC 观点：政府支持项目会得到资金支持和进行优先建设，思科可持续跟踪这些项目的出台和建设。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共同推进实施“中国制造 2025”战略合作协议

11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签订《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开发银行共同推进实施“中
国制造 2025”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十三五”期间，国开行将为《中国制造 2025》实施提供不低于
3000 亿元融资总量，并提供贷款、投资、债券、租赁、证券等综合金融服务。
UCC 观点：为推动《中国制造 2025》的落地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编制了 1+X 规划指南、启
动了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创建了一批试点示范城市，这些重大功臣和试点项目会优先得到政府资金支持，
思科可重点关注这些项目。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两部门关于印发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规划》提出，2025 年前，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 2020 年，智能制造发展基
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
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 2025 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
UCC 观点：该《规划》的意义在于对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细化，它的出台无疑会加速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的落地，今后政府会在此基础上出台更具体细化的政策以推进目标的实现，思科可持续跟踪这些政策出台，
以抓住中国制造业智能转型中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2016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4

项目所在地

UniChina Consulting
1

缝制设备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2

数字压力校验装置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3

智能伺服电机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北京超同步伺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4

现代中药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

5

钢铁企业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河北省

6

水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7

液晶玻璃基板智能车间试点示范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

8

氧化铝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

9

乳制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鼓风机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11

数控机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大连机床（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12

发电设备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

13

C919 飞机网络协同制造试点示范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14

空调压缩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15

物联网模块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上海晨兴希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16

彩色滤光片智能车间试点示范

上海仪电显示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

17

重型车用发动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江苏省

18

高性能锂电池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

19

炼化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

浙江省

20

针织品智能柔性定制平台试点示范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21

服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22

厨用电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23

工业粉状炸药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24

汽车玻璃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25

纺织服装网络协同制造试点示范

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26

生活用纸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福建恒安家庭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

27

挠性印制电路板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28

LED 照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

29

铜冶炼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30

中药保健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31

高速动车组转向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32

精密机械零部件数字化车间试点示范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33

绿色轮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34

氟化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山东东岳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省

35

化肥生产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36

健康饮食电器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37

可穿戴设备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38

客车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湖北卫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39
40

船海工程机电设备数字化车间试点示
范
工业雷管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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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智能空调数字化工厂试点示范

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省

42

保健酒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劲牌有限公司

湖北省

43

智能用电管理终端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

44

全屋家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试点示范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

45

药品固体制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广东省

46

中药饮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东莞市瑞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47

智能终端行业视窗玻璃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

48

8.5 代液晶显示器件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

49

金融自助设备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50

土方机械智能制造综合试点示范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1

雷达天线系统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52

磷化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53

智能电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海信集团贵阳海信电子有限公司

贵州省

54

速溶咖啡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德宏后谷咖啡有限公司

云南省

55

微小惯性器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中航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陕西省

56

节能重卡变速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57

煤化工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省

58

智能终端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西安中兴通讯终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

59

智能控制阀数字化工厂试点示范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60

风电设备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数字油田试点示范

62

氯碱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63

高纯晶体硅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宁夏回族自
治区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

新疆维吾尔

分公司

自治区

点击查看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返回目录

地方政策
华北
河北省发布《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

11 月 15 日，河南省发布了《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
，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
“十
三五”期间，河南省将实施 14 个工业转型升级重大专项推进目标的实现，包括：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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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建设专项、产业转移承接示范专项、产业链协同创新专项、城市试点示范专项、智能制造专项、工业
强基专项、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专项、“互联网+”协同制造专项、绿色转型发展专项、服务型制造专项、
压减过剩产能专项。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全国新型工业化重要基地和华北现代制造业基地，基本形成以高
端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基本形成与京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创
新驱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UCC 观点：思科可重点关注其中智能工厂、绿色产业园区和工业转型升级试点城市的建设情况。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河北省万家中小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行动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

