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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发展战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盐城
市的“智改数转”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发展的着力点和运行机制，并提出“政府激励–人才储备–金融
支持–平台指引–企业自主”联动机制的战略建议，以期加速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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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nufacturing power and Digital 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rresistible trend.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of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n Yanche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explores its development focu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文章引用: 王含韵. 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建议[J]. 世界经济探索, 2022, 11(1):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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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ic suggestions of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centive-Talent reserve-Financial
support-Platform guidance-Enterprise independenc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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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制造业已经在总量、质量和速度上领跑全球，但近年来中国工业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
面，逆全球化影响中国参与深度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中国工业还受到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本土和发
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的“两端挤压”[1]。
机遇与挑战并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
发展新空间。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将数字创新与制造业有机结合对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盐城位于江苏北部沿海，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和国家大数据产业基地、国家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等建设，汇聚数据资源要素，具有“2021 中国领军智慧城
市”、“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等称号，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有一
定的成果和经验。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探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为制造业“智
改数转”建言献策[2]。

2.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
我国作为制造业强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取得较大成就，具备数字化转型的规模和先机。在此
基础上，我国接连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规划指导
和专项引领，这为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明确的方向。但同时，我国在“智改数转”的发展过
程中，也出现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和世界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2.1. 转型基础较强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不断夯实。截止今年 2 月底，通过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培
育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超 150 家，平台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 160 万家，对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
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 55.3%，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了 74.7%。依托我
国良好的制造业实力，我国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

2.2. 区域发展不均，行业两极分化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有 16 个省市的智能化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现从东南沿海往西部内
陆阶梯式发展的区域分布差异。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的数字化转型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3]。行业
内有实力和基础的龙头企业往往有能力将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于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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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门之间的数据协作，率先完成转型。但由于资金不足、专业人才有限、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到位
等多因素的制约，行业内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

2.3. 与部分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近几年，日本通过强化工程链的设计力、制造现场活用 5G 等通信技术和加强数字化人力资源保障
这三大措施加速推进国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4]；德国于 2013 年首次提出工业 4.0 战略，不少技术及解决
方案发展成熟，在很多高端领域和环节已经形成了集群优势[5]。当前美国和欧洲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
约为 54%和 46%，我国仅约 25%。我国相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网
联化水平、数据挖掘和分析、数据安全与产权认定等方面，以及在高附加值产业上的数转程度较低。

3.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运行机制——以江苏盐城的智造模式为例
2021 年，盐城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939.1 亿元，同比增长 21.9%，两年平均增长 14.1%。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9%，两年平均增长 8.4%。在实现工业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见图 1)，盐城继
续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见图 2)，维持四大主导产业优势并激发新增长点，通过“企业智改数转—产
业链数字化融合—构建数字化生态”层层推进，打造盐城智造模式。

Figure 1.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f Yancheng from 2011~2020 (RMB 100 million yuan)
图 1. 2011~2020 年盐城市工业增加值(亿元)

Figure 2. The output value of Yancheng high-tech industry accounted for the designated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from
2011~2020 (%)
图 2. 2011~2020 年盐城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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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企业数字化：上云用数赋智
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可以从管理、生产、经营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在管理端，企业通过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有效控制管理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盐城通过推进“千
企上云”计划，鼓励大中小企业的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协同推进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创新变革，并及
时遴选和推广一批优秀企业数据治理案例，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达到 85%。其中，汽车产业的龙头企
业——华人运通新能源汽车已采用全业务链云端数字化生产运营管理模式。
在生产端，盐城在汽车、新能源、钢铁、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上推进智能生产线、无人车间、无
人工厂等建设。截至 2021 年年底，盐城市累计培育创建 69 个省级智能示范车间、2 个省级智能工厂、5
个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5 个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789 家省星级上云企业。规上企业关键工序数控
化率达到 65%。其中，盐城阿特斯先后引进机器人、ERP 智能化管理系统等，目前自动化率超过 80%，
综合运营成本降低 10%，效率提升 40%。
在销售和售后服务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打破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信息孤岛和行业壁垒。
企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等设备，直接获取用户对产品的反馈信息。一方面可以
更好地做好售后服务，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用户品牌忠实度；另一方面可以及时感知用户需求，将
收集的数据反馈至生产前端和产品设计研发部门，通过数据分析和定位，拓展和开辟潜在市场[6]。盐
城目前在建设汽车后市场数字化生态，引导整车企业向互联网汽车出行服务商转变，推动行业间数据
流通。

