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此件为准            粤工信装备函〔2020〕1126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申报首批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培育我省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支撑战略性产业集群发

展，组织落实《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行动计划（2021

年）》，现开展首批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遴选加入 

（一）遴选条件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在广东省内有典型案例。 

2. 应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

生产条件，近 3 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 

3. 信用良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近 3 年内无不良信

用记录，且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4. 符合《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遴选条件》（附件 1）

中相应类别的具体要求。 

    （二）遴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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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动员各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申报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

符合条件的单位有意向加入伙伴计划的，填写对应申请表（附件

2），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经地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推荐汇总后

（附件 3）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

业处）。 

    二、直接认定 

    省级机器人骨干（培育）企业、广东省智能制造公共技术支

撑平台、国家和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依托企业、国家智能制

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牵头单位、省级大数据/人工智

能骨干（培育）企业、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企业、智

能制造领域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根据企业自愿的原则，

由企业填写申请表格后经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汇总（附件 3）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经确认

后即可成为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 

 

    附件：1.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遴选条件 

2.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申请表 

3.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申请汇总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联系人：陈冰清，姚银涛，电话：020-83133477、8313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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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遴选条件 
一、智能制造装备领域 

（一）智能制造装备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及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带动性或带动

潜力，能够代表行业发展趋势，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二）企业设有或正在建设研发机构，至少拥有 1 项以

上智能装备领域核心发明专利。 

（三）企业研发制造的智能制造装备具有较广阔的应用

市场，在省内或国内已有一定的销售规模，或与其相关联企

业（包括母公司、集团）建立了稳定的应用渠道。 

二、关键软件领域 

（一）拥有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

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 

（二）企业研发的软件具有较广阔的应用市场，在省内

或国内已有一定的销售规模。 

（三）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及开发环境

（如合法的开发工具等）。 

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一）能够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

级提供第三方独立服务，并在广东省内有 3 个以上典型案例。 

（二）产品或服务具备 OT/IT 深度融合特点，产品技术

先进、商业模式创新。 

四、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领域 

（一）主营业务为智能制造研究、开发和生产以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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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决方案，开展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服务。 

（二）在所属行业领域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地位，具

有较强的带动性或带动潜力，能够代表行业发展趋势，引领

行业发展方向。 

（三）企业设有或正在建设研发机构，至少拥有一项以

上所在领域核心发明专利，整体技术水平居行业领先。 

五、行业组织领域 

（一）运作规范、规章制度健全，经营规范，有明确的

发展规划与年度目标。         

（二）拥有一定规模的技术服务人才队伍，平台从业人

员 20 人以上，其中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科

技人员达到 50%以上。 

（三）2019 年在业内开展有较大影响力的智能制造方面

成功服务案例 3 项以上。 

六、智能制造人才领域 

（一）高等院校（技工院校、职业学校）在智能制造领

域专业与 3 个以上合作企业共同研究确定专业建设、课程设

置、培养计划、师资建设、研发课题和学生实习方案，并与

合作企业共建了学生实习基地，聘请技师、高级技师和优秀

专业技术人才担任指导教师。 

（二）科研院所应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研发团队和管理

团队，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具有国内先进以上水平，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 

（三）企业与有关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开展现代学徒制

培养等有实质内容、具体项目的校企合作，通过订单班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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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共建 3 个以上智能制造相关学科专业点。 

七、智能制造金融服务领域 

（一）在广东省内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必要的服务

设施。 

（二）经营管理团队具有较强的融资服务创新能力、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具有较稳定的从业人员队

伍，现有 3 款以上可服务于智能制造领域的特色金融产品。 

（三）服务业绩较突出，在智能制造领域内有良好的声

誉和一定的品牌影响力，2018、2019 年度有 10 个以上智能

制造领域服务案例，用户满意度较高。 

八、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领域 

（一）项目符合《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要素条

件》中相应类别的具体要求。 

（二）项目智能制造模式在全行业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

价值，项目单位愿意主动配合总结经验，推广模式。 

（三）项目已经建成，并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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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申请表 
（智能制造装备、关键软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领域）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申报

领域 
□智能制造装备  □关键软件  □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  □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国籍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传真   

涉及产业类别 
（最多“”选 5

项） 

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电子信息 □绿色石化 □智能家电 □汽车产业  
□先进材料 □现代轻工纺织  □软件与信息服务 □超高清视频显示  □生物医药与

