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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強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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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特制訂了《 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

（2016-2020年）》（下稱：《實施指南》），以組織實

施好工業強基工程，鞏固工業基礎，提升工業發展

的質量和效益，推進製造強國建設。

一、背景
工業基礎主要包括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

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

（簡稱「 四基 」），直接決定產品的性能和質量，

是工業整體素質和核心競爭力的根本體現，以

及製造強國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支撐條件。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工業總體實力邁上新台階，

已經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工業大國，形成了

門類較為齊全、能夠滿足整機和系統一般需求

的工業基礎體系。但是，核心基礎零部件（元

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嚴重依賴進口，產品質量

和可靠性難以滿足需要；先進基礎工藝應用程

度不高，共性技術缺失；產業技術基礎體系不

完善，試驗驗證、計量檢測、信息服務等能力

薄弱。工業基礎能力不強，嚴重影響主機、成

套設備和整機產品的性能質量和品牌信譽，制

約中國工業創新發展和轉型升級，已成為製造

強國建設的瓶頸。未來五至十年，提升工業基

礎能力，鞏固工業發展基礎迫在眉睫。

工業強基是《中國製造2025》的核心任務，決

定製造強國戰略的成敗，是一項長期性、戰略

性、複雜性的系統工程，必須加強頂層設計，

制定推進計劃，明確重點任務，完善政策措施，

整合各方資源，組織推動全社會齊心協力。

■ 工業和信息化部早前召開了
首批通過公開招投標選擇的工
業強基示範工程的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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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體要求
( 一 ) 基本原則

《實施指南》會落實製造強國建設戰略部署，圍

繞《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高端突破和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重大需求，堅持「 問題導向、

重點突破、產需結合、協同創新 」，以企業為

主體，應用為牽引，創新為動力，質量為核心，

聚焦五大任務，開展重點領域「 一攬子 」突破

( 二 ) 主要目標

《 實施指南》目標是經過五至十年的努力，提

升部分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

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完善產業技術基礎體系，

「 四基 」發展能基本滿足整機和系統的需求，形

成整機牽引與基礎支撐協調發展的產業格局，

鞏固製造強國建設基礎。

行動，實施重點產品「 一條龍 」應用計劃，建

設一批產業技術基礎平台，培育一批專精特新

「 小巨人 」企業，推動「 四基 」領域軍民融合

發展，著力構建市場化的「 四基 」發展推進機

制，為建設製造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到2020年，工業基礎能力明顯提升，初步建立

與工業發展相協調、技術起點高的工業基礎體

系。其中，40% 的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

關鍵基礎材料要實現自主保障，先進基礎工藝

推廣應用率達到50%，初步建立產業技術基礎

體系，基本滿足高端裝備製造和國家重大工程

的需要。具體目標如下：

問題導向 圍繞重點工程和重大裝備產業鏈瓶頸，從問題出發，分析和研究工業「 四基 」的薄弱環
節，針對共性領域和突出問題分類施策。

重點突破 依托重點工程、重大項目和骨幹企業，區分輕重緩急，點線面結合，有序推進，集中資
源突破一批需求迫切、基礎條件好、帶動作用強的基礎產品和技術。

產需結合 瞄準整機和系統的發展趨勢，加強需求側激勵，推動基礎與整機企業系統緊密結合，推
動基礎發展與產業應用良性互動。

協同創新 統籌各類創新資源，促進整機系統企業、基礎配套企業、科研機構等各方面人才、資本、
信息、技術的有效融合，產品開發全過程對接、全流程參與，探索科技與產業協調、成
果和應用互動的新模式。

提高
質量水平

1. 顯著提升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穩定性。
2. 明顯提高產品使用壽命整體水平。

突破
關鍵環節

1. 推動80種左右標誌性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70種左右標誌性關鍵基礎材料、
20項左右標誌性先進基礎工藝實現工程化、產業化突破。

2. 率先解決先進軌道交通裝備、信息通信設備、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電力裝備領
域的「 四基 」問題。

增強
支撐能力

建設40個左右高水平的試驗檢測類服務平台，20個左右信息服務類服務平台，服務重
點行業創新發展。

優化
產業結構

1. 培育100家左右年銷售收入超過10億元（人民幣，下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小
巨人 」企業。