《方案》提出，2016 年启动万家中小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行动，通过 5 年的努力，实现 1 万家以上中小工业
企业转型升级。到 2020 年底，企业整体效益提升 40%以上，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1.2%以上，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15%，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规上中小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
长 7%以上、研发机构拥有率达到 80%以上。方案提到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研发机构，创建企业技
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推进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企业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深度应用。
UCC 观点：中小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会带来 ERP、工业无线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天津市发布《天津市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18 年，该市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双创"平台普及率将达到 80%以上，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得到深入应用，与 2015 年底相比，全市工业云企业用户翻一番；规模以上
制造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65%。该《实施方案》指出，天津市将构建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各类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制造业互联网"双创"平台、工业云和工业大数据平台、信息化支撑的公共服务
平台、工业互联网及智能服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
UCC 观点：各类型平台的建设会带来网络、数据中心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华南
福建印发《福建省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方案》提出重点发展智能化专用装备、高档数控机床、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等福建省具有较好发展基
础的重大技术装备，培育发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装备、传感器和智能化仪器仪表、伺服装置和控制
系统、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等高端新兴装备，力争到 2020 年全省规模以上高端装备产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达 2750 亿元，在全省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提高到 25%左右。
UCC 观点：该方案将会推动福建制造企业尤其是行业重点企业在研发的投入和生产环节的升级改造，从而
产生在工业无线、智能互联、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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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山西省政府发布《山西省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

12 月 13 日，山西省政府发布《山西省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
，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
制造业骨干企业普及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68%，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48%；
工业信息安全技术支撑和保障能力显著提高。通过 5 年努力，形成初具规模、特色鲜明的融合式发展新生
态，全省制造业产品、装备、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另外方案提出积极开展试点示范，
分行业领域选树一批示范企业、示范项目、示范平台，建设一批省级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企业等
示范标杆。
UCC 观点：示范项目如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的建设会产生工业无线、智能互联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甘肃印发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甘肃省建成 3 个以上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到
2025 年，建成 5 个以上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争取创建 1 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方案提到创新中心的
建设要求加强协同，即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覆盖成员单位的科研创
新网络平台，采取网络化科研模式。
UCC 观点：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会产生网络、云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宁夏发布《宁夏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80%以上的各级政府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形成全区一体化的新型政府服务模式；
大数据中心规模达 80 万台服务器，信息产业规模达到 700 亿元，信息产业成为自治区支柱性产业并与工、
农、服务业融合发展；建成中阿技术合作、互联网金融和网络文化资源三个中心。
UCC 观点：政务民生信息化，大数据中心建设、中阿技术合作、互联网金融和网络文化资源三个中心等重
点项目的建设会带来网络、数据中心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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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和行业数据
行业动态
华北
北京：机器人产业冲刺百亿元大关

目前，北京已成为我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地，据初步估算，北京机器人产业规模正在向百亿元
级大关挺进。
重点关注：航天科工 33 所、航天五院 502 所、机科发展、天智航、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院、中科汇联公司。
UCC 观点：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意味着该行业企业将会加大研发投入并扩大产能，从而产生在网络、研发平
台建设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天津 2018 年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普及率达 80%以上

目前天津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为 81.6，该市的目标是 2018 年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普
及率达 80%以上，到 2020 年，“双创”体系和新型制造体系基本建设完成，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水平
要达到全国领先。
重点关注：赛象科技、百利阳光、昂林茂峰、中汽工程、中科曙光 5 家企业被工信部列为智能制造专项，
天士力成为首批试点示范企业，天津中德合作应用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培训基地、海尔中德合作(天津)洗衣机
互联工厂 2 个项目成为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项目。
UCC 观点：智能制造示范、试点项目的建设会带来工业无线、智能互联、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石家庄（正定）建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石家庄市政府日前出台了《关于支持石家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发展的若干意见》
，在研发投
入、创新平台建设、产业集聚、投融资、财税、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石家庄（正定）中
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由石家庄市与北京中关村合作共建，将构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及装备
制造全产业链，致力于打造继上海、北京、西安之后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第四极。
UCC 观点：产业园区及相应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带来的网络、数据中心、云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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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
安徽启动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安徽省启动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具体目标是：到 2020 年重点建设 30 个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到 2025
年形成 50 个左右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具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促进科研成果转移扩
散、人才培养、公共服务及技术交流合作等“五大功能”
UCC 观点：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带来网络、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安徽省智能语音产业集聚发展合肥基地力争 5 年后达千亿规模

“中国声谷”语音及人工智能项目集中签约仪式近期举行，此次签约企业共 20 家，涉及总投资约 10 亿元，
“中国声谷”是由工信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建的重点合作项目，是中国唯一定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
业基地。
UCC 观点：产业增加的同时意味着产业园区规模的扩大，从而在园区建设上产生网络上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华中
湖北组建首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近日，为抢抓中国制造 2025 重大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湖北省政府同意，湖北首批省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正式组建授牌。此次组建三个制造业创新中心包括“信息光电子制造业创新中心”、“高端数控装
备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
。湖北省将对获批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强工作指导，
协调落实相关支持政策，推动制造业创新中心发挥产业创新示范作用。
UCC 观点：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带来网络、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长沙设立 100 亿元智能产业投资基金

