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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1.2014-2015中国制造业十大热点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亟待重
塑竞争优势来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
展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
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亟待重塑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
新能源汽车

淘汰落后产能



二、工业4.0大潮助推智能制造升温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

造强国”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智能制造则成为转型升级

的强劲动力。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工业

4.0的热潮席卷全球的大环境下，智能制造引发企业追捧。



中国高铁不仅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还建立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高铁技术体系，成为了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功典范，创造了一套自主创新的“中国模式”。

我国首次出口的
高速米轨动车组
于2014年11月
30日在南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下线

三、中国高铁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典范



 随着智能制造逐渐成为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核心，制造企业
与互联网企业的相互渗透趋势日益明显，利用各自的市场竞争优
势寻求合作的机会，共同应对由智能化与互联网化发展带来的挑
战和机遇。

四、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相互渗透

上汽携手阿里打造智能化互联网汽车

百度和宝马合作发展高度自动化驾驶技术

华为与东风合作开发
汽车电子和智能汽车



制造企业应该把握价值链中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营销两个
附加值较高的环节，才有利于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和地位。小米公司的快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雷军及其团队
很好的实践了这条原则。

五、小米实践微笑曲线

在研发环节，实现产品的自主创新和差异化
发展。

在营销环节，以线上营销为主，多渠道营销
结合。



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共同发布的报告—
—《2014年中国制造业服务创新调
查报告》指出：制造业服务化已成
为全球产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和重要
趋势。

六、推进服务化 构建制造业增长点

面对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压缩、
经济持续低迷的残酷现实，中国制
造业唯有主动转型，不断推进服务
化，缩小与国际市场的差距，才能
让世界各地重新感受中国制造的力
量。



七、机器人热潮难掩国产核心技术缺失窘境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现已成为全球购买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国家”。

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拥有30万台机器人，机器人及系统产值约1000亿元，将带动
3000亿元零部件市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机器人市场潜力巨大，然而在呼声一
片高涨的浪潮之下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对于中国的制
造企业而言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将是一次多重而艰难的考验之旅。

 戔至2014年9月，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数

量428家

 2014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进口数量达

34714台，同比增长92%，而国产

工业机器仅销售6411台。

 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总体处于行业
低端，而日系、德系先进工业机器人制造
企业几乎垄断了高端机器人市场，占比高

达96%。



随着用户个性化定制需求的凸显，传统大规模批量化生产模式已经开始发
生变化，小批量、多样化的产品生产模式已经出现，中国制造业个性化定
制开始兴起。

八、制造业个性化定制开始兴起

 奥迪在华率先进军个性化定制市场，个性化

订单比例已占到20%以上。

 徐工“私人订制”自卸车成为了徐工汽车在

非洲的热销产品。

 红领集团自主研发的个性化定制平台C2M，

引领服装行业率先实现大规模定制化。

 京东与TCL合作开启首款定制空调预约活动，

引领家电C2B定制步入新阶段。



九、昆山事故再敲警钟，全面安全管理重要性凸显

2014年8月2日，江苏省昆山中荣金属特别重大

铝粉尘爆炸事故，造成97人死亡、163人受伤；

2014年3月7日，河北省唐山市开滦化工民爆器

材生产线包装车间装药工段发生爆炸，厂房坍塌，

造成13人死亡；

2014年1月14日，浙江省台州温岭大东鞋厂发生

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5人受伤。

9月23日5时30分，湖南省怀化新晃县鲁湘钡业

有限公司发生燃烧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

„„

我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伴随着频发的安全生产事故。这一组组用

生命叠加起来的数字，让制造企业再次聚焦安全生产问题。



十、波士顿咨询揭示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不在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基准(100分)。
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这
就表示目前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



提 纲

2.中国制造2025



制造业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 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劢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制造
业物化了最新的科技成果，是各国技术创新的主戓场。

• 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带劢作用。例如通
信设备带劢了年增加值约1.4万亿元的信息服务业，汽车制
造业将带劢几倍汽车售价的汽车后服务业。

• 美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70%以上，但近60%的服务业是依
靠制造业带劢的生产性服务业。

• 美国的经济发展戓略的实现转变表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
实体产业才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持续劢力。



中国：全球制造大国

• 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792.62亿美元，在全球
制造业占比约20%，不美国相当，成为世界制造大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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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大而不强

•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丌强，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
受制于人；

• 二是产品质量问题突出；

• 三是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 四是产业结构丌合理，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
的中低端。



制造业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

• 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不制造业深度融合，
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建立在物
联网和务（服务）联网基础上，结合新能源、新
材料等方面的突破而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

• 发达国家正在依靠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劢力，
抢占制造业高端，抢占未来经济不科技发展的主
劢权。



制造业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

• 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建设制造强国形成历叱性交汇，这对中国是极大
挑戓和极大机遇。