2. 形成10個左右具有國際競爭力、年銷售收入超過300億的基礎產業集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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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任務
( 一 ) 推進重點領域突破發展

《實施指南》會圍繞《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

點領域高端發展，以及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

強統籌規劃，利用各類資源，分領域、分階段、

分渠道解決重點工程和重大裝備的「 四基 」發

展需求。措施包括：

1. 發揮工業強基專項資金的引導作用，突出重

點，創新管理，梳理裝備和系統需求，分析

產業現狀，遴選約170種標誌性核心基礎零

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先進基礎工

藝，再組織開展相關的工程化和產業化。

2. 按照小規模、專業化、精細化的原則，組織

生產專用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和關鍵

基礎材料，重點解決終端用戶的迫切需求。

3. 按照大批量、標準化、模塊化的原則，組織

生產通用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和關鍵

基礎材料，推廣先進基礎工藝，重點提升產

品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4. 組織實施「 一攬子 」突破行動，集中成體系，

解決十大重點領域標誌性基礎產品和技術，

完善機制、搭建平台，有機結合材料、零部

件研發生產企業、工藝和技術研發機構等，

協同開展核心技術攻關，促進科技創新成果

的工程化和產業化，解決高端裝備和重大工

程發展瓶頸。

( 二 ) 開展重點產品示範應用

應用是提升基礎產品質量和可靠性，促進「 四

基 」發展的關鍵。以需求為牽引，針對重點基

礎產品、工藝，提出包括關鍵技術研發、產品

設計、專用材料開發、先進工藝開發應用、公

共試驗平台建設、批量生產、示範推廣的「 一

條龍 」應用計劃，促進整機（系統）和基礎技

術互動發展，協同研製計量標準，建立上中下

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體化組

織新模式，推進產業鏈協作。措施包括：

1. 鼓勵整機和系統開發初期便制定基礎需求計

劃，吸收基礎企業參與。

2. 鼓勵基礎企業圍繞整機和系統需求，不斷開

發和完善產品和技術。

3. 鼓勵整機和系統企業不斷提高基礎產品質

量、培育品牌，滿足市場需求。

4. 提升先進基礎工藝的普及率，提高生產技術

和管理水平，促進高端化、智能化、綠色

化、服務化轉型。

( 三 ) 完善產業技術基礎體系

針對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

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和行業發展需求，圍繞可

靠性試驗驗證、計量檢測、標準制修訂、認證

認可、產業信息、知識產權等技術基礎支撐能

力，依托現有第三方服務機構，創建一批產業

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台，建立完善產業技術基

礎服務體系。措施包括：

1. 根據產業發展需要，持續地改造升級實驗驗

證環境、儀器設備，形成與重點產業和技術

發展相適應的支撐能力。

2. 注重發揮雲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和互聯網

的作用，鼓勵企業和工業園區（集聚區）依

托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建設工業大數據平台，

構建國家工業基礎數據庫，推進重點產業技

術資源整合配置和開放協同。

3. 鼓勵在工業園區（集聚區）率先建立第三方

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台，提升工業集聚

集約發展水平。

■ 《實施指南》要求中國
製造業持續地改造升級實
驗驗證環境、儀器設備。



「 UPM 雅光 」90 克
香港印刷業商會

073

( 四 ) 培育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

通過實施十大重點領域「 一攬子 」突破行動及

重點產品「 一條龍 」應用計劃，將持續培育一

批專注於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

材料和先進基礎工藝等細分領域的企業。措施

包括：

1. 完善市場機制和政策環境，健全協作配套體

系，支持「 雙創 」平台建設，鼓勵具有持續

創新能力、長期專注基礎領域發展的企業做

強做優。

2. 優化企業結構，逐步形成一批支撐整機和系

統企業發展的基礎領域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3. 鼓勵基礎企業集聚發展，圍繞核心基礎零部

