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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动 向】

 工信部发布“5G﹢工业互联网”十个应用场景和五个重点行业

2021 年 5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5G+工业互联网”第一批重点行业和应用

场景，涉及十个典型应用场景和五个领先行业应用实践。

“5G+工业互联网”第一批十个创新发展的通用型典型场景为协同研发设计、远程设

备操控、设备协同作业、柔性生产制造、现场辅助装配、机器视觉质检、设备故障诊断、厂

区智能物流、无人智能巡检、生产智能监测。五个领先行业应用实践包括电子设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钢铁行业、采矿行业和电力行业。

据工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500 个，

覆盖 22 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标志性进展，也形成了众多成熟模式

和发展经验。今后工信部将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抓好产业基础的夯实提升。继续依托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通过财政引导，加

快“5G+工业互联网”关键产品和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为规模化应用打下基础。

二是抓好成熟模式的应用推广。发布第二批“5G+工业互联网”重点行业和典型应用

场景；持续开展“5G+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发布一批优秀项目成果，不断强化示范引

领，推动成熟模式在更多行业和领域应用推广。

三是抓好创新模式的深化拓展。打造 3~5 个 5G 全连接工厂示范标杆，探索形成 IT、

OT、CT 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推动 5G 应用从外围辅助环节向核心生产环节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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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抓好产业生态的发展壮大。以“5G+工业互联网”为重点，遴选 2~3 个国家级工

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推动产业集聚和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各方广泛参与，培育解决方案

提供商，支持龙头企业牵头整合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合作共赢的“团体赛”模式。

 《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 2021—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篇》出炉

5 月 30 日，在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全国科技创新百强指数报告

2021—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篇》正式发布。

《报告》的指标体系框架，基于分类别编制的企业科技创新指数、高校科技创新指数、

研究机构科技创新指数 3 个指标体系 。《报告》分企业篇、高校篇、研究机构篇，以

2016-2020 年全国专利信息为核心数据源，对全国企业科技创新 500 强，全国高校、研究

机构科技创新 50 强，就“总体情况、区域分布情况、主要城市或区域内对比情况、行业分

布情况”四个分析模块，对创新主体科技创新指数排序情况、分布格局、发展态势、指数结

构，进行全面对比分析。在总结前两届创新指数研发经验的基础上，《报告》对指数指标体

系做了进一步调整改进，指标有所增加，维度更加丰富，结构趋于合理，权重做了优化。一

级指标增强了创新环境维度，二级指标强化了技术贡献力维度，三级指标丰富了期刊论文相

关指标。

《报告》显示，全国高校科技创新 50 强，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为代

表，从区域分布来看，属于东部地区的高校有 33 个，以绝对数量优势领先；从研发行业来

看，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成果数量最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等三个大类科技创新成果最为集中。

《报告》显示，全国研究机构科技创新 50 强，以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为代表，从分布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研究机构

数量上有明显优势，东北地区入围研究机构的平均得分较高；从研发行业来看，制造业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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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成果数量最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三

个大类科技创新成果最为集中。

 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科技成果推荐目录（2020 年版）》8 个领域，

178 项产品

近年来，中央企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创新创造意识，努

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5 月 30 日，国务院国资委

向全社会发布《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2020 年版）》，包括核心电子元器件，

关键零部件、分析测试仪器基础软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高端装备和其他 8 个领域，

共 178 项技术产品。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2020 年版）》，是国资央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是中央企业坚持在“用”上下功夫的标志性成果，

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具体实践。

其中，在核心电子元器件领域有魂芯系列 DSP、高速安全芯片、高速高精度 ADC、高

压 IGBT 等；在基础软件领域有“九天”人工智能平台、麒麟操作系统、BIMBase 建模软件

等；在关键零部件领域有特高压直流换流变压器、核级温度传感器、重载车轮、轨道交通驱

动齿轮装置等；在关键材料领域有纳米气凝胶复合材料、对位芳纶、超细高纯锗粉、钽靶材、

T8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等；在先进工艺领域有芳烃成套技术、集成电路制造 BCD 工艺、飞

机内饰件 3D 打印技术、电子束处理工业废水技术等；在高端装备领域有高动态宽频带五轴

飞行仿真转台、重型 H 型钢精轧机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特种型钢万能轧机等。

下一步，国资委将建立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相关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各类成果推

介活动，促进供需深度对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中央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广泛应用，加快

迭代更新，不断提升技术产品可靠性和市场竞争力，努力在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中更好发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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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央企的战略支撑作用。

