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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

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的通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部属高校,有关中央企业、

行业协会,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拓展融合创新应用,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

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大赛名称

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ChinaIndustrialInternet

Contest2021)

二、大赛主题

融合创新数字赋能

三｀大赛安排

大赛由主赛和专业赛组成（具体组织方案见附件）°每个参

赛作品仅限报主赛或专业赛中的一个赛题方向°



厂＿—

（一）主赛

聚焦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需求和关键场景,面向原材料、装

备、消费品、电子、能源、建筑等领域,征集工业互联网解决方

案°主赛分为区域赛和全国赛,按新锐组和领军组两个组别进行

比赛°区域赛由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承办’区域赛产生的

优胜企业按分配名额入围全国赛,全国赛设置一、二、三等奖’

颁发奖金和证书°各阶段具体赛事安排和获奖权益将由组委会通

过大赛官网（www.cii厂contest.cn0另行公布。

赛题方向一:原材料工业。面向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

工、建材等行业’聚焦节能降耗、安全生产、产能优化等行业关

键需求’能够基于工业互联网助力原材料行业加速新材料研发、

工艺改进、能耗优化、设备健康管理等解决方案落地,构建数字

供应链体系’持续提升原材料行业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青

岛赛站举办原材料行业赛°

赛题方向二:装备工业°面向机械、汽车、船舶、轨道交

通、航空航天等行业,聚焦装备产业链条长、企业量大面广、产

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通过工业互联网整合零部件供应商、专用

设备和整机厂等上下游企业供需资源,支撑企业开展协同研发、

供应链协同、设备远程运维、产能共享、产融合作等数字化转型

模式,提升装备产品技术附加值和价值链地位。青岛赛站举办装

备行业领军组比赛、长沙赛站举办装备行业新锐组比赛。

赛题方向三:消费品工业。面向轻工、家电、纺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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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医药、烟草等行业,聚焦行业跨度大、市场竞争激烈、质

量问题突出等问题,通过工业互联网增强用户在产品全生命周期

中的参与度’精准挖掘用户需求,通过提供个性化设计、柔性生

产、产品追溯和远程服务等应用’提升消费品质量和品牌竞争

力’加速释放内需潜力°杭州赛站举办消费品行业赛。

赛题方向四:电子信息制造业°面向电子元件及专用材料、

电子器件、通信设备等行业,聚焦行业知识沉淀不足、质量一致

性、关键技术卡脖子等问题,以平台为载体汇聚产学研用资源,

提供协同研发、工艺优化、质量追溯｀智能生产等服务,推动工

艺知识数字化、模块化、软件化沉淀与自主创新,加速企业数字

化转型,促进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深』｜｜赛站举办电子信

息行业赛°

赛题方向五:能源工业°重点面向电力等能源行业,聚焦行

业能源利用率低、供需波动大、运维成本高等问题,基于工业互

联网推动能源生产、输配、服务、消费等全场景数据互联互通,

提供AI辅助运维、应急能力建设、并网消纳等服务,为电力市

场交易｀产融合作、产业协作、智慧电网等模式提供应用场景,

促进能源行业低碳、绿色、循环发展。杭州赛站举办能源行业

赛°

赛题方向六;建筑业°面向房屋建筑、土木工程建筑、建筑

安装等行业’聚焦建筑工程质量不稳定、安全问题突出、能源资

源浪费等问题,基于工业互联网提供覆盖BIM建造、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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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节能降耗等多场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建筑设

计、制造、施工、服务等产业链全流程互联互通,推动智能建造

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深划｜｜赛站举办建筑行业赛°

（二）专业赛

聚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设置“工业互联网”

系列专业赛’涵盖产融合作、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生产、精益生

产、人工智能、数字仿真、数字孪生等7个领域,由各部属单位

分别承办°各专业赛与主赛相互独立,专业赛组织方案另行发

布°

四、参赛报名

符合参赛条件的单位自行登录大赛官网报名参赛°大赛注册

报名和参赛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18日°参赛单位须

独立参赛,可结合实际情况任意选择一个赛站参赛,每个参赛作

品仅限报主赛或专业赛中的一个赛题方向°大赛不向参赛单位收

取任何费用°

五、其他事项

（一）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中央企业

积极组织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相关单位参赛°

（二）请各跨行业跨领域、行业、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

组织平台生态伙伴参赛。

（三）请各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新体验中心、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中心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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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优秀单位和解决方案参赛°

