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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咨询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以下简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咨询服务的通用指南和实

施建议，给出了咨询服务的方针、目标，咨询服务机构能力和要求，咨询服务过程指南，以及咨

询服务社会化监督机制。 
本标准适用于规范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咨询服务的实施与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咨询服务人员、

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组织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000—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3001—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002—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GB/T 23003—2018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评定指南 
ITU-T Y.4906  智慧产业数字 化转型评 估 框架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ectors in smart cities)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000—201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咨询服务方针  

4.1 价值方针 

以效能提升为导向，帮助组织构建以数据为驱动的新型能力体系，形成新型能力体系建设运

行和持续改进的机制。以综合集成为突破口、流程化为切入点、服务化为方向，持续优化组织的

要素循环、管理循环、战略循环，稳定获取创新成效，增强可持续竞争优势。 

4.2 实施方针 

4.2.1 咨询服务总体实施方案需充分落实 GB/T 23002-2017 和本标准的相关要求，咨询服务应贯

穿新型能力体系建设运行和持续改进机制构建的全过程。 

4.2.2 咨询服务机构需引导组织有效发挥主体作用，推动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有关职能与层次充

分参与、有效协同。 

4.2.3 咨询服务机构资源投入需充分、及时、有效，服务过程需动态优化、闭环可控，服务成果

需量化考核，知识方法需有效转移。 

4.3 自律方针 

4.3.1 咨询服务机构需恪守职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尊重知识产权，敬业诚信，开放合作。 

4.3.2 咨询服务机构需自觉坚持学习，持续提升专业素养，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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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咨询服务机构需紧密围绕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强化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使命担当，抢抓信息革命重大机遇，主动承担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构建共创、共建、

共享、自律的开放服务生态，以新型能力建设为核心开辟咨询服务新空间，实现多方共生、共存、

共同成长。 

5  咨询服务目标 

根据组织的发展阶段、现状与需求，结合咨询服务机构的水平能力，咨询服务双方可选择以

下部分或全部咨询服务目标： 

a) 引导并帮助组织建立起符合 GB/T 23001-2017 标准要求并体现其特色的文件化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 

b) 引导并帮助组织识别内外部环境变化，梳理发展战略与可持续竞争优势需求，规划和构建

数据驱动的新型能力体系； 

c) 按照新型能力建设的要求，引导并帮助组织规划和实施涵盖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

结构四要素且实现要素间协调互动、融会贯通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d) 围绕新型能力体系建设运行和持续改进，引导并帮助组织规划和推动数字化转型； 

e) 引导并帮助组织构建以新型能力为主线、数据为驱动、战略闭环管控的一体化运行体系。 

6  咨询服务机构 

6.1 人员队伍 

6.1.1 咨询服务机构需配备涵盖以下专业背景或项目经验的咨询服务团队： 

a) 两化融合咨询； 

b) 管理咨询； 

c) IT 咨询或系统集成服务； 

d) 管理体系咨询。 

注 1：两化融合咨询包括智能制造咨询、工业互联网咨询等。 

注 2：管理咨询包括战略咨询、组织及流程优化咨询、生产管理咨询等。 

注 3：IT 咨询包括信息化战略规划、数据规划与治理咨询等。 

6.1.2 咨询服务机构需建立持续优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以保证： 

a) 所有从事咨询服务人员接受系统的专业培训，并宜每年接受继续教育； 

b) 每个咨询服务项目团队至少有 1 名成员具备 5 年及以上两化融合相关领域项目经验； 

c) 每个咨询服务项目团队的专业能力涵盖技术、管理、体系等专业领域； 

d) 至少具备 1 名有 5 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的专业项目管理人员。 

6.1.3 咨询服务机构需不断创新咨询服务人员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以保证： 

a) 保持咨询服务团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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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激发咨询服务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c) 为组织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d) 实现员工与机构共同成长。 