一是雄厚的产业规模，表现为产业规模较大、具有成熟健

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相当比重。

二是优化的产业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产业和

装备制造业水平高、戓略性新兴产业比重高、拥有众多实力

雄厚的跨国企业及一大批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小型创新企业。

三是良好的质量效益，表现为生产技术领先、产品质量优

良、劳劢生产率高、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

四是持续的发展潜力，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引领

能力逐步增长，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良好的信息化水平。

制造强国的特征



制造业综合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规模发展
国民人均制造业增加值 0.1287

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 0.0664

质量效益

制造业质量水平 0.0431

一国制造业拥有世界知名品牌数 0.0993

制造业增加值率 0.0356

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0.0899

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0.0689

销售利润率 0.0252

结构优化

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0.0835

全球500强中一国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 0.068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0.0510

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 0.0085

持续发展

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 0.0821

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 0.0397

制造业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 0.0132

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 0.074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116

网络就绪指数（NRI指数） 0.0099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丌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工业发达国

家工业化进程各阶段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构建适合我国

国情的综合指数预测模型，预测我国制造业强国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我国制造业发展预测



 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

 主要行业产品质量水平达到戒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

 一批优势产业率先实现突破，实现又大又强；

 部分戓略产业掌握核心技术，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制造2025”的具体目标

发展方针：创新驱劢、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



 策略1：智能制造——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策略2：提升产品设计能力——实现产品的全数字化设计，

结构、性能、功能的模拟不仿真优化

 策略3：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成为技术创新

主体；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战略



电力机车内燃机车蒸汽机车

电动车组

微
机
化

网
络
化

智
能
化感知功能

学习功能

决策功能

服务功能

案例：动力机车的数控化与智能化

◆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机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 轨道交通机车历经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劢车组

的进化，目前正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案例：运-20与ARJ21的数字化设计

运-20大型军用

运输机采用了全数字

化设计，包括整机设

计、零部件测试和整

机装配；利用虚拟现

实技术进行各种条件

下的模拟试飞。实现

了机身和机翼一次对

接成功和飞机一次上天成功，研发周期大大缩短、设计质量大大提高。

ARJ21飞机研制也同样全面采用了三维数字化设计技术和幵行工程方法，

实现了大部段对接一次成功,飞机上天一次成功。



 策略4：强化制造基础——大力推进“工业强基工程”，

加强“四基”建设：强化工业基础，提升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及产业技术基础等

“四基”的整体水平，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策略5：提升产品质量——严格质量监管，建立质量诚信

体系；提高重大装备质量一致性、稳定性；推进品牌创建。

“中国制造2025”质量为先战略



 策略6：推行绿色制造

一是促进流程制造业绿色发展，建立循环经济链。二是开

发和推广节能、节材和环保产品、装备、工艺；三是发展再

制造工程。

“中国制造2025”绿色发展战略



案例：钢铁工业与建材、能源、化工等工业循环链接

29

一个年产900万吨的钢厂，将产生430万吨矿渣和钢渣、6.6亿立方米

的氢气和大量的高炉煤气。它可以循环链接，配套成年产950万吨的水泥厂、

90万Kw的电站和一座大型石化厂，从而消除各种污染。



 策略7：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

• 大力发展戓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提高高端制造业比重。

• 2025年前，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休戚相关的7大戓略必争产业：

“中国制造2025”结构优化战略

 汽车

 节能环保

 农产品加工

 集成电路及其专用生产装备

 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航空工程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



 重点突破国际先进水平已较为接近的7大优势产业：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大力培育一批在国际产

业分工中处于关键环节，既能出口产品、又能输出资本和技

术的大企业，着力培养一大批以“与精特”构筑企业竞争优

势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

“中国制造2025”结构优化战略

 航天装备

 通信装备

 发电与输变电装备

 轨道交通装备

 钢铁冶金

 石油化工

 家用电器



 策略8：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促进制造业由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转向定制化的

规模生产，实现产业形态从生产型制造业向全生命周期的服

务型制造业的转变。

“中国制造2025”结构优化战略



GE通过产品服务化实现向生产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将传感

器安装在飞机发劢机叶片上，实时将发劢机运行参数发回监测

中心，通过对发劢机状态的实时监控，提供及时的检查、维护

和维修服务。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健康保障系统”。同时，

大数据的获取，将极大改进设计、仿真、控制等过程。营销模

式由销售产品转为销售飞行小时。

案例：通用电气（GE）的生产服务模式



“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转变和一条主线

转变一：
由要素驱
动向创新
驱动转变

转变二：
由低成本
竞争优势
向质量效
益竞争优
势转变

转变三：
由资源消耗
大、污染物
排放多的粗
放制造向绿
色制造转变

转变四：
由生产型
制造向服
务型制造

转变

主线：以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

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 绿色发展 结构优化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