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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专业服务商 
推荐目录申报单位所填数据说明清单 

（工业互联网平台） 
 

一、基本情况 
1.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的证明材料（选填） 
 
2.企业具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服务能力的证明材料（选填） 
 
3.现有注册用户或已累计服务用户规模 
（请提供企业或机构用户的合同复印件） 
 
4.企业获得国家、地方政府颁发的奖励证书复印件 
 
二、平台指标 
1.平台资源管理能力 
1.1 软件应用管理能力 
1.1.1 工业软件的使用量 
（请提供 2019 年内工业软件销售量的证明材料；使用平台提
供的工业软件的企业用户证明材料） 
1.1.2 工业 APP 的使用量 
（请提供 2019 年内平台提供的工业 APP 的总下载量的证明材
料） 
1.1.3 工业机理模型和数据模型的数量 
（请提供工业机理模型和数据模型数量的证明材料） 
1.2 数据资源管理能力 



1.2.1 结构化数据的存储量 
（请提供结构化数据存储量的证明材料） 
1.2.2 半结构化数据的存储量 
（请提供半结构化数据存储量的证明材料） 
1.2.3 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量 
（请提供非结构化数据存储量的证明材料） 
 
2.平台应用服务能力 
2.1 存储计算服务 
2.1.1 存储能力 
（请提供存储能力的证明材料） 
2.1.2 计算能力 
（请提供内存量、CPU 数量的证明材料） 
2.1.3 网络服务能力 
（请提供网络带宽的证明材料） 
 
3.平台投入产出能力 
3.1 平台研发投入 
3.1.1 企业研发设计总投入 
（请列明企业研发设计费用清单，并提供证明材料） 
3.1.2 平台研发设计总投入 
（请列明平台研发设计费用清单，并提供证明材料） 
3.1.3 研发和设计人员 
（请提供平台建设期内企业用于平台的研发和设计人员清单
及其社保记录；其中，中高级职业资格人员须提供证书复印件） 
3.2 平台产出效益 
（请提供 2019 年新签订的平台相关合同的复印件） 



3.3 平台应用效果 
（请提供企业提质、增效和降本的证明材料） 
3.4 平台质量审计 
（请提供平台做过的安全认证体系的证书复印件） 
 
以下按申报类型选填：（一）或者（二） 
（一）行业性 
4.特殊行业平台能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汽车、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钢铁化工、都市产业） 
4.1 行业软件部署能力 
4.1.1 特定行业工业机理模型数量 
（请提供工业机理模型证明材料） 
4.1.2 特定行业工业软件及工业 APP 的数量 
（请提供工业软件及工业 APP 的证明材料） 
4.1.3 特定行业工业数据模型数量 
（请提供工业数据模型证明材料） 
4.2 行业用户覆盖能力 
（请提供特定行业企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5.特定领域平台能力（围绕平台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
管理、仓储物流的 PLM 关键环节中的应用） 
5.1 关键数据打通能力 
（请提供关键数据打通的成功案例证明材料） 
5.2 关键领域优化能力 
（请提供关键领域优化的成功案例证明材料） 
 
6.特殊区域平台能力要求 



6.1 区域地方合作能力 
6.1.1 在上海具有注册实体 
（请提供注册在上海的实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6.1.2 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请提供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复印件） 
6.1.3 具备在地方长期开发、运营服务能力 
（请提供企业具备在地方长期开发、运营服务能力的证明材料） 
 
（二）通用性 
4.特殊行业平台能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与汽车、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钢铁化工、都市产业） 
4.1 行业软件部署能力 
4.1.1 特定行业工业机理模型数量 
（请提供工业机理模型证明材料） 
4.1.2 特定行业工业软件及工业 APP 的数量 
（请提供工业软件及工业 APP 的证明材料） 
4.1.3 特定行业工业数据模型数量 
（请提供工业数据模型证明材料） 
4.2 行业用户覆盖能力 
（请提供特定行业企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5.特定领域平台能力（围绕平台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
管理、仓储物流的 PLM 关键环节中的应用） 
5.1 关键数据打通能力 
（请提供关键数据打通的成功案例证明材料） 
5.2 关键领域优化能力 
（请提供关键领域优化的成功案例证明材料） 
 



6.特殊区域平台能力要求 
6.1 区域地方合作能力 
6.1.1 在上海具有注册实体 
（请提供注册在上海的实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6.1.2 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请提供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的复印件） 
6.1.3 具备在地方长期开发、运营服务能力 
（请提供企业具备在地方长期开发、运营服务能力的证明材料） 
 
7.平台跨行业跨领域能力 
7.1 平台跨行业能力 
7.1.1 要求平台支持不少于一定数量特定行业，每个行业汇聚不
少于一定数量的行业设备或工艺流程数据、行业机理模型、微
服务组件，并且服务不少于一定数量的企业用户。 
（1）提供平台支持的特殊行业的证明材料 
（2）上述特殊行业汇聚的工业机理模型、微服务组件、工业
APP 的证明材料 
（3）篇幅不够可另附。 
7.2 平台跨领域能力 
7.2.1 要求平台支持不少于一定数量特定领域，每个领域之间能
够实现不同环节、不同主体的数据打通、集成与共享。并且，
每个领域汇聚不少于一定数量的工业机理模型、微服务组件或
工业 APP。 
（1）提供平台支持的特定领域的证明材料 
（2）上述特定领域汇聚的工业机理模型、微服务组件、工业
APP 的证明材料 
（3）篇幅不够可另附。 



