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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继续做好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

北京信息化协会，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北京工业互联网

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联盟，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

盟：

根据《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

信部规〔2016〕333号）、《关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信软〔2017〕155号）和《北京

市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京制创组发〔2017〕2号）中的任务部署，为进一步普及推广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创新企业组织管理能力，提升全市企业

整体发展水平，我局将在 2019下半年继续做好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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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企业必须是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企业，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良好。

（二）企业对建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有需求。

（三）具有建立实施管理体系经验的企业优先，如质量、环

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服务等。

二、工作程序及要求

（一）各支撑单位做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荐

工作，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和资源，加快实施贯标试点推荐、人员

培训、交流观摩等推进工作。其中，推荐试点企业数量应不少于

10家（企业不限行业、规模）。已获评为国家级和北京市市级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不再参与推荐（见附件 1）。

（二）由申报企业向支撑单位提交申报材料（见附件 2），

经支撑单位推荐盖章后，于 2019年 11月 22日前将试点企业推

荐表（见附件 3）加盖公章后和试点企业申报书报送我局信息化

与软件服务业处。

（三）我局将对申报材料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并公布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名单。试点企业应在公布之日起一年内

启动贯标工作；对贯标达标企业，优先推荐申报国家或市级智能

制造、服务型制造、制造业双创、协同制造、工业互联网等专项

支持，推动率先实施相关示范应用。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致远 万东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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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55578563 13911282793

邮 箱：wangzhiyuan@jxj.beijing.gov.cn、bjlhrhfwlm@allcen.cn

地 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7 号院 5 号楼 535 室

邮 编：101160

附件：1.北京市贯标试点企业名单

2.2019下半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

荐表

3.2019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申报书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9年 11月 6日



- 4 -

附件 1

北京市已被评为国家级贯标试点企业名单

2014 年北京市国家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北京石油

分公司
25 首钢矿业公司

2 北京远东仪表有限公司 2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

山分公司

3 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 北京首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9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6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7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1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8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

品分公司

9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4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35 北京金隅北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 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13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3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8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北京京城工业物流有限公司

16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 40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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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41 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42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43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 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44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21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 4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2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46 凡客诚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3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

24 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

2015 年北京市国家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15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

2 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16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销售分公司

3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7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4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18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5 北京复盛机械有限公司 19 北京新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6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20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

7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21 北京卫星制造厂

8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2 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长安汽车公司
23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10 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 24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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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5 普天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2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13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27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14
北京南瑞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2016 年北京市国家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12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14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15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

司

5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6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 中国造纸装备有限公司 17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7 北京石油机械厂 18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北京机电工程总体设计部 19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9 时代集团公司 20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11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22 中核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北京市国家级试点企业名单

1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葛洲坝能源重工有限公司

2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17 航卫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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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18 北京海纳川李尔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4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9
北京航天新风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5 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
北京京诚凤凰工业炉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21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7
施耐德（北京）中低压电器有限

公司
22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 北京华航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23 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

制造工程研究所
24 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研究所 25
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

司

11
北京航天奥祥通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6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12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27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华电

力分公司

13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28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14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9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5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30 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实验中心

2018 年北京市国家级试点企业名单

1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1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2 安泰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2 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3 北京 360 企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3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4
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
24 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5 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 25 北京物华天宝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6 北京本草方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6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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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 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8
北京德威特继保自动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8 北京纵横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9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 富泰京精密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10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富智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

11 北京格雷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31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2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3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3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33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 北京浩鸿达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34 京源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北京霍尔茨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美巢集团股份公司

16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6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37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18 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 38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19 北京黎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39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
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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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已被评为市级贯标试点企业名单

2016 年北京市市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北京网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14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3
北京天岳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15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4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16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

酒厂

5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
北京中瑞宏宇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6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7 北京远东神华陶瓷销售有限公司 19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8 北京达世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9 北京中丽制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1 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 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北京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11 北京国林系统家具有限公司 23 北京军立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2
北京花儿朵朵花仙子农业有限公

司

2017 年北京市市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北京市舒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57 北京亚宝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 北京汉龙思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58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北京国华恒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9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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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海丰宝物流有限公司 60 北京睦合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海誉动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北京汇士通国际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6 北京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 北京盛世大唐科技发展中心

7 北京联合智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63 绿蜘蛛科技有限公司

8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4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5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 北京酷绅服装有限公司 66 北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 北京大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7 依文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农绿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8 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13
北京燃气绿源达清洁燃料有限公

