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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2016-2020年）

《中國製造2025》五大工程實施指南：

為貫徹落實《中國製造2025》，推進製造強國建設，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展改革委、

科技部與財政部組織編制了五大工程實施指南，通過政府引導，形成行業共識，匯聚

社會資源，突破製造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搶佔未來競爭制高點。

其中，《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年）》（下稱：《實施指南》）

將深入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貫徹《中國製造2025》，組織實施好製造業創新中心建

設工程，加快完善製造業創新體系，全面提升產業創新能力。

製 造業是技術創新最活躍的領域。當前，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

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重要領域

和前沿方向的革命性突破不斷湧現、交叉融合。

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一

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持續革新製

造模式、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和產業分工格局。

全球製造業創新體系也隨之轉變，創新載體從

單家企業，轉為跨領域多主體的協同創新網絡；

創新流程從線性鏈式，轉向協同並行；創新模

式由單一技術創新，轉向技術結合商業模式的

創新；以具有跨界、融合、協同特徵的新型創

新載體為核心，全球製造業創新生態系統正逐

步形成。

為順應全球製造業創新體系和創新模式的一系

列變革，發達國家著眼於全面提升製造業核心

競爭力，搶佔未來競爭制高點，加快建設新型

製造業創新載體。如美國積極構建製造業創新

網絡，英國加緊建設「 產業技術創新中心 」，

都是力圖彌補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之間的斷層，

促進實驗室技術轉移、轉化為實際產品。

這些計劃強調以新型創新載體為關鍵節點，構

建協同創新網絡及製造業創新生態系統。因此，

中國必須洞察這變革趨勢，將創新中心的建設，

提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否則就有可能再次拉

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未來競爭中處於被動。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已經建成了門類

齊全、獨立完整的製造業體系，積累了較強的

產品和技術基礎，並已成為全球第一製造業大

國，製造業創新也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傳統的

製造業創新體系已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亟需作出以下三項變革：

	 打造新型創新鏈—由引進技術為主，轉

為自主創新。技術引進是後發國家在工業

化中前期追趕發展的主要途徑。國際經驗

表明，進入工業化後期，必須揚棄這種發

展模式，構建滿足產業內生發展需求的技

術供給體系。

 中國製造業要在未來全球競爭中搶佔制高

點，難以依靠過去的技術引進模式。這就

要求其順應全球產業變革的趨勢，加緊打

行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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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製造業高水平新型創新載體，豐富和拓

展技術創新鏈，彌補創新鏈各環節之間的

脫節與斷層，形成技術自主創新的機制，

解決製造業核心技術供給不足問題。

	 打造新型產業鏈—由單項技術產品攻關，

轉為匯聚全要素的產業鏈。基於全產業鏈

的創新要素整合能力決定了製造業整體的

競爭力水平，因而全球競爭正由產品競爭

轉向產業鏈競爭。

 中國長期存在嚴重的「 技術孤島 」現象，

在產業鏈各環節上，多頭部署和分散投入

創新資源要素，導致一些重點領域遲遲無

法整體地突破發展。所以國家要通過構建

新型創新載體，整體謀劃、協同部署各類

創新資源要素，集聚並整合已有的單項技

術成果，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

新鏈完善資金鏈，最終促使產業鏈能夠系

統地突破發展的格局。

	 打造創新生態系統—由改善單一企業的

局部創新環境，轉向營造產業跨界協同創

新環境。中國製造業創新過去長期遵循從

部署科研項目，到技術研發突破，再到產

品產業創新的線性模式，這模式已難以支

撐技術和產業跨界融合發展的新需求。

 因此，國家亟需打造技術、人才、平台、

政策，以及國際合作等要素能夠互動融合

的製造業創新生態系統，營造創新文化氛

圍，發揮已有的各類創新載體的作用，打

破單元、組織、區域和行業的界限，形成

高水平、有特色的製造業協同創新網絡和

平台，塑造中國製造業國際競爭新優勢。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製造業

解決了「 大 」的問題，但「 強 」的問題仍十分

突出，根子在創新能力不強上，突出表現為對

外技術依存度高、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產

業共性技術供給不足、創新成果產業化不暢等。

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可將實驗

室技術轉移為產品技術的創新平台和中試系統，

缺失產業共性技術供給體系，以及產業發展的

基礎材料、基礎工藝、技術基礎較為薄弱等。

製造業由大變強是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全新歷史

性任務，關鍵靠創新，難點也在創新。建設新

型創新載體，構建全新的製造業創新生態網絡，

是全面提升製造業持續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面向製造業創新發展的重大需求，中國要積極

