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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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所在地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5338237/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92/n3917132/n4061512/c5294455/content.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6-11/09/content_5130612.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9/content_51454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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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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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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船海工程机电设备数字化车间试点示

范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40 工业雷管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湖北卫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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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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智能终端行业视窗玻璃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 
东莞市瑞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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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

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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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

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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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61 数字油田试点示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

分公司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62 氯碱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63 高纯晶体硅智能工厂试点示范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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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27/c503280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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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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nfo.hebei.gov.cn/eportal/ui?pageId=1962757&articleKey=6672412&columnId=329982
http://finance.hebnews.cn/2016-12/16/content_6152195.htm
http://www.cac.gov.cn/2017-01/09/c_1120275742.htm
http://news.163.com/16/1214/09/C882PUAQ000187V5.html


UniChina Consult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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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hanxigov.cn/sxszfxxgk/sxsrmzfzcbm/sxszfbgt/flfg_7203/szfgfxwj_7205/201612/t20161209_265899.shtml
http://www.yongchang.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5757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10/doc-ifxxsfip43130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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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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t.southcn.com/9/2016-11/16/content_159839529.htm
http://cyyw.cena.com.cn/2016-11/29/content_346261.htm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11/17/content_397229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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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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6-10/14/c_1119718088.htm
http://cyyw.cena.com.cn/2016-11/29/content_346239.htm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50/c5335523/content.html
http://news.163.com/16/1109/20/C5F6CE4G000187V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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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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fznews.com.cn/shehui/20170109/5873572864225.shtml
http://fjrb.fjsen.com/fjrb/html/2016-12/21/content_988533.htm?div=-1
http://www.gsec.gov.cn/meiridongtai/bumendongtai/20170103/101409451621fc.htm
http://cq.cqnews.net/cqqx/html/2016-12/29/content_40093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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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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61129/000727061.html
http://www.sc.xinhuanet.com/cxjs/2016-11/25/c_1119989229.htm
http://news.hexun.com/2017-01-09/187668810.html
http://tech.qq.com/a/20161212/0354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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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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yyw.cena.com.cn/2016-12/28/content_348698.htm
http://www.miit.gov.cn/n1146312/n1146904/n1648373/c545049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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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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echina.com.cn/category/news/201701/0784828/1.html
http://digi.163.com/17/0106/12/CA3KBC6T001680NS.html
http://ln.people.com.cn/n2/2017/0109/c378392-29572551.html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17-01/05/content_2439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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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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jckb.xinhuanet.com/2017-01/13/c_135978214.htm
http://0910fc.com/xyesf/2017/0112/282.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701/20170102498309.shtml
http://www.chinamac.com/2017/0109/59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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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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igi.163.com/16/1109/17/C5EPF7DD001680NS.html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61122/ArticelQ02005FM.htm
http://news.163.com/16/1219/10/C8L3V4AT00014JB5.html
http://www.js.chinanews.com/75/2017/0110/26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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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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ech.sina.com.cn/t/2017-01-10/doc-ifxzkfuk3299711.shtml
http://www.cet.com.cn/itpd/itxw/1831558.shtml
http://mt.sohu.com/20161213/n475701918.shtml
http://www.gongkong.com/news/201701/354984.html
http://epaper.hf365.com/hfrb/html/2016-11/19/content_2465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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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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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