司
69 北京五隆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中电华瑞技术有限公司 70
北京索迪医疗器械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5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71 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6 北京博明信德科技有限公司 72 北京潞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7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73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8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74 智慧工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9 北京一商兰枫叶商业有限公司 75 北京欧菲堡酒庄有限公司

20 北京金朋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6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1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77 北京安达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22 北京高超连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8 北京金雨弘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 北京嘉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9 延锋海纳川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24 北京莱恩斯涂料有限公司 80 中煤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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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北京五木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81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26 北京市通州垡头注塑厂 82 北京路星沥青制品有限公司

27 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 83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28 北京朝立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4 北京美格兴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29 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 85 北京潼潮混凝土有限公司

30
北京科荣达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6 北京仁和热力中心

31 北京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7 北京嘉孚科技有限公司

32
北京奥康达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88 北京宇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33 东明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 北京森普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4 北京火炬生地人造草坪有限公司 90
北京众生平安卫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35
北京博龙阳光新能源高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91 北京航安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36 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92 华克医疗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37 北京天元奥特橡塑有限公司 93 荏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38 北京南通大地电气有限公司 94 北京世纪恒宇印刷有限公司

39 北京广振商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95
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40 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 96 北京东方泰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1 北京杰远电气有限公司 97 北京天成瑞源电缆有限公司

42 北京北排膜科技有限公司 98 北京洪树冶金机械厂

43 北京市老才臣食品有限公司 99 北京东方广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 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45 北京华远高科电缆有限公司 101 中信国安盟固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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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北京绿得利工贸有限公司 102 北京丰宝广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7 北京中兴实强陶瓷轴承有限公司 103 北京华业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48 北京日昌电气有限公司 104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天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5 北京海林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益海嘉里（北京）粮油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
106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51 北京平和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7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

公司

52 北京黑六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08
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3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09 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54 众德迪克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10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55
北京通用电气华伦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111

北京马可正嘉汽车运动股份有限公

司

56 北京索德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112
北京华兴长泰物联网技术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北京市市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御香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 北京路盛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

2 力鸿智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7 北京中农华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北京达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8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 恒信大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9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5 北京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50 北京新特电气有限公司

6 北京越洋新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 北京科宇金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
北京西普阳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2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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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尔西制冷工程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53

普莱克斯（北京）半导体气体有限

公司

9 北京九州一轨隔振技术有限公司 54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10 燕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5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东方万隆家俱有限公司 56 北京科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 北京御香苑畜牧有限公司 57
北京北方华德尼奥普兰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

13 北京非同家具有限公司 58 特瓦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 北京创导工业陶瓷有限公司 59 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15 北京北汽大世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60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6 北京诚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
北京环宇京辉京城气体科技有限公

司

17 北京迪蒙卡特机床有限公司 62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18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63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北京雅士科莱恩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64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空港新

材分公司

20
蓝星东丽膜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65

北京新源国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1 金鹿（北京）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66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22
北京东方红航天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67 北京嘉诚兴业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23 北京中辉腾龙科技有限公司 68 北京华泰诺安探测技术有限公司

24 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69 北京三维博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 北京威亚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 70 鼎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26 北京富亿农板栗有限公司 71 北京和田宽食品有限公司

27 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72 北京起航骏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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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北京御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3 北京傲威环亚家具有限公司

29 北京罗麦科技有限公司 74 北京千喜鹤食品有限公司

30 北京乾元本堂饮片有限公司 75 北京味食源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1 北京达新新创机械有限公司 76 北京高中压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32 北京京港玻璃钢船艇有限公司 77 升兴（北京）包装有限公司

33 北京东升制药有限公司 78 北京广厦大鑫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34
北京奥金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79 北京市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5 北京倍舒特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80 北京泰华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36
雅派朗迪（北京）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81 北京海泰食品有限公司

37
北京市京海换热设备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82 北京东方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8 北京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3 北京亨通斯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39 北京龙鼎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北京富特盘式电机有限公司

40
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85 北京奇步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41 北京航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86
北京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

42 蜀海（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87 加美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3 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任公司 88 北京鄂尔多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4 北京兴安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89 北京盈科瑞创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45 北京一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90
金果园老农（北京）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北京市市级试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 15 -

1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 22 北京中科航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3