健康 □现代农业与食品）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机器

人  □区块链与量子信息  □前沿新材料  □新能源  □激光与增材制造  
 □数字创意  □安全应急与环保  □精密仪器设备） 

注册时间 年  月 注册

资金 万元 外资比例 % 

资产总额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请说明：                             ） 

上市情况 □上交所 □深交所 □港交所 □海外（时间:          ） □尚未上市 
职工总数 人 研发人员数 人 

二、经营情况 
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万元) 

研发投入 (万元) (万元) 
三、申报领域业务发展情况 

主要产品或服务（可根据实际增减行数） 

产品 
/服务 

名

称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销

售收入 万元 
销售收入 

简

介   

产品 
/服务 

  

名

称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销

售收入 万元 
销售收入 

简

介   

产品 名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销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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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称 销售收入 售收入 

简

介   

近三年主要销售或服务案例 

  

四、牵头或参与过市级及以上政府项目情况 

序号 管理部门 项目名称 牵头/参与 
1        
2        
3        
4        

五、相关资质或认定情况 

序号 授予或认定部门 资质或认定名称 授予或认定时间 有效期 

1         
2         
3         
4         

六、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类型 颁发时间 

1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2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   
3     
4     

七、真实性承诺声明 

本单位郑重承诺上述填报信息情况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

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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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申请表 
（行业组织、智能制造人才、智能制造金融服务领域填报）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申报领域  □行业组织  □智能制造人才  □智能制造

金融服务 
地址    

法人代表   国籍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传真   

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涉及产业类别 
（最多“”选 5

项） 

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电子信息 □绿色石化 □智能家电 □汽车产业  
□先进材料 □现代轻工纺织  □软件与信息服务 □超高清视频显示  □生物医药与

健康 □现代农业与食品）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机器

人  □区块链与量子信息  □前沿新材料  □新能源  □激光与增材制造  
 □数字创意  □安全应急与环保  □精密仪器设备） 

注册时间 年  月 注册

资金 万元 外资比例 % 

资产总额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单位类型  
上市情况 □上交所 □深交所 □港交所 □海外（时间:          ） □尚未上市 
职工总数 人 领域内专职服务人员数 人 

二、基本情况介绍 

请简要描述单位基本情况（500 字以内） 

三、服务能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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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要描述单位在所申报领域的服务能力（800 字以内） 

四、未来服务计划 

请简要描述单位在未来五年内针对智能制造行业拟开展的服务项目和计划安排（800 字以内） 

五、相关资质或认定情况 

序号 授予或认定部门 资质或认定名称 授予或认定时间 有效期 

1         
2         
3         
4         
5         

六、真实性承诺声明 

本单位郑重承诺上述填报信息情况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

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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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申请表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领域填报）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所处

行业  

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国籍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传真   

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涉及产业类别 
（最多“”选 5

项） 

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电子信息 □绿色石化 □智能家电 □汽车产业  
□先进材料 □现代轻工纺织  □软件与信息服务 □超高清视频显示  □生物医药与

健康 □现代农业与食品）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高端装备制造  □智能机器

人  □区块链与量子信息  □前沿新材料  □新能源  □激光与增材制造  
 □数字创意  □安全应急与环保  □精密仪器设备） 

注册时间 年  月 注册

资金 万元 外资比例 % 

资产总额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企业（请说明：                             ） 

上市情况 □上交所 □深交所 □港交所 □海外（时间:          ） □尚未上市 
职工总数 人 研发人员数 人 

二、经营情况 
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万元) 

研发投入 (万元) (万元) 
三、试点示范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如获国家、省、市试点示范称号，请连同年份在此年注明） 
项目总投资（万元） 不包括厂房等土建部分 

项目简介：请简要描述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成效及标杆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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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牵头或参与过市级及以上政府项目情况 

序号 管理部门 项目名称 牵头/参与 
1        
2        
3        
4        

五、相关资质或认定情况 

序号 授予或认定部门 资质或认定名称 授予或认定时间 有效期 

1         
2         
3         
4         
5         

六、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类型 颁发时间 

1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等 
  

2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等   

七、真实性承诺声明 

本单位郑重承诺上述填报信息情况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

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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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广东省智能制造生态合作伙伴申请汇总表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序号 企业名称 申报领域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手机） 

1     

2     

3     

4     

5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