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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2021中国工业软件大会在重庆举行。会上，重庆发布了《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与工业和信息
化部签署《部市协同开展中国软件名城创建工作合作备忘录》，签约了以工业软件为主的一批重点项目……一系列大会成果向外
界表明，重庆将大力发展工业软件，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本报讯 6月7日，在渝举办的首
届中国工业软件大会上，重庆发布《重
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
划》。根据该规划，到2025年，将全面
实现“个十百千万”发展目标。

“十”即打造十大软件产业发展集聚
区，十大软件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十家软
件上市企业；“百”即培育百家上亿级企

业、百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软件产品、百
名软件行业卓越领军人物；“千”即软件
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培育规上软件企
业1000家，引进高端软件人才1000人；

“万”即重庆软件从业人员超过50万，成
渝地区软件从业“大军”达百万，成渝地
区形成万亿软件产业集群。

为此，重庆将打造十大软件产业发

展集聚区，分别是“五大”核心产业集聚
区、“五大”特色产业集聚区。

“五大”核心产业集聚区是指两江
软件园、重庆高新软件园、重庆软件园、
重庆市工业软件产业园、渝北仙桃国际
大数据谷五大园区。“五大”特色产业集
聚区是指以九龙坡、沙坪坝、大渡口为
重点大力发展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交

通物流等应用软件产业，以江北、北碚
为重点大力发展平台软件、应用软件、
工业互联网等产业，以合川、綦江为重
点大力发展信息安全产业，以永川、璧
山为重点大力发展数据服务、软件服务
外包、超高清视频等产业，以涪陵、巴
南、垫江为重点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应
用、智慧医疗、移动互联网等产业。

同时，“十四五”时期，重庆将聚焦
六大方向，围绕建链补链强链延链，推
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到2025年，
重庆将全面建成一流中国软件特色名
城，进入全国软件产业“第一梯队”，将
成渝地区打造成为中国软件“第四极”。

《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将实现“十百千万”发展目标

本报讯 6月7日，在2021中国工
业软件大会上，川渝一体化工业软件服
务平台项目、麒麟软件（重庆）项目、华
为（重庆）工业软件创新中心等10余个
重点项目签约落户重庆。这批项目将
进一步提升重庆软件产业集中度，助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这些签约
项目绝大部分都与工业软件相关。例

如，华为（重庆）工业软件创新中心项
目，由渝中区政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签约，落地重庆市工业软件产业园，项
目投资3亿元，项目内容为打造面向多
行业的工业软件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
新生态系统，孵化工业软件企业，培养
工业软件人才。

川渝一体化工业软件服务平台项
目，则是由渝中区政府、德阳市政府、重

庆华工智造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签
约，项目内容为共建CAD、CAE、PLM
等方向制造业数字化国产自主可控软
件云服务平台。

推动高端制造产业自主发展，离不
开工业软件的开发应用。市经信委相
关人士表示，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汽车、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仪器仪表、家电等

多个高端制造板块快速发展，装备、材
料、医药、消费品、能源等行业应用场景
不断拓展，这对自主工业软件提出了更
高要求，也提供了宝贵机遇。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谌志华表示，重庆具有非常丰厚的发
展工业软件的产业基础，本地软件产业
正在走向成熟，同时兼具年轻朝气，这
意味着重庆可以更加有力地推动新兴
产业和先进技术发展。

据介绍，此次麒麟软件的签约项
目，主要是跟重庆在基础软件领域进行
深度合作，为重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
实基础，麒麟软件将在重庆设立子公
司，布局研发、销售、培训及服务体系，
未来双方还会在人才培养，产业融合等
方面开展合作。

10余个重点项目集中落户重庆
签约项目绝大部分都与工业软件相关

本报讯 6月7日，在2021中国工
业软件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重庆
市政府签署《部市协同开展中国软件名
城创建工作合作备忘录》，重庆创建中
国软件特色名城获得强力支援。

重庆从2019年启动中国软件特色
名城创建工作，并成立了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2020年3月，重庆正式向工信
部报送申请支持创建函，编制创建工作
方案，建设方案得到工信部认可，纳入
工信部创建名城积极分子范围。

“本次签订合作备忘录，代表重庆
创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工作又迈进一
步。”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本次签
约意味着工信部正式同意重庆开展创
建工作，有望在创建周期结束、达到工
信部制定的中国软件特色名城标准后
正式授牌。

不过该负责人还表示，签署了合作
备忘录也非万无一失，能否成功创建中
国软件特色名城，还需看重庆接下来是
否达到相应标准，这也对重庆软件产业

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到2025年，重庆将全面建成一流

中国软件特色名城，进入全国软件产业
‘第一梯队’。”大会现场，市经信委主任
陈金山发布了《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
发展“十四五”规划》，对重庆未来软件
产业发展描绘了蓝图。

《规划》提出，到2025年，重庆软件
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新增产业载体
面积500万平方米，软件从业人员达
50万人。同时，重庆将聚焦六大方向，

实现软件产业“个十百千万”发展目标，
提升重庆软件产业的整体水平。

“重庆将以创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为契机，大力集聚软件产业资源，着力
培育龙头软件企业，优化产业发展布
局，引入和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人才，推
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构建良好产业
发展生态，将重庆建设成为创新资源
丰富、发展环境优越、优势特色突出、
带动效应显著的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并在区域、全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陈
金山说。