（四）未尽事宜请与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联系°

六｀联系方式

（一）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

伍凌芳李京南高哲冯帆

010—68645450/88685977/88686052/88684861

网站技术支持:010-88684332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

谢学科刘帅010-68208273

附件: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组织方案

工

|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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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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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兰届l｝J国工业互联网大费组织jj案

-｀大赛名称

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英文名:Chinalndustrial

lnternetContcst2021)

二｀大赛主题

融合创新数字赋能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联合承办单位: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深划｜｜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深』｜｜市龙华区人民政府、青岛市捞山区人民政府、中央企业

数字化发展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研究院、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特别支持单位: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

大赛组委会: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相关负责同志组

成·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国

务院国资委科创局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秘书处办公室



设在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承担赛事组织协调、

宣传推广和技术保障等工作·

专家评审委员会;由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行业机构、

大型企业等相关专家组成°

专业赛、区域赛组织单位另行公布。

四｀专家评审委员会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永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方滨兴中国工程院院士

尹浩中国科学院院士

郭贺栓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吉臻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韵洁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伯虎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华勇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建平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澄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昌祥中国工程院院士

单忠德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俞建勇

钱锋

倪光南

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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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新中国工程院院士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云鹤中国工程院院士

魏毅寅中国工程院院士

五｀赛程安排

大赛由主赛和专业赛组成.

（一）主赛

主赛分为区域赛和全国赛’以新锐组和领军组两个组别

进行比赛.

1.主赛赛程

主赛赛程分为区域赛、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赛’其中

区域赛由各赛站主办单位负责牵头组织’全国半决赛、全国

总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大赛官方网站

（wwwˉcjiˉconteskcn〉是参加大赛的唯一官方渠道.赛事各

阶段评审规则、工作流程、具体时间和晋级名单详见大赛官

网。

（l）报名参赛（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l年9月18日

前）:参赛团队登录大赛官网报名参赛和提交参赛作品·

（2）区域赛阶段（202l年9月ˉl0月）:区域赛按行业

采用逐级遮选方式产生优胜企业’各区域赛组织方案由相关

组织单位另行公布·区域赛组织单位要严格落实当地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根据大赛组委会制定的评审规则和标准’采用

网上评审、网上路演、线下路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赛’于

指定日期前向大赛组委会提交拟晋级全国半决赛的推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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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各比赛环节的相关评审资料应留档备查.

（3）全国半决赛阶段（202l年ll月）:大赛组委会根

据区域赛情况和推荐名单,确定并公示l00个左右的团队和

作品晋级全国半决赛°全国半决赛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举

办,通过路演答辩评审’确定大赛优秀作品’以及20个左

右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团队和作品。全国半决赛及系歹（活动方

案由组委会另行公布.

（4）全国总决赛阶段（202l年ll月）:全国总决赛在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举办’通过路演答辩评审,评出大赛一、

二、三等奖。全国总决赛及系列活动方案由组委会另行公布。

（5）大赛闭幕式（202l年｜｜月）:在浙江省杭州市临

平区举办大赛闭幕式并颁发奖项’具体时间和方案由组委会

另行公布°

2主赛参赛条件

（1）参赛组别

本届大赛设置新锐组、领军组两个组别’在赛事各阶段

分别进行比赛’报名截止后不可更改参赛组别.

l）领军组参赛资格: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商:从业人数大于300’且主营业

务收入大于l0000万元,

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大于l＂0,且主营业务收入大于

40000万元°

2）新锐组参赛资格:不符合领军组条件的团｜叭。

（2）参赛单位要求



大赛面向全社会开放,各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等组织均可报名参赛°参赛单位应满足下列条件:

l）参赛单位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等’需

独立参赛.每个参赛单位可以有多个参赛团队和作品参赛,

但每个参赛团队只能提交l个参赛作品’每个参赛团队的参

赛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每个参赛代表只能代表l个团队参

加比赛°报名截止之后’参赛代表不可更改.

2）参赛团队必须且仅能选择一个赛站报名参赛’并需

遵守相关赛站的赛事要求和安排·

3）参赛团队需遵守大赛规则’在大赛官网上注册报名、

提交参赛作品和相关证明材料,阅读并同意《第三届中国工

业互联网大赛服务规则》《第三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参赛

承诺书》.参赛团队对所有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一

经发现虚假信息’立即取消参赛资格°参赛团队名称不得包

含敏感字样、不文明字样·

4）区域赛相关组织单位及其下属分公司、子公台］和其

控股公司均不得在本赛站参赛’否则参赛成绩无效。

5）晋级全国赛的企业应接受区域赛主办方或全国赛组

委会的尽职调查,审核未通过的团队将取消全国赛参赛资

格.