北京威高亚华人工关节开发有限公

司

3
北京嘉铭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24

广德盛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4 北京有壹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5 北京大恒倍生药业有限公司

5 北京理工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 北京路星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 北京伟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 28 北京瑞奇恩互感器设备有限公司

8 北京华康同邦科技有限公司 29 中科赛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 物以熙（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30 北京泰华兴食品有限公司

10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31

北京市东风保健营养品有限责任公

司

11 北京航天恒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 北京汇华东泽生物有限公司

12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33 北京麦邦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13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34 北京北汽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14 北京东升跃阳农业生态观光园 35 光大水务（北京）有限公司

15 北京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36 北京均大制药有限公司

16 北京世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37 北京东方新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7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38 北京惠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8 北京味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9
北京京仪远东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19 北京汉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40 北京申亚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 北京升华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41 北京海步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 北京左岸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2 北京泽桥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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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下半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推荐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推荐试点企业名称 所属区 所属行业 联系人 手机 邮箱

1

2

3

……

……

……

……

……

2019年 月 日



- 17 -

附件 3

2019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试点企业申报书

申报企业： （盖章）

推荐单位： （盖章）

申报日期：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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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 申请书包含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试点企业申请表，第二部分是企业两化融合现状与水平的

文字材料，第三部分是企业两化融合管理现状与水平的文字材

料，第四部分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 请如实填写申报书各部分内容，力求逻辑清楚、重点突

出、文字精炼、详略得当。

3. 请用 A4幅面编辑。除申请表以外，申报书正文字体为3

号仿宋体，单倍行距。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

4. 请双面打印纸质版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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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申请表

申

报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代码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注册地址 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三资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及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截至上年末的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员工总数

所属行业

□采掘 □冶金 □石化 □建材 □民爆器材 □机械

□交通设备制造 □轻工 □纺织 □食品 □医药 □烟草

□包装 □电子 □软件 □通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电力 □建筑 □交通物流 □批发零售 □农业

□其他行业（请注明）___________

管理体系认证

情况（提供证明

材料）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能源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其它

企业两化融合

水平

请在北京市两化融合评估系统（bjpg.cspiii.com）上进行评估，

并填写评估结果：

评估时间：

评估总分： 发展阶段：

基础建设得分： 单项应用得分：

综合集成得分： 协同与创新得分：

竞争力得分： 经济与社会效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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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荣誉（提供

证明材料）

□国家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授予年份： 年

□省级两化融合标杆（示范）企业 授予年份： 年

□行业两化融合标杆（示范）企业 授予年份： 年

□国家级质量奖 授予年份： 年

□省部级质量奖 授予年份： 年

企

业

基

本

情

况

（简述企业组织架构、主营业务、规模、市场份额、行业地位、发展前景等基本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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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两

化

融

合

基

本

情

况

（简述企业两化融合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现状水平和关键问题、主要内容和

做法、经验体会、主要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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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两

化

融

合

管

理

体

系

贯

标

需

求

（简述企业两化融合推进工作的组织体系、管理机制及进一步优化需求，重点阐

述两化融合推进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与流程优化、组织调整、数据应用的协同

推进机制。）

真

实

性

承

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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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单

位

意

见
签章：

年 月 日

二、企业两化融合的现状和水平

企业应参照《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

（ GB/T23020-2013 ）（ 可 在 两 化 融 合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spiii.com/xzzx/下载），梳理总结本企业两化融合发展

现状和水平，形成两化融合现状总结材料，并附上企业在两化融

合评估系统（http://bjpg.cspiii.com）中填报的评估问卷和系统自

动反馈的自评估报告。

说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适用于所有企业，企业能否入选贯

标试点，不取决于其两化融合发展水平高低，而取决于企业的管

理现状是否与其两化融合当前发展水平相符合，是否能够服务企

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持续改进和发展。因此，请企业在两化融合

服务平台上据实填报相关数据，评审专家将根据企业所填报数据

来判断企业当前两化融合管理现状与其两化融合发展水平的符

合性与一致性。

三、企业两化融合管理的现状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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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参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 GB/T23001-2017 ）（ 可 在 两 化 融 合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spiii.com/xzzx/下载），总结分析本企业两化融合管理

的现状水平与关键问题，形成两化融合管理现状总结材料。

四、其他证明材料

国家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省级两化融合标杆（示范）企业、

行业两化融合标杆（示范）企业、国家或省部级质量奖等的相关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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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国资委，中关村管委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19年8月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