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先進基礎工

藝，優化資源和要素配置，形成緊密有機的

產業鏈，依托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

培育和建設一批特色鮮明、具備國際競爭優

勢的基礎企業集聚區，建設一批先進適用技

術開發和推廣應用服務中心。

產業質量技術基礎服務平台
圍繞《中國製造2025》十大重點領域，建設40個公共服務平台，功能包括：

1. 開展產品可靠性、穩定性、一致性、安全性和環境適應性等關鍵問題研究；

2. 開展計量基準及量值傳遞、標準制修訂、符合性驗證、檢驗檢測、認證認可等質量技術基礎

研究；

3. 研究制定試驗檢測方法；

4. 加強建設計量基標準，完善提升量值傳遞體系；

5. 研製相關設備，提供相關服務。

信息服務類服務平台
研究先進的信息採集工具，構建專題信息庫和知識產權資源數據庫，建設20個公共服務平台，

提供政策研究、產業運行分析與預測、信息查詢、知識產權分析評估和綜合運用等服務，向政

府、行業、社會推送產業信息。

工業大數據平台
支持在工業園區（集聚區）建設工業大數據平台，實現對產品生產、流通、使用、運維，以及

園區企業發展等情況的動態監測、預報預警，提高生產管理、服務和決策水平。

培育百強專精特新「 小巨人 」企業
通過基礎產品和技術的開發和產業化，形成約100家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

先進基礎工藝的「 專精特新 」企業。

該類企業應具備以下條件：

1. 掌握本領域的核心技術，擁有不少於10項發明專利；

2. 具有先進的企業技術中心和優秀的創新團隊；

3. 主導產品性能和質量處於世界先進水平；

4. 主導產品國內市場佔有率20% 左右，居於全國前兩位；

5. 年銷售收入不低於10億元。

打造十家產業集聚區
圍繞重點基礎產品和技術，依托國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打造約10家創新能力強、品牌

形象優、配套條件好、具有國際競爭力、年銷售收入超過300億元的「 四基 」產業集聚區；並

針對集聚區企業生產過程改進提升的共性需求，建設一批技術服務中心，提供先進適用技術、

產品的開發、應用及系統解決方案，有效提高工業生產效率和質量水平。

建設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台

培育專精特新「 小巨人 」企業和優勢產業集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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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推進「 四基」軍民融合發展

調動軍民各方面資源，梳理武器裝備發展對

「 四基 」需求，聯合攻關，破解核心基礎零部件

（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

業技術基礎體系等制約瓶頸。

1. 建設軍民融合公共服務體系，支持軍民技術

相互轉化利用，加快軍民融合產業發展。

2. 充分發揮軍工技術、設備和人才優勢，引導

先進軍工技術向民用領域轉移、轉化。

3. 梳理民用優勢領域和能力，跟蹤具有潛在軍

用前景的民用技術發展動態，促進先進成熟

民用「 四基 」技術和產品進入武器裝備科研

生產。

4. 推進軍民資源共享，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鼓勵工業基礎領域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與