借鑒發達國家的戰略部署和成功經驗，透過建

設創新中心，打通技術、組織、商業、資本之

間的分割與壁壘，整合和重組各類創新資源和

主體，推動機制創新、模式創新和管理創新，

構建能夠承擔從技術開發、轉移擴散到首次商

業化的新型製造業創新平台。

一、總體考慮
中國各地區將按照《實施指南》，貫徹落實《中

國製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以增強產業技

術創新能力為目標，以製造業轉型升級、培育

發展新動力的重大需求為導向，以集成優化創

新資源配置為核心，以建立健全產學研用協同

機制為手段，匯聚和整合企業、科研院所、高

校等的資源及優勢，突出協同配合，加強國際

合作，打造貫穿創新鏈、產業鏈的製造業創新

生態系統，全面提升中國製造業競爭能力。

同時，還會攻克解決一批制約行業發展的共性

關鍵技術瓶頸，轉化推廣一批先進適用技術和

標準，積累儲備一批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建設

發展一批產業共性關鍵技術的研發應用基地，

培養造就一批技術創新領軍人才，加快形成發

展的新動力，為推動中國製造由大變強提供戰

略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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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位
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是國家級革新平台的一種

形式，由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各類創新主

體自願組合、自主結合，並以企業為主體、以

獨立法人形式建立的新型創新載體，用以面向

製造業創新發展的重大需求，突出協同創新取

向，以重點領域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的研

發供給、轉移擴散和首次商業化為重點，充分

利用現有創新資源和載體，完成技術開發到轉

移擴散到首次商業化應用的創新鏈條各環節的

活動，打造跨界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

這種新型創新載體具有以下特徵：

市場主導結合
政府引導

1.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完善市場化運
作機制。

2.	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推進體制機制改革，搭建創新服務平台，完善政策支持
體系，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生態系統。

技術創新結合
社會資本

1.	創新產融結合方式，引入多元化投資機制，發揮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助推器作
用。

2.	面向制約製造業發展的技術瓶頸，發揮創新中心在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供給
中的核心載體作用，加快推進科技成果的轉移擴散和商業化應用。

資源整合結合
人才發展

1.	圍繞製造業技術研發、成果轉移和商業化應用各環節的重大需求，聚集和整合創
新資源，打造政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協同創新載體。

2.	建立靈活的人才培育與管理機制，加快培養製造業發展急需的高端研發人才、專
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和技術技能人才，培育企業家精神，營造支持和鼓勵
人才創新創業的氛圍。

自主創新結合
開放合作

1.	增強製造業自主創新能力，通過打造創新鏈，完善產業鏈，培育創新生態系統，
為行業提高技術創新水平，以及形成持續創新能力。

2.	積極利用和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和成果，加強技術人才等的國際交流，提高國際創
新合作水平。

二、基本原則

創新生態系統之
網絡組織

通過在重點領域部署和建設創新中心，形成以這些中心為核心節點的創新生態網
絡，支持並構建國家製造業創新體系，幫助製造業擴展前沿和共性關鍵技術的研
發，以及提供首次商業化服務。

創新資源之
整合樞紐

集聚和整合科研基礎設施、大型科研儀器、科技工程數據、知識產權、科技文
獻，以及人才、技術、標準、信息、資本等的各類創新資源和要素，重點開展
製造業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發，推動技術成果轉移擴散和首次商業化，面
向行業、企業提供公共技術服務。

創新服務之
公共平台

創新中心輻射重點行業內的企業和各類機構，提供技術委託研發、測試認證、標
準制定、專利運用、成果評估、應用推廣、企業孵化、信息服務、人才培訓、
項目融資等一系列公共服務。

創新人才之
培育基地

創新中心建立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人才培養機制，加強製造業創新型人才培養和
企業家精神培育，積極開展國際化人才交流與合作培養，發揮示範、輻射和帶動
作用，加強製造業政策研究，充分發揮創新人才對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形成製
造業升級智庫。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香港印刷業商會