7.3 平台开放运营能力 
7.3.1 平台是否具备独立运营能力和开放运营能力，是否具有独
立法人实体或完整组织架构的集团独立部门，人员规模不少于
一定规模；开放运营能力重点考察是否建立了产学研用长期合
作机制。 
（1）平台具有独立法人实体。若选择“支持”，请提供证明材料。 
（2）平台具有完整组织架构的集团独立部门。若选择“支持”，
请提供证明材料。 
（3）平台人员规模。请提供人员清单和在职证明。 
（4）平台建立产学研用长期合作机制。若选择“支持”，请提供
证明材料。 
7.4 平台安全可靠能力 
7.4.1 平台是否能够确保平台中的工控系统的安全可靠、关键零
部件的安全可靠和软件应用的安全可靠。 
（请提供平台工控系统、关键零部件或软件应用安全可靠的证
明材料） 

2020 年度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专业服务商 

推荐目录申报单位所填数据说明清单 
（专业服务商） 

 
以下按申报项目类别选填： 
（一）服务能力 
1.云网服务 
1.1 云网服务内容 
1.1.1 成熟的云网服务种类数（仅统计企业用户数>50 的云网服
务种类数量） 



（请提供云网服务种类清单和其所对应的企业用户的证明材
料） 
1.1.2 成熟的 5G 赋能服务种类数（仅统计企业用户数>10 的服
务） 
（请提供成熟的 5G 赋能服务种类清单和其所对应的企业用户
的证明材料） 
1.1.3 成熟的边云协同赋能服务种类数（仅统计企业用户数>10
的服务种类数量） 
（请提供成熟的边云协同赋能服务种类清单和其所对应的企
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1.1.4 成熟的制造能力在线服务种类数（仅统计企业用户数>10
的云服务种类数量） 
（请提供成熟的制造能力在线服务种类清单和其所对应的企
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1.2 安全服务能力 
1.2.1 安全防护能力 
（若选择“支持”，请提供证明材料） 
1.2.2 安全防护机制 
（若选择“支持”，请提供证明材料） 
 
2.集成服务 
2.1 集成服务内容 
2.1.1 成熟的行业解决方案数量（仅统计企业用户数>5 的工业
互联网相关的行业解决方案数量） 
（请提供解决方案的证明材料和其所对应的企业用户证明材
料） 
2.1.2 成熟的系统集成产品数量（仅统计企业用户数>5 的自主



研发的工业互联网相关产品数量） 
（请提供自主研发工业互联网的产品的证明材料和其所对应
的企业用户证明材料） 
2.2 数据采集方案能力 
2.2.1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采集硬件或软件个数 
（请提供硬件或软件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2.2.2 协议兼容能力 
（请列明可兼容的协议种类） 
2.2.3 基于标准的数据交换能力 
（请列明可支持的标准名称） 
2.3 数据分析能力 
2.3.1 实际应用的行业机理模型个数（仅统计企业用户数>2 的
行业机理模型） 
（请提供行业机理模型对应的企业用户证明材料） 
2.3.2 实际应用的分析算法个数（仅统计企业用户数>2 的分析算
法） 
（请提供分析算法对应的企业用户证明材料） 
2.4 边缘计算能力 
2.4.1 边缘计算的应用节点数（边缘计算应用节点指部署在终端
设备或网络节点上的边缘处理系统，一套边缘处理系统视为一
个应用节点。） 
（请提供边缘计算的应用节点的证明材料） 
 
3.工业数据服务 
3.1 团队服务范围和经验水平 
（请提供数据规划、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
数据运维的服务项目的证明材料） 



3.2 团队服务能力 
（请提供具有 5 年以上数据服务经验人员的相关专业证书、在
职证明等材料） 
 
4.工业信息安全服务 
4.1 安全服务内容 
4.1.1 成熟的安全服务种类（仅统计企业用户数>5 的工业互联
网相关的安全服务数量。） 
（请提供安全服务对应的企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4.1.2 成熟的安全服务产品数量（仅统计企业用户数>5 的自主
研发的工业互联网相关安全产品数量） 
（请提供安全服务产品对应的企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4.2 安全服务人员实力 
4.2.1 服务人员数量 
（请提供服务人员清单及在职证明） 
4.2.2 主要服务工业行业数 
（请提供服务工业行业的证明材料） 
4.2.3 服务的工业企业数量 
（请提供对应的企业用户的证明材料） 
 
5.标识解析服务 
5.1 标识编码体系服务范围 
5.1.1 支持的标识编码体系种类 
（请提供支持的标识编码体系的种类名称，例如对 EPC、
Handle、OID、Ecode、GS1 等基本编码体系的支持） 
5.1.2 行业应用 
（请提供行业名称） 



 
6.两化融合贯标服务 
6.1 两化融合服务资质 
6.1.1 持有效技能合格证书的服务人员数量 
（请提供人员名单、在职证明和证书复印件等） 
6.1.2 累计开展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咨询服务的项目数量 
（请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并注明 2019 年新签订的服务项目） 
6.2 两化融合服务影响 
6.2.1 引导企业开展自评估数量 
（请提供所引导的企业评估报告复印件） 
6.2.2 所服务企业通过评定的数量 
（请提供通过评定的企业清单和证明材料） 
 
以下所有申报项目类别必填： 
（二）服务绩效 
1.服务项目规模 
1.1 服务项目数量和合同总额 
（请按照日期排序，列明项目清单，并提供服务项目的合同复
印件；其中对 2019 年新签订的项目和合同金额加以注明） 
 
2.服务项目质量 
2.1 被服务企业的满意度（2019 年服务项目的客户满意度） 
（请提供客户满意度调查表） 
2.2 合同到款率（近三年签订的合同到款率） 
（请提供合同到款的证明材料） 
 
3.服务收益 



3.1 服务收入 
（请提供服务项目在 2019 年的到款金额证明） 
3.2 服务获得的奖项（包括服务项目获得的奖项数量或服务商
获得的相关奖项数量） 
（请提供所获奖项清单和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