除了政府部门，工业软件科研院所
也期望重庆创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重庆华工智造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田
广礼称，目前，研究院已设立两个基
地、3个实验室，将从人才培养，成果
转化等方面，为重庆软件产业发展提
供支撑。

争创“中国软件特色名城”获得强援
工信部与重庆签署《部市协同开展中国软件名城创建工作合作备忘录》

本报讯 6月 7日，在2021中国
工业软件大会上，重庆市第二批软件
产业园正式揭牌，渝中软件园、永川大
数据产业园、合川网络安全产业城等
3个园区获得授牌。加上第一批4个
软件产业园，全市已有7个市级软件

产业园。
据介绍，此次授牌园区的产业基

础较好、集群效应初显、发展特征鲜
明，其主导方向涵盖工业软件、融合应
用软件、新兴技术软件、信息安全软件
等多个领域。其中，由重庆市区块链

数字经济产业园、大石化新区、电子商
务和创意产业园等联合组成的渝中软
件园（重庆市工业软件产业园），获批
成为综合型重庆市软件产业园。重庆
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合川网络安
全产业城获批成为特色型重庆软件产

业园。
近年来，重庆大力助推软件产业集

群式发展。2020年已认定两江软件
园、重庆软件园、渝北仙桃国际大数据
谷、重庆高新软件园等4个园区为全市
第一批市级软件产业园。近一年来，首
批软件园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占到
全市行业总量近70%，为全市软件产
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7日当天，重庆市板卡集成电路
和元器件适配验证中心也在会上授
牌。这是全国第一个信创领域深入到
板卡、集成电路和元器件级的适配验
证中心。

我市第二批软件产业园揭牌
全市已有7个市级软件产业园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重庆
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抗战时
期到三线建设，全国有一大批企
业搬迁至重庆，为重庆积淀下丰
厚的制造业基础。这些企业的转
型升级需求，为重庆数字经济及
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
场景。”6月7日，在渝举办的首届
中国工业软件大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谭建荣在接受重庆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在谭建荣看来，就整体水平
而言，中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
尽管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制
造业获得长足发展，但目前中国
大部分企业仍处在产业链的中低
端，产品附加值不高，迈入工业化
高级阶段还需要较长时间。

在迈入工业化高级阶段这一
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必须要
以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来实现
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谭建荣认
为，重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关
键在于把传统制造企业与先进的
信息技术融合起来，提升制造企业
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重庆素有制造业优势，而目
前正在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为包括工业软件在内的数字
产业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
件。“重庆完全有能力凭借制造业
转型升级中的市场需求，来打造
成为西部软件产业高地，甚至成
为中国软件研发和应用的高地。”
谭建荣说。

发展数字经济，培育软件产
业，重庆该怎么做？

谭建荣以装备制造业举例，建
议重庆培育形成工业软件从市场
需求、框架设计到软件开发和应用
的闭环。在大数据产业方面，重庆
需要建设以工业大数据为核心的
大数据中心，整合行业、企业、市
场、客户、生产制造等各个方面的
数据，通过智能算法，来指导企业
生产制造及市场开拓。在转型升
级方面，他建议，企业要在创新、工
艺提升、质量强化、服务延伸和市
场拓展等五个方面狠下功夫。

数字经济，短板在人才。谭建
荣认为，专科培养导致人才技能单
一，而数字经济讲究的是跨界融
合，需要的是“通才”。他建议重庆
高校应该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的
力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

重庆要培育形成
工业软件的闭环

“从全球软件产业的发展历程
看，在工业领域深耕多年的巨头企
业，更易于在工业软件领域有所作
为。就重庆而言，应着重鼓励和引
导像长安这样有着深厚工业积淀
的龙头企业来做工业软件产业。”
6月7日，在渝举办的首届中国工
业软件大会上，走向智能研究院执
行院长赵敏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专访时说。

软件为啥被称为“工业的灵
魂”？赵敏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从产品层面看，大大小小的
机器装备，都少不了软件这一最基
础的“零件”。例如，高端汽车的成
本构成中，有近一半用于购买软
件。从研发层面看，所有工业产品
的设计，都是以软件为工具。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互联网公
司，能够开发出微信、抖音这样的
世界级App，但在工业软件领域
依然落后。国内工业软件，9成以

上依靠进口。为什么工业软件这
么难？因为它和一般的IT软件不
一样，开发者不仅要懂代码，还要
了解工业制造，将自己多年的实践
经验，总结成算法，融合到软件里，
日积月累，更新换代。

世界工业软件巨头，并不是微
软、谷歌这样的企业，而是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这样有着传统制造业
基因的企业。在赵敏看来，正是因
为如此，有着雄厚工业基础的重
庆，在软件产业上，具备其他地区
难以取代的优势。

重庆该如何发展软件产业？
赵敏认为，从国际经验看，政府的
投入必不可少，巨大的投入，企业
难以承担。同时，软件开发是一个
高效的商业活动，需要紧密对接供
需，企业才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关
键。为此，他建议，重庆应该积极
鼓励和引导像长安这样的龙头企
业在软件产业上积极作为。

走向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敏：

工业龙头企业
在软件产业上大有可为

发力软件产业 重庆下足硬功夫
——从2021中国工业软件大会看我市软件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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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规划目标和方向

●工业软件 ●基础软件 ●信息安全软件

●行业应用软件 ●新兴技术软件 ●信息技术服务

聚焦六大方向

“十百千万”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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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记者吴刚、白麟、杨骏采写）

（资料来源：市经信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