 IDC 预测：2025 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将成为全球第一

去年，黑天鹅事件使得无接触场景的物联网应用需求有所提升，却也影响了诸多涉及线

下实施的物联网项目。就整体而言，物联网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像，发展不及预期。

近日，IDC 发布《2021 年 V1 全球物联网支出指南》，从技术、场景、行业等角度对 2020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进行梳理，并对未来 5 年的市场进行了预测。在市场增速预测上，IDC

持保守观点。

根据 IDC 研究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物联网支出达到 6，904.7 亿美元，其中中国市

场占比 23.6%。IDC 预测，到 2025 年全球物联网市场将达到 1.1 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

11.4%，其中中国市场占比将提升到 25.9%，物联网市场规模全球第一。

本次预测 IDC 小幅下调了中国物联网市场增速及未来几年支出预测，预计到 2025 年，

中国物联网支出规模将达到 3069.8 亿美元。从全球来看，除基数较小的拉美、中东欧和中

东和非洲市场外，中国物联网增速仍处于领先位置，高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得益于中国工

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等场景市场空间仍然较大，IDC 预计未来几年增速仍会提升，

未来 5 年复合增长率在 13.4%左右。

【企 业 讯】

 用友网络全资收购 APICloud，深度布局开发者生态

2021 年 6 月 3 日，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网络”）发布公告，

宣布全资收购柚子（北京）移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PICloud”）。此次交易完成

后，用友网络将 APICloud 的移动端低代码开发能力及移动开发生态融入用友 BIP，深度布

局开发者生态，进一步加速用友商业创新平台 YonBIP 发展，服务企业数智商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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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Cloud 成立于 2014 年，是国内最活跃的第三方独立开发者生态平台之一，已有 100

万注册开发者学习和应用，平台累计创建应用超过 150 万个。同时，APICloud 聚合了众多

国内外第三方主流 PaaS 和 SaaS 云服务商的 API，共有公有模块 1300 余个、私有模块 20000

余个、公有 API 20000 余个，各类模块及聚合服务供开发者一键调用，覆盖 90%以上的应

用场景，适合各种类型的应用开发。

用友网络为加速云服务业务的战略发展，近年来在加大投入，增强自身研发创新和市场

推广的内生式增长的同时， 加快了投资并购的步伐。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用友产业投资基

金、幸福投资公司投资了一批 ToB 领域的云服务企业。通过投资连接和资源共享，扩展了

对客户的云服务能力，并推动企业服务产业生态的共荣发展。

此次交易完成后，APICloud 的百万开发者生态将融入用友 BIP，开发者可以基于

APICloud 的移动端低代码平台能力以及 YonBIP 成熟的企业级应用与后端开发能力，更好

地服务用友网络庞大的客户群体，将“低代码平台+生态资源”更好融合，共同提升企业客

户应用开发的灵活性、便捷性，加速企业数智化的战略落地。

 蚂蚁消费金融公司获批开业，将承接符合监管的小贷业务

6 月 3 日，据媒体报道，重庆银保监局网站发布消息称，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

法定筹建期内，符合条件获批开业。根据开业批复，该公司中文名称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

有限公司”。

银保监会非银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整改方案，蚂蚁集团应在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开业

6 个月内完成“花呗”“借呗”的品牌整改工作。整改完成后，“花呗”“借呗”将成为蚂

蚁消费金融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产品， 其他金融机构借助蚂蚁集团提供的数据信息所发放

的消费信贷，不再标挂“花呗”“借呗”名称。

银保监会要求蚂蚁集团采取有效方式， 保证金融消费者在申请消费信贷服务时能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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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解信贷服务提供者的名称，避免引起品牌混同。

 百度申请注册百度游戏商标

5 月 29 日，据媒体报道，近日，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百度

游戏”“百度游戏 MG.BAIDU.COM DU”商标，国际分类为教育娱乐、科学仪器等，目

前商标状态多为“商标申请中”。早些时候有报道称，百度目前正打算组建一支超过 600

人的游戏研运团队，并且在广州投资成立了一支主要负责客服、用户运营的团队，此前从百

度内部拆分出去的游戏版块“多酷游戏”也将重回百度。

 债务高达 1469 亿元，消息称方正集团将破产重组

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方正集团及其四家子公司“资产出售式”合并重整方案获表决

通过。据破产重整清产核资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0 年 1 月 31 日，方正集团五家

重整主体的资产总额 622 亿元，而债务总额高达 1469 亿元，净资产为-847 亿元。其中原

因不明的往来款和应收账款减值，即高达 589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5 家公司

的申报债权 2345.8 亿元。如此巨额的债权，按重整后 50%的清偿或赔付率计算，仅无担保

债权人将损失约 700 亿元以上，这是近年来最大的破产重整案件之一。

据官网介绍，方正集团是北京大学于 1986 年投资创办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王选