6.2 项目管控 

咨询服务机构需持续创新两化融合咨询服务项目管理方法和机制，对所承担的项目全过程进

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第 5 章，合理确定项目的目标、范围、所需的资源、时间进度、交付成果； 

b) 根据项目的范围、咨询复杂度、创新要求的不同，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充分、有效。项

目团队人员需保持基本稳定。需考虑项目的质量要求、投入规模等因素，保证项目团队人员同时

承担的项目数量适宜。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关工作的专业性超出当前项目团队人员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时，需补充配置适宜的专业人员和相关资源； 

c) 建立多项目协同管理机制，设置专业项目协调管理人员，对资源进行统筹优化，对项目质

量、进度等进行总体管控； 

d) 建立与项目相关方的有效沟通机制，对项目的需求、目标、计划、执行、变更信息、成果

交付、验收标准等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沟通； 

e) 建立项目全过程质量管控机制，明确阶段性目标，对项目进度和阶段性交付成果进行监控，

并得到相关方的验收确认； 

f) 建立完善风险管控机制，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评估、防范

和控制； 

g) 创新项目管理方法和工具，应用信息化平台，提高项目管理规范性、可控性和项目执行效

率。 

6.3 知识开发 

咨询服务机构需建立知识开发和方法创新机制，总结两化融合咨询服务实践经验，提炼融合

发展规律，形成支撑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方法论。知识开发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配备知识管理的专业人员，建立完善知识开发和共享制度和流程； 

b）创新知识贡献和分享激励机制； 

c）建设知识库、案例库、工具库、知识服务平台； 

d) 围绕第 5 章，推动跨领域知识融合和知识创新，形成可复用、可推广的方法。 

7  咨询服务过程 

7.1 项目启动 

7.1.1  启动准备 

项目启动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组建项目组，配备相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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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展前期调研，识别组织的基本现状、需求和目标，明确项目范围； 

c）与组织的主要领导沟通，了解组织决策层对项目的理解认知和重视程度； 

d）协助组织建立项目组织体系，明确参与方及其工作任务与职责。 

7.1.2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制定符合组织现状及特点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括：项目目标、范围、主要任务、人员安

排、工作计划、验收标准等。项目实施方案需会同相关方进行评审。必要时，可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动态调整。 

注：工作计划包括项目各阶段进度安排、交付成果等。 

7.1.3  制定培训方案 

制定覆盖项目启动、实施过程和运行过程的培训方案，明确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计划

等。培训内容至少包括： 

a) 两化融合的理论知识； 

b) 两化融合的政策法规； 

c)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 

d) 两化融合典型案例； 

e) 项目实施方法工具； 

f) 项目交付成果应用。 

7.1.4  召开项目启动会 

与相关方共同组织召开项目启动会，由组织最高管理者明确项目重要意义和目标任务，推动

形成领导重视、全员参与的工作氛围。 

7.2 现状调研及评估诊断 

7.2.1  制定调研方案 

与相关方共同制定调研方案，确定调研范围、调研对象、调研内容、调研方式、时间安排，

明确各方在调研中的角色、分工和沟通方式。调研对象需覆盖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相关部门负

责人、关键岗位、关键流程的骨干人员等。 

7.2.2  现状调研 

7.2.2.1 面向组织的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等各层级，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

谈等方法，全面了解组织的战略规划、业务流程、组织结构、技术应用、信息资源及数据开发利

用、人财物资源配置和管理、绩效考核等情况。 

7.2.2.2 按 ITU-T Y.4906 要求，系统评估组织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关键指标等情况。 

7.2.3  形成调研诊断报告 

根据调研结果、评估结论，形成组织的两化融合调研诊断报告，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明

确改进的方向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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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两化融合组织架构与两化融合方针的确立 

7.3.1  明确两化融合组织架构 

确立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明确新型能力识别及建设工作的组织构成，确定各职能层次