3.2. 产业链数字化：精准对接协同
汽车产业是盐城的支柱产业，已经形成特有的发展格局和一定的产业链集聚效应[7]。同时，钢铁、
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也出现大批“链主”型龙头企业。
通过支持核心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研发设计、采购供应、生产制造、仓储物流、产品服务等
环节集成互联和云端迁移，并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据通道，推动企业间订单、产能、渠道等方面
共享，促进资源的有效协同，盐城实现了主导产业链上的精准对接，进而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级跃升。
除了加快主导产业链的“智改数转”以外，盐城还通过产业园区深化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不仅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园区管理和服务能力，并积极探索平台企业与产业园区联合运
营模式，引导各类要素加快向园区集聚，以此实现多产业融合发展。

3.3. 数字化生态：多方促成优化
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不少中小型企业面临“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8]，因此制造业
“智改数转”必须需要政府的贷款贴息补助、专业指导和标杆企业的推广示范，以此建立起全产业链和
多行业融合发展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和生态圈。
在营商环境上，《“数字盐城”建设白皮书》为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支撑。盐城还设立大
数据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大力扶持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项目。
在转型指导上，盐城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集聚上电科、博世力士乐、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德国卡
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等领先服务机构资源，为全市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应用开发、咨询规划、工
程交付、培训实习、测试认证、示范推广等“一站式”综合服务。作为“智改数转”服务商，盐城智创
中心已为全市 300 多家企业实施了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提升，培育了省星级上云企业 85 家。
盐城还通过挖掘、梳理和发布企业数字化需求清单，分行业、分领域举办解决方案供需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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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智改数转”标杆企业培育库，推行智能智造顾问制度；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为规上企业提供智
能制造免费诊断；支持促成校企合作开展“智改数转”实训平台建设等。

4. 总结与建议
基于对盐城智造模式运行机制的分析和总结，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应该着重打造
“政府激励–人才储备–金融支持–平台指引–企业自主”的联动机制。

4.1. 政府激励
中国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制造型企业的升级发展，更对国家实力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在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日本深刻认识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加速其战略进程[4]；
德国中小企业占据了德国企业总数的 99.7%，且承担了德国就业人数的 60%，推动每一个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能够促进德国智造取得更高水平的质变[9]。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专项政策的引领，做好顶端设
计和全面布局，包括资金需求、人才储备、核心技术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鼓励和支持高附加值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应细致排查中小微企业“智改数转”各环节中出现的困
难，精准施策。

4.2. 人才储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首先是人的转型，包括思维模式和专业素养的转变。从长远来看，数字化思维应
融入到所有阶段的课程学习中，促进数学、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扫盲教育，加强培养所有人的数
字化知识储备[4]。从现阶段来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培养自己的数字人才体系，比如着重对原有
的成熟员工进行职业培训。政府也要营造创新环境，吸引优质人才落户。

4.3. 金融支持
当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他们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经常会受到资金不足、
转型成本大、回报周期长的困惑与阻碍。而行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主企业往往凭借自身资金实力和对行
业前景的精准分析果断选择数字化转型，并较早获得转型后的发展红利。生存是企业的第一要务，因此
政府的资金补助、金融机构的贷款优惠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可以设立发展专项资金和投资基金来帮助产
业发展。在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时，政府可以通过促进数据安全共享、建立完备的征信系统解
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涉企信息孤岛现象，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

4.4. 平台指引
盐城在智改数转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专业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专项辅导和全程帮助，以及同质企业之
间的经验共享和模式交流。因此，构建第三方服务商可以打破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困境，协助
政府将措施落到实处。在指导中服务商应扮演好“终身陪跑”的角色，不断提高应用技术研发、咨询规
划、示范推广等综合服务能力，及时、持久地帮助解决企业各阶段遇到的问题。

4.5. 企业自主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是企业的转型，需要企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多方的指引和帮助一
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企业打开视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重要性的认识。盐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的成效，
离不开当地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和主观意愿，包括龙头企业成功转型的案例对整个地区起到了良好的带
头作用。因此，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必须让企业了解和感受到“转型红利”，让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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