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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 

一、项目背景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数字化发展进入动能转化新

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移。产

业互联网作为实现产业与数字经济共同发展相协调的必然要求

和基本路径，将发挥更大的引擎作用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开启

数字经济的“下半场”。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在发展产业互联网方面具有先

天的优势。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40%，在

全国位居首位。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北京数字经济产业再

次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与现代生产制造、商务金融、文化消费、教育健康、交通出

行等深度融合，为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运转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京作为中国软件业的领头羊，具有技术、人才、资金的强

大优势，必将成为未来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先锋。2020 年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产业规模达 17744.3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 15.3%；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网络安全等相关技术支撑

产业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为了充分利用北京软件业优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

展，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商业模式创新，打造平台生态，北京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积极发挥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联合

近 3000 家会员企业共同打造《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旨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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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北京软件业的新名片，为北京数字经济和产业互联网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助力《北京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

年)》、《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

案》等文件精神的落地，支撑建设北京数字经济高地与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二、基本原则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需要不断积累和夯实产业洞察、资源整

合、平台赋能、技术实现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这个

过程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技术支撑原则：推进产业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产业

数字化转型、产业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云（云计算）、

物（物联网）、移（移动互联网）、大（大数据）、智（人工智

能）、链（区块链）、安（网络安全）”等核心技术，引导产业

升级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基本原则。 

2.资源整合原则：资源整合能力是产业互联网平台获得快速

发展的关键。因此，产业中的龙头企业，或者是所在行业中的领

头企业非常关键，在掌握和整合资源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3.平台赋能原则：产业互联网平台要为所有参与主体赋能，

要让各个参与主体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比自己单打独斗有更快、更

强的能力提升。而赋能的基础是产业大数据的沉淀、产业相关知

识库的积累、产业链流程的优化再造、产业人才培养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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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运营原则：卓越运营是平台保持长久竞争力的核心。 

互联网本质是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好的产品品质、更优

的客户体验等。平台要想盈利，并且形成核心竞争力，最终要靠

精细化的流程设计和运营管理能力。 

三、建设目标 

充分发挥北京市科技资源聚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力雄厚

的优势，以及北京在软件应用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聚焦制造业、

建筑业、网络通信、医疗健康、金融、交通、能源、农业等八大

垂直领域，打造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和产业互联网北京品牌，培

育出具有北京市特色的产业互联网生态体系，支撑北京打造万亿

级的产业互联网集群；推动北京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北京

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推动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在全

国的推广落地，助力北京软件再次腾飞。 

到 2030 年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 5 个以上全国性行业

试点示范标杆，1 家万亿级、5 家以上千亿级市值企业，形成总

部经济，带动生态企业集聚，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北京软

件产业新贡献。 

四、方案要点 

对于北京产业互联网发展，有三项关键要务：引领新认知、

创新新业态、打造新生态。认知共识是第一要务，只有在思想上

有高度，才能在行动上有力度；只有在思想上形成共识，才能在

在行动上目标一致；业务创新是核心要务，利用新科技，实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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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新，激发新动力，聚力创新产业互联网新业态；生态打造是

重点要务，依托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等多方力量，构建产业

互联网发展新生态，助推北京市成为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新高地。 

（一）引领新认知 

通过行业龙头企业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产业互联网被定义

为：产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

对传统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进行重组的新型业态，具备平台化和

生态化两大特点。 

产业互联网不是简单的商业模式创新，也不是简单的拼流量

的商业逻辑，产业互联网的形成需要具备四个要素：对垂直行业

的业务 know-how 和行业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找到价值撬

点，将核心业务数字化，实现数字技术和行业的融合创新，形成

核心能力；把核心能力沉淀到平台，用平台的方式实现资源和关

系的再组织，实现全价值链的闭环；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行

业龙头企业和上下游生态企业共生发展，从而重塑了产业发展模

式，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载体和基础。 

通过协会牵头成立产业互联网研究院，全面提高产业认知水

平。一方面承接产业互联网相关课题，支撑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

关、科技成果转化，定期对外发布产业互联网发展白皮书；另一

方面将知识转化成理论体系以会议、培训、论坛的方式进行输出。

包括：设立产业联盟，创造产业交流互动环境，共同构建资源共

享、互助共赢的生态；定期举办产业互联网论坛，推进产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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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业态；聚合一批行业领军人才，打造

企业家工程。 

1.成立产业互联网研究院，加强产业研究和成果转化  

依托协会智库平台的专家资源，联动各方资源，成立产业互

联网研究院，加强产业互联网产业布局和发展趋势研究，结合北

京市产业互联网科技创新资源，整理形成产业互联网产业图谱。 

（1）针对制造业、建筑业、网络通信、医疗健康、金融、交

通、能源、农业等 8 个产业互联网重点垂直领域，从优质企业、

产品和解决方案、关键专利等维度，建立针对性的产业链数据库； 

（2）建立数据库的动态更新机制，定期更新数据； 

（3）每年定期对外发布产业互联网发展白皮书。 

（4）结合产业图谱数据，重点分析未来 3-5 年产业互联网

垂直领域的发展趋势和路线图，开拓前沿技术应用场景，支撑产

业落地和产业生态优化。 

2.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推动认知输出和共享 

依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智库平台资源和北京软协

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和

金融科技等七大专委会，策划、举办产业互联网互访交流和论坛，

搭建交流和沟通平台，将知识转化成理论体系以会议、培训、论

坛的方式将知识进行输出；同时，进一步强化北京产业互联网龙

头企业、初创企业、科研机构的资源对接，活跃开放创新氛围，

提升北京产业互联网产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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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沟通交流工作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在世界数