11 月 15 日，畅想智能制造论坛在长沙市举行。长沙市有关方面将通过市场化手段，与投资商合作，设立
总规模 100 亿元的长沙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长沙市日前已发布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拟强力推动制造业
率先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化。长沙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未来将深度参与长沙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
利用资本运作，基金 60%以上资金以股权/准股权形式投资于长沙地区企业
UCC 观点：基金的成立将推动长沙制造业转型发展，思科可重点关注地区龙头企业与重点新兴企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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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福建将连续投入 1 亿元加快物联网产业建设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物联网产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
《措施》提出从 2017 年开始，
利用 3 到 4 年时间 ，开展物联网产业补短板、促创新、建平台、抓龙头、拓市场等重点工作。2017—2020
省级财政每年统筹安排 1 亿元资金，重点支持各类实验室、公共平台、重点应用、试点示范等工程建设。
力争到 2020 年产业总产值达到千亿 元。
UCC 观点：各类实验室、公共平台、重点应用、试点示范等工程建设将带来网络、云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开发性金融大力支持福建电子信息产业

12 月 20 日，福建省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在福州举办金融支持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达成意向
融资金额 718 亿元。对接会上，双方签署了《共同推动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将
在电子信息产业规划、融资、专项建设基金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助推福建电子信息产业跨越发展。
UCC 观点：政府在政策、资金方面会优先支持行业重点企业的发展，思科可关注地区重点企业在转型升级
中产生的市场机会，如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光电产品等福建优势产业龙头企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北
1-11 月甘肃电子信息产业增长 27.58%
1-11 月，全省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7.58%。其中：
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72.51 亿元，同比增长 29.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47.85 亿元，同比增长 24.8%。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南
重庆双桥总投资 200 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开工

12 月 28 日上午，世界 500 强正威国际集团投资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在双桥经开区邮亭工业园区举行了开工
仪式。该项目注册为重庆宽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 200 亿元，将建成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为
核心的半导体产业园，该产业园将打造为集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应用开发和商贸物流为一体的现代
化半导体产业群。
UCC 观点：产业园建设带来网络、数据中心、云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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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建中科院微电子产业西南基地

11 月 23 日，四川省经信委和中科院微电子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在集成电路产业开展深度合
作，共同打造中科院微电子产业西南基地，协议还涉及智能制造、物联网、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合作。中
科院微电子所将引进孵化一大批成长型中小企业、培育一批规模创新企业、引荐集成电路产业链各环节的
项目。
UCC 观点：产业园区的建设将带来网络、数据中心、云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成都将建成国家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目前，成都正以建设成国家级中心城市为目标，加快建设中国西部科技中心。2015 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超过 4600 亿元，对全市 GDP 贡献超过 15%，其中集成电路产业收入达到 400 亿元，位列全国
第五，西部第一。
重点关注：英特尔、科胜讯等集成电路企业
UCC 观点：基地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基地规模的扩大与企业工厂的建设，思科可重点关注各省同类型产业基
地的建设情况。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自贡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奠基

12 月 28 日，在自贡高新区板仓工业园内，一家集研发、销售、生产集成主板、智能手机、智能家具为一
体，月出货量将超 120 万台手机的智能终端企业，在自贡正式开门营业。随后，在板仓工业园内，还举行
了自贡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奠基仪式。自贡高新区是当地承接产业转移主要载体，2016 年以来，自贡高
新区围绕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园，目前已成功签约 8 个相关项目，总投资高达 116.8 亿元，实现了当地电子
信息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当前自贡高新区正推进“建幸福宜居新城,造千亿产业园区”的目标的实现。
UCC 观点：地区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会带来相应的网络、数据中心、工业无线等商业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云南与腾讯签署战略合作 “互联网+”赋能智慧城市和特色产业

近日，云南省与腾讯就共同加快推动云南省“互联网+”落地建设达成广泛共识并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腾讯公司将积极参与云南省“云上云”行动计划战略的实施，助力云南营造具有活力的互联网
产业发展环境，推进“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的建设。
UCC 观点：云南与腾讯的合作将推动云南新一轮的信息化建设，从而相应的带动网络、云、以及数据中心
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1-11 月云南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 10.0%

