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编号 方向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贯标

面向产品全生
命周期创新与
服务的新型转
型能力建设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产品研发管控能力

2 江苏思源赫兹互感器有限公司 基于客户需求的互感器产品集成开发管理能力
3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创新与服务能力
4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新能源客车数字化协同研发能力
5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预应力产品研发设计、工艺设计与业务集成管控能力
6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管理平台的电站锅炉产品设计研发能力
7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以客户为中心的个性化服务能力
8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9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基于三维的内燃机车设计和工艺设计一体化能力
10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工程机械远程诊断与智慧服务能力
11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电梯智能服务能力
12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起重机远程在线监控、诊断服务能力
13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的研发创新能力
14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化制造的设备资源共享服务能力
15

面向供应链管
控与服务的新
型转型能力建

设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船舶产业供应链协同运营能力
1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奥铃汽车厂 精益化生产物流协同管控能力
17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直升机制造智能配送能力
18 上汽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整车物流数字化管理能力
19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敏捷高效的供应链物流能力
20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与财务一体化协同管控能力
21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乳制品终端供应链协同管控能力

22

面向现代化生
产制造与运营
管理的新型能

力建设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书膜化专用车产品的柔性信息化生产管控能力

23 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精细化全过程质量管控能力

24 安泰天龙（天津）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钨钼材料制品的高效柔性制造能力
25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订单的乘用车轮胎全流程自动化协同管理能力
2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油田智能开采能力
27 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轻量化汽车底盘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能力
28 阜宁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单、多晶硅片产品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能力
29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面向载重子午线轮胎全工艺流程的智能化生产能力
30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现代化生产制造与运营管理能力
31 赢胜节能集团有限公司 保温材料产品数字化生产智能管控能力
32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精益化高效生产运营能力



33

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贯标

面向现代化生
产制造与运营
管理的新型能

力建设

冠捷显示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液晶显示器精益生产管控能力
34 深圳市宝安任达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化制造资源平台的精益生产能力
35 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 铁路货车精益化造修能力
36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过程精细化管控能力
37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和物资采购集团管控能力
38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财务集中管控能力
39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异地多电站集中化在线管控能力
40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集团经营一体化集成管控能力
41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扣件系统及桥梁支座产品的精益化生产管控能力
42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智能制造能力
43 江苏振华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舰船用泵产品的订单全过程跟踪管控能力
44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改性塑料的生产制造与精益品质管控能力
45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MCP运营协同管理能力
46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 汽车模锻件全过程生产管控与数字化制造能力
47 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高技术船舶的精益建造能力
48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高端电子元器件智能生产与协同管控能力
49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定制化电机驱动器高效自动化生产能力
50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齿轮传动系统数字化生产能力

51
面向数字孪生
的数据管理能

力建设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武汉）有限公司 生产过程数字化管控能力

52

重点行业工业
互联网平台试

点示范

离散行业重点
工业互联网平

台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航空复杂装备协同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53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HolliCube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54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
55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联想工业互联网平台（iLeapCloud）在离散制造行业的建设与实

践56 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康佳智能家电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5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工业互联网平台
58 焦作科瑞森重装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港口散货装卸输送设备工业互联网平台
59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协同制造数字化平台项目

60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金属成形机床行业的工业机理模型和微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

试点示范
61 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智慧环保装备远程运维服务试点示范
62 天津卡达克数据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构建和应用
6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 面向船舶制造配套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系统解决方案
64 山东博远重工有限公司 基建物资大数据租赁共享平台项目
65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照明工业互联网平台
66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金惠云智能检测装备工业互联网平台



67

重点行业工业
互联网平台试

点示范

离散行业重点
工业互联网平

台

中电九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面板显示行业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
68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69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生态云平台
70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兰石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
7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TB e-cloud”工业互联网平台
72 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高端铝材精深加工的协同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示范
73 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浪潮In-Cloud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大信家具个性化定制项目
74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衣物全生命周期智慧平台