字经济大会期间，举办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2、在协会主

办的数字生态新优势行动系列活动中，以工业互联网、建筑产业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等为主题，举办不少于 5场交流会或研讨会，

组织产业互联网企业走进用友、广联达、东华三家龙头企业；3、

分别以工业互联网、建筑产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为主题举办决

策沙龙。 

2022 年，在当年的论坛、研讨会和沙龙中，更多地设置以产

业互联网为主题的活动。每个相关领域最少举办一场相关的主题

研讨会；将继续围绕“产业互联网”设计平行论坛参与全球数字

经济大会。 

2023 年，继续举办产业互联网垂直领域研讨会，同时举办多

场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成果发布活动。 

（二）创新新业态 

目前，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开展产业互联网实践，在探索

中前行。在此基础上，将通过政府引导、协会助力、骨干企业推

进，共同打造各个领域的示范工程项目，同时，梳理各个行业数

字化转型需求和应用场景，形成创新解决方案，总结推广经验，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让更多企业拥抱产业互联网，全面推进产业

发展实现新突破。 

1.构建产业互联网创新业态，打造产学研用金协同平台 

针对垂直领域产业互联网方案的形成建立创新生态，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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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为引领，由骨干企业、成长型企业共同组成的垂直领域

产业互联网方案工作组，建立以协会为纽带的“产学研用金”协

同平台，共同研究产业痛点、难点与需求，开展解决方案联合开

发和产品优化配置工作，构建垂直领域产业互联网平台。 

2021 年，组建由用友牵头的制造业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工

作组、由广联达牵头的建筑业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工作组、东华

软件牵头的医疗健康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工作组。 

2022 年，组建由亚信牵头网络通信、太极股份牵头能源、千

方科技牵头交通、神州数码牵头金融等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工作

组。 

2023 年，在已有工作组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增加两到

三个工作组。同时强化工作组内部、工作组之间的协作。 

2.推出行业应用示范工程，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鼓励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以垂直行业产业互联网平台推

动垂直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此基础上，开展北京市产业互

联网案例征集活动，聚焦制造业、建筑业、网络通信、医疗健康、

汽车制造、教育、石油石化、政务、交通等行业，形成一批融合

度高、可推广的典型项目，在协会官网、微信公众号、加推 APP

进行宣传推广，总结经验，为更大范围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借

鉴。 

（三）打造新生态 

发挥社会各参与主体力量与能动性，体系化开展生态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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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括政府主管部门、企业主体（以能源、交通、建筑等为

代表的需求侧企业和以软件信息服务为代表的供给侧企业），以

及以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高校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机构。通过拉

通政、产、学、研、用各个环节，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举办产业

开发者大会、创立产业发展基金、打造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全面

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推动产业生态在京落地、生根、发芽、

壮大。 

1.引入风投机构，建立产业互联网发展基金 

积极协调市级财政引导资金进入，广泛吸引社会资本，与投

资公司、金融机构、行业企业、民间资本等合作，设立北京市产

业互联网发展基金。市级财政与社会资本按 1:3 比例出资，基金

首期出资规模计划 100亿元。根据首期资金运作情况，适时同步

增资扩大基金规模。 

组织、建立金融服务对接平台，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产业互联

网企业的资金需求发布专项支持服务。每年发掘并支持产业互联

网领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企业 100家，进行股权投资，助力

企业做大做强。 

2.牵头企业，推动形成产业互联网标准体系 

充分发挥标准在产业生态环境构建中的顶层设计和基础引

领作用，牵头北京市产业互联网优势企业，加快共性基础、关键

技术、产业急需标准的研究制定，逐步建设跨行业、跨领域、适

应产业发展需求的产业互联网标准体系，为产业互联网发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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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 

产业互联网各重点垂直领域，由牵头企业主导，推动形成领

域内基于产业链和合作关系的统一标准，各垂直领域最终形成团

体标准 1-2 项，并积极申报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针对垂直行业的产业互联网方案，依托北京软协七大专家委

员会，聚焦重点产业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针对产业互联网共性

技术要求，如数据接口等，各技术领域最终形成团体标准 1-2 项，

并积极申报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3.打磨若干垂直领域的产业互联网方案，最终形成产业互联

网北京方案 

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的各个供应商、需求方等参与

方，整合产业链各方面的资源，共同打造所属垂直领域的产业互

联网解决方案，并基于此进行技术与产品的优化配置，形成“即

插即用”的产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五、保障措施 

（一）机制保障 

充分发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作为行业协会的桥梁

纽带作用，形成由协会牵头，由重点企业、北京两化融合服务联

盟、北京工业互联网联盟和北京软协智库平台专家联合成立工作

专班，指导、促进北京市产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产业互联网北京

方案的打造。 

发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七大专委会的协会企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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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优势，开展高端研讨交流；强化产业联盟、产业协会之间的对

接合作，建立起政府部门、企业群体、科研机构的多边合作和对

话机制。 

（二）智库保障 

发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智库平台的专家资源优势，

为产业互联网发展提供决策支撑。目前，协会智库平台拥有来自

政府主管机构、科研机构、咨询机构、IT 企业、应用单位和媒体

的近百名专家。这些专家将从不同的角度为产业互联网北京方案

出谋划策。 

（三）金融支持 

充分利用北京市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丰富金融资源，

组织、建立金融服务对接平台，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产业互联网企

业的资金需求，发布专项支持服务。 

形成由风险投资机构、产业龙头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互联网

发展基金，发掘和支撑产业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 

（四）人才培养 

依托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京津冀软件人才培养平台

优势，鼓励企业与高校开展“专业共建”、“院系共建”等人才

培养活动，支持企业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实训

基地、创新实践基地和人才培训基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