（3）参赛作品要求

参赛团队需按照大赛作品提交要求’在大赛官网提交参

赛作品及相关材料’并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提交的作品应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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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参赛作品须符合本届大赛赛题要求并符合所报赛站

赛题方向’作品名称应能体现解决方案主要特征·

2）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专利

权、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且不得违反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

3）往届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的一、二、三等奖获奖作

品不参力口本届大赛。

4）在区域赛、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赛期间’参赛团

队均可在不改变作品名称和主要功能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作

品迭代升级’对应赛程最后一次提交的作品为参赛作品.

5）评审期间’参赛团队须按照组委会的要求补充提交

参赛作品有关材料。

6）所有巳提交的参赛作品和相关杉料原则上不予退还.

（4）参赛作品提交内容

参赛作品以最后一次提交资料为准·参赛作品应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

1）作品申报书

a作品概述:项目背景、应用范围、核心优势等。

b.解决方案:架构设计、方案功能｀技术内容等°

c.应用成效:应用情况总述、具体应用案例介绍等·

d商业模式:推广模式｀市场空间、生态运作等。

◎团队介绍:核心成员履历、团队核′C资质和优势等·

注:申报书模板可在官网下载·

2）相关证明材料

肘



与参赛单位相关的基本资质、财务审计相关证明材料’

以及和参赛作品相关的技术能力、应用推广证明材料.

3）演示视频或视频链接

展示产品／解决方案的主要内容、效果等’帮助评审专家

直观了解参赛作品.

4）作品介绍PPT

5）其他

例如’可使用的安装程序和说明文档’可使用的解决方

案云服务托管链接和说明文档,Demo和说明文档等°

3°主赛奖项及权益设置

（1）区域赛

各区域赛自主设立本赛站的奖项类别｀获奖名额、奖金

金额’区域赛的赛事奖励和权益由相应组织方另行公布·

（2）全国赛

全国总决赛设置一、二｀三等奖及各单项奖’各赛题行

业新锐组和领军组分别按比例晋级获奖;根据全国半决赛比

赛成绩’颁发优秀奖证书;根据大赛组织情况’颁发最佳组

织奖证书°

大赛总决赛奖金池为500万元’以奖金、奖杯、证书等

形式进行发放。

一等奖2个,奖金为人民币l00万元／队（税前）＋大赛权

益＋证书;

二等奖6个,30万元人民币／队（税前）＋大赛权益＋证书;

三等奖l2个’I0万元人民币／队（税前〉‖大赛权益＋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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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全国赛提供以下赛事权益;

l）获奖团队所在企业将有机会推荐申报工业和信息化

部相关试点示范｀专项项目等·

2）获奖团队所在企业可直接落户杭州市临平新城’可

享受2000万让利性股权引导基金,人才落户最高750万元

配套奖励以及300万元安家费补助等专项政策·

3）获奖作品可在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体验中｜C、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合、主流媒体等渠道进行推广

展示·

4）资本对接:进入全国总决赛的团队均可参与大赛组

委会组织的资本相亲会、产业合作等对接活动·

5）供需对接:进入全国半决赛的团队均有机会参与大

赛组委会组织的与业内知名企业、需求方进行项目洽谈与合

作等活动。

6）交流学习:获奖团队有机会参与大赛组委会举办的

相关会议、参观、培训等活动.

（二）专业赛

专业赛组织方案、赛事奖励和权益等由相应组织方另行

发布°

六｀公示与举报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大赛实行获奖作品公示

和举报制度°

获奖作品公示范围和时间:在大赛官网公示获得大赛全

国总决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作品,公示期为30天,

N



供各界监督、评议.未通过公示的团队将取消获奖成绩并追

回奖励·

举报要求:举报实行实名制’并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匿

名举报无效°举报由大赛组委会进行受理、核查、提出处理

意见并最终裁定。

为保证赛事公益性’大赛全国赛、区域赛均不得向参赛

团队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各区域赛主办单位对本赛站组织机

构设置、经费募集使用等工作负责’加强赛事管理’并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

七｀其他

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未尽事项请登录大

赛官网（https;／／www.c｜｜ˉcontest.cn）、微信公众号（中国工

业互联网大赛）查询.

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

伍凌芳、李京南、高哲、冯帆

0l0ˉ68645450／88685977／88686052／8868486l

官网技术支持:0l0ˉ88684332

中国工业互联网大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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