院士是方正集团的技术奠基人，其发明的“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系统”奠定了方正集团

的起家之业。

 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加大投资，成立数字产业示范园落户北京

2021 年 5 月 27 日，施耐德电气数字产业示范园正式落户北京亦庄。这次落户的数字

产业示范园，还将设立中国软件研发中心及电子行业科创中心。北京亦庄中国软件研发中心

是继上海、西安、深圳之后施耐德在中国成立的第四个研发中心，这四个研发中心构建了施

耐德电气软硬件全覆盖的数字化创新研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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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在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此次成立的数字产业示范园，集

创新、制造、技术服务为一体，并将携手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助力中国数字经

济建设和低碳发展。”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正表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梁胜表示，数字产业园将助力开发区进一步形成研发、

制造、数字化创新和物流一体化的产业布局，为北京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施耐德电气副总裁、施耐德电气（中国）软件研发中心负责人、数字化服务业务中国区

负责人张磊表示，作为施耐德电气在中国的技术和产业枢纽，数字产业示范园将包含施耐德

电气（中国）软件研发中心、施耐德电气电子行业科创中心、施耐德电气新一代环保气体中

压设备生产线、以及相关产业配套建设，综合施耐德电气在软件研发创新、绿色智能制造、

绿色能源管理、智慧工厂和智慧物流以及相关行业的领先技术和丰富资源，引入上下游合作

伙伴加强联合创新，加速基于场景的软件研发，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苹果公布 2020 年供应链名单，内地 12 家企业被纳入

近日，苹果公司在其官网公布最新 2021 年度《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其中包括了

2020 年前 200 名供应链厂商名单。具体来看，在中国大陆厂商部分，新纳入苹果供应链的

企业包括南平铝业、兆易创新、长盈精密、天马微电子、江苏精研、苏州胜利精密、得润电

子、新纶科技、领益制造、富驰高、广州众山金属科技、苏州鑫捷顺五金机电 12 家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欧菲光在 2021 年度已被移出苹果供应链。

【投 融 界】

 消息称滴滴自动驾驶即将完成新一轮超 3 亿美元融资，引入广汽投资

据悉，滴滴自动驾驶即将完成新一轮融资，融资额超 3 亿美元，其中广汽集团投资 2

亿美元（广汽集团直接投资 1 亿美元，广汽资本旗下基金投资 1 亿美元）。知情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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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后，滴滴自动驾驶估值将超过小马智行。自 2019 年拆分至今，滴滴自动驾驶共计融资超

11 亿美元。

 地平线机器人正考虑赴美 IPO 已经历 10 轮融资

2021 年 6 月 3 日，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创业公司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正

在考虑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筹资规模可能高达 10 亿美元。这家总部北京的

公司得到的投资者支持包括英特尔投资、高瓴资本和云锋基金。

今年 1 月份，地平线宣布完成 C2 轮 4 亿美元融资，投资方包括云锋基金、宁德时代、

Baillie Gifford 和中信产业基金（CPE）等。企查查 APP 显示，4 月 22 日，地平线机器人

与韦尔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宣布获得来自其参与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韦豪创芯的战略

投资。地平线表示，今年，地平线征程 2 在长安 UNI-T 和奇瑞蚂蚁两款车型上分别实现了

智能座舱域和高级别辅助驾驶域国产 AI 芯片量产上车的零突破。截止 2020 年 11 月，中国

首款车规级 AI 芯片地平线征程 2 出货量已超 10 万。

企查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是一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制作基于人工智能

算法的芯片、系统和软硬件产品，让家居、汽车、玩具和服务机器人等，具有从感知、交互、

理解到决策的智能。企查查融资信息显示，该公司目前共经历 10 轮融资。

【联 盟 汇】

 长风联盟 4 月报丨北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关键数据

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根据公开信息，梳理统计截至 2021 年 4 月，北京市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关键数据。其中，头部企业 248 家，重点集中在海淀区（40.38%）、朝阳区

（10.15%）和大兴区（9.94%）；新增企业 855 家，主要区域分布排名为海淀区、朝阳区、

丰台区，主要领域分布排名为软件与信息服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新增上市企业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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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讯

鸟软件有限公司限公司；获得投资总数 77 笔，总金额 298 亿元，投融资分布排名前三的领

域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布排名前三的区域为海淀区、朝阳区和大兴

区；获得融资数额排名前五的公司为北京领骏科技有限公司、爱笔（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六方云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捷兴信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增申请/专利主要分布在海淀区、朝阳区和西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