國家重點實驗室、軍工重大試驗設備設施及

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備設施相互開放、共建

共享。

5. 推動國防裝備採用先進的民用標準，推動軍

用技術標準向民用領域的轉化和應用。

四、組織實施
( 一 ) 目錄引導

支持諮詢機構組織行業協會、科研院所、重點

企業等單位，編制印發《工業「 四基 」發展目

錄》，根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引導社會資金資

源投向。其他措施如下：

1. 以目錄為依托，細化年度工作目標和工作重

點。

2. 引導各地區協同推進，落實目錄，根據本地

區產業基礎，在進行充分市場分析的前提下，

確立「 四基 」發展重點和目標，分階段、分

步驟穩步推進。

3. 發揮中國工業強基信息網的平台作用，組織

信息對接。

( 二 ) 協同推進

完善工作機制：

1. 組織各部門、行業協會、科研院所等，建立

工業強基工程實施統籌協調機制，明確職責

分工，加強部門聯動。

2. 充分發揮工業強基工程專家諮詢組的作用，

研討「 四基 」發展重點和推進機制，為重點

行業和重點企業發展提供諮詢建議。

3. 鼓勵地方加強組織考核，制定工作方案，對

接重點領域開展需求。

實施示範項目：

1. 圍繞實施方案，突出年度重點，創新工業強

基示範項目組織模式，採用公開招標、競爭

性評審等遴選方式，確定示範項目。

2. 創新資金支持方式，分類施策，採用後補助

（獎勵）、貸款貼息、股權投資等多種方式，

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 通過實施示範項目，帶動基礎產品和技術實

現高端突破，培育「 四基 」企業持續發展能

力。

引導社會參與：

1. 鼓勵研發實力較強的企業聯合高校、科研院

所，成立技術研發聯盟，集中資源，協同攻

關多個應用領域的共性技術。

2. 加強宣傳引導，通過總結典型經驗、宣傳示

範應用案例、組織現場會等方式，利用各種

媒體不斷加大宣傳力度，鼓勵民營企業廣泛

參與，推進「 四基 」領域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營造重視基礎、積極參與的氛圍。

( 三 ) 考核評估

細化年度工作重點和推進計劃，加強事中、事

後監管，建立年度、中期等動態評價體系，根

據評價結果，不斷調整重點任務和實施目標；

並完善示範項目考核辦法，建立項目全週期管

理流程，將項目考核評價情況與後續支持掛鉤，

促進承擔單位如期完成任務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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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 一 ) 優化「 四基」產業發展環境

完善工業基礎領域標準體系，加快制定標準，

推進採用社會團體標準，強化標準試驗驗證，

加強產業鏈上下游標準協同，推動重點標準國

際化。措施包括：

1. 開展「 四基 」領域知識產權佈局，建立產業

鏈知識產權聯合保護、風險分擔、開放共享

與協同運用機制。

2. 加強建設國家量傳溯源體系，提升國際承認

的國家最高校準測量能力。

3. 規範檢驗檢測等專業化服務機構的市場准入，

提高第三方服務的社會化程度，構建公正、

科學、嚴格的第三方檢驗檢測和認證體系，

並加強監督。

4. 加大對創新產品的採購力度，完善由國家出

資或支持的重大工程招標採購辦法，運用政

府採購首購、訂購政策，積極支持基礎產品

發展。

5. 建立「 四基 」產品和技術應用示範企業。

6. 營造基礎領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

市場環境，鼓勵更多民營企業進入基礎領域。

( 二 ) 加大財政持續支持力度

利用現有資金渠道，積極支持「 四基 」產業發

展。措施包括：

1. 研究通過保險補償機制，支持核心基礎零部

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首批次或跨領域

應用推廣。

2. 充分發揮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的引導作用，

帶動地方政府、創投機構及其他社會資金，

支持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的「 四基 」中

小企業加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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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落實稅收政策

落實基礎產品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增

值稅進項稅額抵扣等稅收政策；並適時調整《重

大技術裝備和產品進口關鍵零部件、原材料商品

清單》，取消國內已能生產的關鍵零部件及原材

料進口稅收優惠政策。

( 四 ) 拓寬「 四基」企業融資渠道

促進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加強政府、

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信息共享，引導銀行信貸、創

業投資、資本市場等在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原

則下，加強支持「 四基 」企業。措施包括：

1. 對於主要提供《工業「 四基 」發展目錄》中產

品或服務的「 四基 」企業，在進入全國中小

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時「 即報即審 」，並減

免掛牌初費和年費，在首發上市時優先審核。

2. 積極支持主要提供《工業「 四基 」發展目錄》

中產品或服務的「 四基 」企業在銀行間債券

市場發行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在滬深證

券交易所、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機構

間報價系統和證券公司櫃檯市場發行公司債券

（含中小企業私募債），進一步擴大融資規模。

( 五 ) 加強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建設

面向工業強基發展需求，《實施指南》會探索推

廣職業院校、技工院校和企業聯合招生、聯合

培養、一體化育人的人才培養模式，加強職業院

校、技工院校工業基礎相關專業建設，提高職業

培訓能力，著力培養「 大國工匠 」。措施包括：

1. 設立卓越工程師引才計劃，支持企業引進一批

工業「 四基 」重點發展領域急需的頂尖高技

能人才

2. 完善高技能人才評價體系和職業資格證書制

度。

3. 加強監督企業職工培訓教育的經費使用。

以上僅為《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

年）》的部分內容，詳情請瀏覽工業和信息化部

網站：

ht t p : / /www .m i i t . g o v . c n / n 1146295 / n 1652858 /

n1652930/n3757016/c5215611/part/5215621.pd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