的责任和权限，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7.3.2  确定两化融合方针 

结合组织的使命、愿景和发展战略，深刻把握融合发展的特征、趋势和重要意义，与组织的

决策层共同制定两化融合方针。 

7.4 文件化体系的策划、建立、实施与改进 

7.4.1 文件化体系的策划  

依据 GB/T 23001-2017 的要求，根据组织的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与组织共同识别和

确定新型能力建设的需求，明确新型能力目标，结合组织基础、规模、活动及过程的复杂程度等

因素，充分考虑与组织现有管理体系的可融合性，提出体系文件的结构框架，明确文件清单，确

定体系文件的主要内容及其接口关系。 

7.4.2  文件的编写与发布 

指导组织按照确定的体系文件结构编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文件，确保体系文件与组织现有管

理体系有效融合。协助组织开展文件评审，确保体系文件内容适宜、契合企业实际、符合标准要

求，并经授权人批准后正式发布。 

7.4.3  文件化体系的试运行和实施 

7.4.3.1 文件化体系的试运行 

7.4.3.1.1 与组织共同制定体系文件试运行方案，协助组织召开体系试运行动员大会，协调组织

的领导进行试运行工作部署和动员，确保管理体系运行的平稳过渡。 

7.4.3.1.2 根据试运行情况协助组织修订完善体系文件。 

7.4.3.2 文件化体系的实施 

依据 GB/T 23002-2017，协助组织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文件的实施与运行，确保体系文件

有效执行、实施过程持续受控。 

7.4.4  内部审核 

根据文件化体系的运行情况，协助组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内部审核，评价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识别体系文件的改进机会。 

7.4.5  管理评审 

根据文件化体系运行和新型能力建设情况，协助组织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管理评审，评价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识别体系文件的改进机会和变更需求。 

7.4.6  第三方评定 

适宜时，依据 GB/T 23001-2017 和 GB/T 23003-2018，协助组织开展第三方评定准备工作，并

协助组织对评定不符合项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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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文件化体系的保持与改进 

必要时，协助组织跟踪文件化体系运行情况，保持其运行的有效性，识别改进的机会，持续

完善体系文件。 

7.5 新型能力的策划、建设和持续改进 

7.5.1  新型能力体系的策划 

7.5.1.1 基于对组织的调研与评估诊断结果，识别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协助组织分析其可持

续竞争优势的需求，结合组织发展战略和资源投入计划，开展数据驱动的新型能力体系规划，明

确拟打造的新型能力及其充分且必要的指标，并确定指标的预期量化目标，形成新型能力体系策

划报告。 

7.5.1.2 适宜时，根据组织的需求、决心和资源条件保障能力，可围绕新型能力体系建设运行和

持续改进，开展数字化转型策划。 

7.5.1.3 适宜时，根据组织的需求，充分考虑其发展基础、资源条件保障和系统性创新变革的可

行性，可开展以新型能力为主线、数据为驱动、战略闭环管控的一体化运行体系策划。 

7.5.2  系统性解决方案的策划 

协助组织对其内外部环境、业务需求、条件资源以及数据、技术、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现

状进行系统分析，根据新型能力指标及其预期量化目标，明确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优化、技术创

新应用、以及数据开发利用的具体方案，并明确其集成融合的变革路径方法、支持条件和资源配

置需求，形成可实现四要素协调互动、融会贯通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的策划报告。 

7.5.3  新型能力的建设 

基于策划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协助组织开展新型能力建设项目的选型、过程管控和成果验收。

适宜时，可根据组织的需求，参与或牵头整合相关资源，为组织提供新型能力建设服务。 

7.5.4  新型能力的运行与改进 

适宜时，协助组织跟踪新型能力的运行情况，保持新型能力运行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识别新型能力改进的机会，为组织保持竞争优势提供持续服务。 

8  咨询服务社会化监督 

8.1 在相关社会团体引导和支持下，咨询服务机构宜公开咨询服务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8.2 适宜时，咨询服务机构可自愿接受由相关社会团体组织的第三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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