080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115

行業動態

五、創建方式
《 實施指南》將充分發揮企業、科研院所、高

校、行業組織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圍繞《中國

製造2025》確立的十大重點領域，兼顧製造業

轉型升級需求，聚焦「 一帶一路 」、京津冀協

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國家重大戰略，加強頂

層設計，統籌考慮現有科技資源，以企業為主

體，依托已有產業技術聯盟，或引導鼓勵企業、

科研院所、高校，尤其是轉制院所，自願選擇、

自主結合，構建各類產業技術聯盟，發揮各自

優勢，整合相關資源，探索機制和模式創新，

創建創新中心。

同時，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在有條件、地方

綜合實力較強的省市，鼓勵開展製造業創新中

心建設。

六、管理和運行
創新中心在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指導下，

按照定位要求，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並

探索高效的協同創新模式。

組織結構

根據參與成員和所在行業特徵，創新中心的組

織結構由參與創建的各成員單位協商決定，採

取企業法人等形式。創新中心經營活動自主決

策，實現自負盈虧、自我發展。

運行機制

創新中心按照責權明確、科學管理的模式運行，

自主決策、自我管理。

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創新中心決策機構的

成員應具有廣泛代表性，包含來自成員單位的

代表、具有獨立身份的產業界和科技界傑出人

士，負責制定創新中心長期發展戰略、決策投

融資、人事、基本建設等重大事項。

建立技術專家委員會作為內部諮詢機構—技

術專家委員會由來自學術界、企業界和政府委

派的專家組成，負責研判行業發展重大問題，

並篩選和確定研究方向。

四、功能

加強研發產業前沿和共
性關鍵技術

1.	面向戰略必爭的重點領域，開展前沿技術研發及轉化擴散，強化知識
產權戰略儲備與佈局，突破產業鏈關鍵技術屏障，支撐產業發展。

2.	研發共性關鍵技術和跨行業融合性技術，突破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供
給瓶頸，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以滿足優勢產業發展需求。

促進技術轉移擴散和首
次商業化應用

1.	打通技術研發、轉移擴散和產業化鏈條，形成以市場化機制為核心的
成果轉移擴散機制。

2.	通過孵化企業、種子項目融資等方式，將創新成果快速引入生產系統
和市場，加快創新成果大規模商用的進程。

優化製造業創新人才隊
伍建設

集聚和培養高水平領軍人才與創新團隊，開展人才引進、培養、培訓和
交流，建設人才培訓服務體系，為製造業發展提供多層次創新人才。

提供製造業創新的公共
服務

提供技術委託研發、標準研製和試驗驗證、知識產權協同運用、檢驗檢
測、企業孵化、人員培訓、市場信息服務、可行性研究、項目評價等公
共服務。

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1.	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跟蹤國際發展前沿，通過項目合作、引進高
水平技術和團隊、聯合研發、聯合共建等形式，提升行業共性技術水
平和促進產業發展。

2.	探索國際創新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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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機制

創新中心根據市場需求，自主開展各類經營活

動。

主要的形式是：吸收集聚成員單位等各方面的

創新資源和科研成果，自主開展技術研發或接

受企業委託開展技術研發，將成果及時輻射給

行業，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源源不斷地提供

前沿技術、共性技術和新工藝、新設備、新知

識。

另外，創新中心還會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的有效機制。

協同模式

創新中心會採取網絡化科研模式，利用互聯網、

雲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建設覆蓋

成員單位的科研創新網絡平台，實現多學科、

跨領域、跨地區的技術創新，優勢互補、資源

開放共享，充分發揮創新資源合理配置的協同

優勢，提升持續創新能力。

七、評估
評估是加強創新中心管理、總結經驗、發現問

題、促進中心健康發展的重要管理環節。

創新中心主要從多方面作綜合評估，包括：技

術成果數量及質量、技術成果轉移擴散和產業

化、對行業發展的支撐作用、人才隊伍建設，

以及開展國際合作情況等。

在具體指標中，突出可量化的委託研發合同數

及金額、技術市場交易額、孵化企業數量等市

場效益衡量指標。最後，還須要加強使用和管

理評估結果，結合評估情況進一步規範及完善

創新中心建設體系。

八、建設目標
按照統籌設計、階段實施、突出重點、政策協

同的要求，中國將逐步推進創新中心建設工程，

力爭到2025年前後形成比較完善、能夠支撐製

造強國發展的製造業創新體系。

第一個階段：2016年至2020年

到2020年，國家製造業創新體系核心初具規模。

在部分重點領域建成創新中心，掌握一批重點領域前沿技術和共性關鍵技術，初步形成行業共

性關鍵技術供給機制，在部分戰略必爭領域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進一步增強優勢領域競爭