据行业统计，1-11 月，全省电子信息产业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56.48 亿元，增长 6.9%，增幅较 10 月末
提高 1.9 个百分点;累计实现利润 4.01 亿元，增幅转负为正，增长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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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行业数据
2016 年 1－11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
一、总体情况
生产总体平稳，出口增速由负转正。1－11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同比
回落 1.2 个百分点；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3.6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7.4%。其中
11 月份增速为 8.9%，比 10 月份减缓 0.4 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 0.9%（去年同期为增长 0.4%）,其
中 11 月份增长 0.9%（10 月份为下降 1.7%）
，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
二、效益情况
行业效益状况良好，亏损面继续收窄。1－11 月，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7.4%；实现利润增长
17.7%。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4.71%，同比提高 0.4 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 18.9%，同比收窄 2.2 个百分
点。11 月末，全行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 17.7%，高于 1－11 月主营业务收入增幅 10.3 个百分点；产成品存
货同比下降 2.1%。
三、重点联系企业情况经济运行整体情况良好
1－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监测的重点联系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2%，快于全行业增速 0.8 个
百分点，其中，收入增速超过 30%的企业占比达到 18.5%。实现利润增长 47.7%，快于全行业增速 30 个百
分点，其中，利润增速超过 50%的企业占比达到 22.8%。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增长 8.2%，与收入增速持平；
财务费用下降 9.7%。11 月末，重点联系企业应收账款增长 29.4%，产成品存货增长 6.5%。重点联系企业中，
订单增长的企业数比订单下降的约多六成。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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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动态
海尔
海尔空调在中国首个智能机场开辟"好空气"专区
美兰机场方表示，智能体验馆刚于 2016 年 12 月下旬开业，核心产品采用国内外先进 VR、AR 设备，大场
景跟踪、精确的动作捕捉系统，营造出非常高的沉浸感和交互，致力于在提供机场 O2O 服务基础功能的同
时，让旅客在短暂的候机过程中享受智能科技设备带来的体验、购物等多面娱乐体验。
UCC 观点：智能体验馆可以看做海尔在新的环境下挖掘产品需求开拓产品应用场景的一次创新性尝试，一
旦成功将会进行推广，而智能体验馆的建设会产生对网络、安全、甚至数据中心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海尔智慧家庭战略全球同步落地

2017CES 展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来自中国的海不仅在现场展示了 UHomeOS 及搭载这个系统的多入口、
全场景的智慧家庭，将整体智慧战略出口美国。同时，美国本土的 GEA 首次代表海尔征战 CES，展示了首
套智能声控厨房，用户不必触摸，通过语音交流即可完成所有操作，展现了海尔智慧家电战略在全球的布
局成果。
UCC 观点：海尔智慧家庭战略的全球布局也意味着研发、设计、生产等环节的全球布局，新研发中心和智
能工厂的建设都会产生对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海尔与国美深化多领域合作

近日，海尔与国美在渠道合作、数据互通、产品定制、物流售后等方面达成合作。
UCC 观点：海尔与国美合作会强化海尔自身渠道建设，推动海尔销售发速发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海尔来萧山建上市产业园

日前，海尔上市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落地萧山，海尔上市产业园由海尔集团运营管理，依托海尔生态产业
资源，结合创新创业、孵化投资，发展互联网+高端智造及工业大数据产业。
UCC 观点：海尔上市产业园的建设会带来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的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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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
富士康 20 多年来收入首现下滑

苹果手机供应商富士康 20 多年来首次出现收入下滑，原因是 iPhone 去年销售下降。富士康表示，其 2016
年销售额下滑 2.8%，至 4.36 万亿新台币（约合 1370 亿美元）
。
UCC 观点：富士康业绩下滑很有可能推动该企业战略和业务的变动，思科可持续监测该企业，以抓住变化
带来的新的商业机会。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返回目录

富士康生态产业园区落户广州增城

富士康与广州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决定投资 610 亿兴建 10.5 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选址增城，该
项目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单个规模最大外资项目。富士康项目将于今年 3 月 1 日动工，另外，富士康还有
望在海珠琶洲建产业大楼，目前政府已经开展周边配套设施建设。
UCC 观点：富士康生态产业园的建设在网络、数据中心、安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规模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富士康拟实现中国工厂全面自动化生产

富士康拟通过三阶段实现其在中国工厂的完全自动化生产。第一阶段：计划用机器人完成人不愿做或较危
险的工作；第二阶段，实现整个生产线的自动化，以便减少所需机器人数量；第三阶段是整个工厂自动化。
未来仅需要少数工作人员处理物流、质检等工作。目前已有 3 家工厂处于自动化第二、三阶段。
UCC 观点：富士康中国工厂自动化会带来工业无线、智能互联、企业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富士康计划在中国投资近 60 亿元建立 OLED 屏幕工厂