75

重点行业工业
互联网平台试

点示范

流程行业重点
工业互联网平

台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数字孪生应用项目
76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盛虹石化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77 河钢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eshare工业互联网平台
78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CPS的卷烟智能工厂试点项目
79 天瑞集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建材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80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基于城市能源互联网的供电服务指挥平台
81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国轩高科复杂流程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82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行业大数据服务平台
83 大同市中科唯实矿山科技有限公司 掘进机全生命周期运营与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8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国家海上风力大数据中心
85 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KellyOne个性化定制生产销售项目

86 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限公司 经纬棉纺车间智能管控平台（经纬e系统）

87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数字化核电设计一体化平台

88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帆有限公司
钢铁行业百米全长淬火高速重轨数字化生产一攀钢机重轨数字化

产线工业互联网平台
89 蒙牛乳业（宝鸡）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宝鸡）工厂流程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90

信息物理系统
（CPS）试点

示范

信息物理系统
共性技术研发

紫光云引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基于紫光工业互联网平台离散行业CPS系统
91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面向信息物理系统（CPS）的制造执行系统产品和解决方案
92 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面向信息物理系统（CPS）的iMES-100产品公关
93

信息物理系统
行业应用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面向离散制造业的SoS级CPS综合集成管理系统
94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CPS的卷烟智能工厂试点项目
95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G6 代 LTPS LCD显示面板生产线信息物理系统应用试点示范
96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干式变压器行业制造信息物理系统应用项目
97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物理系统在设备远程智能运维中的应用
98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基于生产制造数据可视化的工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99 南京理工大学 水泥工业装备复杂过程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信息物理系统
100

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应用服务
试点示范

生产过程管理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面向生产过程管理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服务试点示范



101

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应用服务
试点示范

生产过程管理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分布式制造现场状态管理及质量控制管理项目
102 中冶京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钢铁企业智能制造大数据质量分析系统
103 沈阳格微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智慧工业云平台
104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智能工厂项目
105 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面向生产制造的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平台
106 衣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依文集合智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
107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深度定制与及时体验的服装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108

大数据精准营
销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客户信息获取售后服务能力”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平
台109 宁波公牛电器有限公司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项目

110 明珠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明珠大数据精准销售应用项目
111 宁夏中宁枸杞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宁枸杞大数据社会综合信息平台
112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车桩大数据平台及绿色出行应用项目
113

精细化能源管
理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化耐火材料能源管理行业平台
114 四川川能智网实业有限公司 智网在线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能源管理平台
115 厦门明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DigiPower综合能源管理系统
116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电力需求侧微网能量管理系统
117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大数据管控平台
118

工业电子商务
试点示范

大企业集采集
销平台服务转

型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互联网+协同制造服务支撑平台
119 鲁班（北京）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建筑行业的中国中铁集采集销平台转型
120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行业集采集销电子商务平台
121 中航金网（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电子采购平台
122 神华和利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123

工业电子商务
服务平台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垂直产业链工业电子商务平台
124 上海河姆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互联网 智能建筑”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25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九牧厨卫C2F智能定制工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126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化零部件O2O电子商务平台
127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国网金融科技集团） 电工装备（能效装备）工业云网
128 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能大宗”智慧能源供应链集成服务平台
129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欧冶钢铁新零售服务平台
130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基于生产制造数据可视化的工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131 江苏徐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工程机械为核心的机电产业集群电子商务平台
132

中德智能制造
合作试点示范

中德智能制造
合作方向

弗劳恩霍夫ISC设备开放中心 氮化硅陶瓷球光学测试系统（STS）-全自动陶瓷球百分百监测
133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松SAP定制化机器智能制造系统供应商试点示范
134 爱动超越人工智能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工业车辆互联网平台
135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红旗智能工厂项目
136 郑州大学 中德智能制造合作学院
137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德工业智能与预测性维护创新中心试点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