力，為中國基本實現工業化、進一步鞏固製造業大國地位提供有力支撐。

第二個階段：2021年至2025年

到2025年，進一步完善國家製造業創新體系。

在《中國製造2025》確定的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

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

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重點領域，形成一批創新中心。

在創新中心支撐下，製造業大幅提升整體素質，顯著增強創新能力及提高勞動生產率，形成一

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產業集群，提升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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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組織實施
在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帶領下，工業和信息化

部牽頭實施創新中心建設工程，負責組織創新中心試

點和創建工作，制定和完善創新中心試點、認定、評

估等有關程序和內容。

組織試點—在相關重點領域先行開展試點工作，經

過二至三年的試點運行，重點探索內部組織機制、營

運管理模式和投融資方式，評估和考核運行效果，總

結經驗，完善制度，逐步推廣。

認定—落成後的創新中心認定原則包括：

 1. 優先考慮製造業創新發展急需的重點行

業領域。

 2. 按照「 高起點、有特色 」的標準，寧缺

毋濫，支持建設具有良好技術創新基礎、

具備良好體制和運行機制、具有廣泛影

響力的創新中心。

創新中心的認定分為專家評審、現場考察、認定批

准等環節，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組織建立製造業創新中

心專家組，成員包括來自經濟、技術、產業、管理、

法律等領域的專家，將對創新中心進行論證考察。

評估考核—創新中心設立後，工業和信息化部將對

創新中心組織年度評估，以及三年一次的定期考核，

評估內容是創新中心提交的運行發展報告，以及定量

定性指標的完成情況等，並依據三年內的各年度評估

報告。另外，評估考核內容會因應各家創新中心的功

能定位而有所側重。

十、保障措施
加強統籌協調和組織領導—

1. 在國家製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領導下，加強創新

中心的頂層設計，強化各部委工作上的組織與協

調，加強整合、共享資源，以推進創新中心建設

工程。

2. 設立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程專家諮詢委員會，

為相關建設工程提供諮詢服務，支援這些中心開

展階段性考核評估。

建立多元化融資渠道—

1. 探索採取企業主導、多方協同、多元投資、成果

分享的新模式，構建多元化融資渠道。

2. 創新中心成員單位按照約定，通過入股或繳納會

員費的方式投資。

3. 鼓勵社會資本利用股權投資等多種形式參與建設

創新中心。

4. 創新中心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也要積極支持基本建

設工作。

加大資金支持—

1. 利用現有資金渠道，重點支持建設技術創新基礎

設施和公共實驗平台、中試生產線及設備、開發

產業共性技術、制定標準、培養和引進人才等。

2. 鼓勵銀行在風險可控條件下，加大對創新中心的

信貸支持力度。

3. 研究發行支持創新中心直接融資的創新債券品種。

加大財稅政策支持—

1. 落實支持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

2. 創新中心首次商業化的技術裝備列入《首台（套）

重大技術裝備推廣應用指導目錄》的，通過首台

（套）重大技術裝備保險補償政策，支持相關的應

用推廣。

3. 對涉及科技研發相關內容，如確需中央財政支持

的，應通過優化整合後的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

項、基金等）統籌考慮予以支持。

加強人才培養和引進—

1. 依托已有的教育資源，建立完善的製造業人才培

養體系，支持相關高校設立課程、學科或專業。

2. 利用國家相關人才計劃，引進海外製造業高端領

軍人才和專業團隊。

3. 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勵機制，落實科研人員和科研

成果轉化的股權、期權激勵和獎勵等收益分配政

策。

鼓勵參與國際合作—

1. 推進開放創新，加強創新中心在更高的層次上與

全球創新要素深度融合。

2. 以開放的視野促進創新中心和產業鏈的融合，加

強跟蹤國際科技合作項目，鼓勵中心併購境外創

新資源，融入全球知識生產鏈，與國際同行開展

實質的研發與創新合作。■

以上僅為《 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程實施指南（2016-

2020年）》的部分內容，詳情請瀏覽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

h t t p : / / w w w . m i i t . g o v . c n / n 1146295 / n 1652858 /

n1652930/n3757016/c5215611/part/521562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