为了能够获得新 iPhone 的屏幕订单，富士康也在积极打造自己的 OLED 生产线。根据一则来自日本媒体
的报道，富士康计划在中国投资 1000 亿日元(近 60 亿元)建立 OLED 屏幕工厂。富士康新建的 OLED 屏
幕工厂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直接在目前富士康郑州工厂设立 OLED 生产线。
UCC 观点：OLED 屏幕工厂的建设会产生对工业无线、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美的
美的空调国家工业强基项目获政府 2090 万元资助
11 月 4 日，国家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项目“1.5P 空调器直流变频控制器实施方案”验收会议，在美的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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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召开。最终会议项目圆满通过实施方案的各项指标，获得 2090 万元政府资助。
UCC 观点：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电子企业会加强对研发、新品生产方面的投入，从而产生在网络、工业互
联、研发平台等方面的机会，思科可重点对该类型企业进行监测。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竞争动态
华为
华为落户高新区打造青岛云基地
11 月 21 日,青岛高新区与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青岛签署合作协议,据了解,华为将在高新区建设华为企
业云青岛基地,依托华为全球领先的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建设区域公共云计算服务平台,以软件开发云为依
托,联合华为相关领域合作伙伴,构建云计算、软件研发、软件培训、软件外包等软件与信息产业生态,与高新
区共同搭建云计算产业生态链,提升青岛市云服务水平。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北京市昌平区与华为企业云战略合作 共同打造云产业新体系

12 月 16 日上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北京未来科技城分别与华为公司签署云计算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就共建云计算、大数据、高端智能制造、生命健康、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达成全方位战略合作。
UCC 观点：与政府的合作有助于华为在当地的业务拓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江西鹰潭市、江西移动和华为战略合作

1 月 5 日，鹰潭市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江西移动在南昌签署了窄带物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利用物联网、云计算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实现合作
共赢。
UCC 观点：与政府的合作有助于华为在当地的业务拓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陕西省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陕西国家大数据高地

1 月 7 日上午，陕西省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西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签署的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大数据及云计算产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企业管理与文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陕西产业转型升
级，并确立了三大合作目标。一是共同打造陕西国家大数据高地，推进陕西大数据及云计算产业发展；二
是推进陕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合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慧城市样板；三是共同推进省内企业与
华为公司在先进管理文化、流程制度、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交流，提升陕西企业竞争力，促进陕西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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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
UCC 观点：与政府的合作有助于华为在当地的业务拓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新华三
新华三推出关键业务 ISV 认证计划，打造开放、融合云生态系统
10 月，北京--新华三集团宣布正式推出关键核心业务 ISV（独立软件提供商）认证计划，并联合国内诸多重
要的 ISV 推动行业产业创新，共同打造开放、融合的全新生态环境，利用创新的关键业务新 IT 架构体系推
动产业变革与发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新华三集团与成都市共同打造云计算新生态

12 月 12 日，新华三集团（以下简称“新华三”
）与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签
署战略合作与投资合作协议，正式宣布在成都投资建立新华三集团云计算运营总部及研发中心，共同打造
具有全面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产业基地。
UCC 观点：与政府的合作有助于新华三在当地的业务拓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门子
西门子工业众创空间落户武汉创新中心

1 月 10 日，西门子工业众创空间在西门子位于武汉未来科技城的创新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西门子将携手当
地合作伙伴共同搭建“数字化”专业实验室、智慧水务实验室、工业软硬件平台及专家网络。工业众创空
间将与本地产业现状与需求密切结合，为当地中小微企业提供创新项目孵化、专业培训和技术咨询等服务。
UCC 观点：工业众创空间是西门子建设软实力的一种表现，有利于当地业务的拓展。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西门子在合肥设立智能制造创新中心

西门子（合肥）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项目落户签约仪式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悉，西门子（合肥）智
能制造创新中心将全面引入西门子数字化工厂相关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于合肥市智能制造人才培
养、工厂改造升级，为合肥市打造智能制造高地服务，推进合肥经济可持续发展。
UCC 观点：智能制造创新中心的建设将有利西门子拓展在华东尤其是安徽地区的业务。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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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与河钢集团合作智能制造

10 月 28 日，西门子宣布，该公司与中国产能规模最大的钢铁集团河钢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数字
化工厂、智能制造、节能环保及冶金工艺改进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并积极致力于探索和实践西门子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
UCC 观点：与河钢集团的合作将为西门子在钢铁行业树立标杆。
点击查看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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