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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T/AIITRE 10003—2021《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新型能力分级要求》修订差异对照表 

 

序

号 

T/AIITRE 10003—2020（修订前） T/AIITRE 10003—2021（修订后） 
备注 

条款号 内容 条款号 内容 

1 引言 

本标准对 GB/T 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中提出的新型能力建设要

求进行细化和补充… 

引言 

本文件对 GB/T 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体系 要求》中提出的新型能力建设要求进行细化和补

充… 

内容变更 

2 1 
本文件给出了新型能力分级的基本要求，以及不

同等级新型能力分级建设要求。 
1 

本文件给出了新型能力分级的总体要求，以及不同等级

新型能力分级建设要求。 
内容变更 

3 2 

T/AIITRE 10001—2020  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 

T/AIITRE 20001—2020  数字化转型 新型能力

体系建设指南 

2 
T/AIITRE 10001  数字化转型 参考架构 

T/AIITRE 20001 数字化转型 新型能力体系建设指南 
删除 

4 3 …T/AIITRE 10001—2020、… 3 …T/AIITRE 10001、… 删除 

5 4.1.2 

对应 T/AIITRE 10001—2020 提出的数字化转型

五个发展阶段，新型能力的等级由低到高可分为

CL1（初始级）、CL2（单元级）、CL3（流程级）、

CL4（网络级）和 CL5（生态级）等五个等级，

如图 1 所示。其中，参照 T/AIITRE 20001—2020，

CL2（单元级）能力一般呈现为能力节点，通常

归属于 T/AIITRE 10001—2020 中 5.3 给出的新

型能力主要视角中的一个视角；CL3（流程级）

能力一般呈现为能力流，通常归属于新型能力主

要视角中的一个视角，适宜时会跨多个视角；

CL4（网络级）能力一般呈现为能力网络，通常

跨新型能力主要视角中的多个视角，覆盖组织全

4.1.2 

对应 T/AIITRE 10001 提出的数字化转型五个发展阶段，

新型能力的等级由低到高可分为 CL1（规范级）、CL2（场

景级）、CL3（领域级）、CL4（平台级）和 CL5（生态级）

等五个等级，如图 1 所示。其中，参照 T/AIITRE 20001，

CL2（场景级）能力一般呈现为能力节点，通常归属于

T/AIITRE 10001 给出的新型能力主要视角中的一个视

角，覆盖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场景。CL3（领域级）

能力一般呈现为能力流，通常跨新型能力主要视角中的

多个视角，覆盖组织全局。CL4（平台级）能力一般呈现

为能力网络，通常跨新型能力主要视角中的多个视角，

覆盖组织全局以及相关合作伙伴。CL5（生态级）能力一

般呈现为能力生态，通常跨新型能力主要视角中的多个

删除， 

内容变更 



2 

局，适宜时可覆盖相关生态合作伙伴；CL5（生

态级）能力一般呈现为能力生态，通常跨新型能

力主要视角中的多个视角，覆盖范围从组织全局

扩展至生态圈。 

视角，覆盖组织全局以及生态圈。 

6 图 1 

CL1：初始级 

建设要求：尚未有效建成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新型

能力 

过程维：按 GB/T 23001-2017 初步建立过程管控

机制 

要素维：初步开展信息（数字）技术应用 

管理维：经验驱动型管理模式 

CL2：单元级 

建设要求：支持主营业务单一职能优化的单元级

能力 

过程维：规范有效的过程管理机制 

管理维：职能驱动型管理模式 

CL3：流程级 

建设要求：支持主营业务集成协同的流程级能力 

过程维：流程驱动的过程管控机制 

要素维：业务线数字化+传感网 

管理维：流程驱动型管理模式 

CL4：网络级 

建设要求：支持组织（企业）全局优化的网络能

力 

要素维：组织（企业）级数字化+产业互联网 

CL5：生态级 

图 1 

CL1：规范级 

建设要求：尚未有效建成支持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

数字化和柔性化运行的新型能力 

过程维：职能驱动的过程管控机制 

要素维：规范开展信息（数字）技术应用 

管理维：职能驱动型管理模式 

CL2：场景级 

建设要求：建成支持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活动数字

化、场景化和柔性运行的场景级能力 

过程维：技术使能的过程管控机制 

管理维：技术使能型管理模式 

CL3：领域级 

建设要求：建成支持主营业务领域关键业务集成融合、

动态协同和一体化运行的领域级能力 

过程维：知识驱动的过程管控机制 

要素维：组织（企业）级数字化+传感网 

管理维：知识驱动型管理模式 

CL4：平台级 

建设要求：建成支持组织（企业）以及组织（企业）之

间网络化协同和社会化协作的平台级能力 

要素维：平台级数字化+产业互联网 

CL5：生态级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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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求：支持价值开放共创的生态级能力 

管理维：智能驱动型的价值生态共生管理模式 

建设要求：建成支持价值开放共创的生态级能力 

管理维：智能驱动型的价值生态共创管理模式 

7 4.2.1 

CL1（初始级）能力建设要求 

CL1（初始级）能力应满足以下建设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a） 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建立了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 

b） 打造了新型能力，但尚未有效建成主营业务

范围内的新型能力。 

4.2.1 

CL1（规范级）能力建设要求 

CL1（规范级）能力应满足以下建设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按照GB/T 23001—2017的要求建立了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能够规范有效开展职能驱动型的能力打造过程管

理； 

b） 开展了规范级能力建设，支持和优化相关业务范围

内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但尚未有效建成支持主营业务

范围内关键业务数字化和柔性化运行的新型能力。 

注：职能驱动是指按照确定的组织分工和岗位职能职责

标准化开展各项活动。 

标题变更 

内容变更 

新增注释 

8 4.2.2 

CL2（单元级）能力建设要求 

在达到或高于 CL1（初始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

础上，CL2（单元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

建设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聚焦特定部门或业务环节，建成支持主营业

务单一职能优化的单元级能力； 

b） 能够规范有序开展职能驱动型的能力打造

过程管理； 

c） 主要达成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提高等

预期价值效益目标。 

4.2.2 

CL2（场景级）能力建设要求 

在达到或高于 CL1（规范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础上，

CL2（场景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建设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a） 面向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环节，建成支持关键

业务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关键业务活动数字化、场景化

和柔性化运行的场景级能力； 

b） 开展了技术使能型的能力打造过程管理； 

c） 主要达成关键业务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提高

等预期价值效益目标。 

注：技术使能是指通过基于各类技术融合应用形成的专

业技能赋能各项活动专业化和柔性化开展。 

标题变更 

内容变更 

新增注释 

9 4.2.3 
CL3（流程级）能力建设要求 

在达到或高于 CL2（单元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
4.2.3 

CL3（领域级）能力建设要求 

在达到或高于 CL2（场景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础上，

标题变更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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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CL3（流程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

建设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聚焦跨部门或跨业务环节，建成支持主营业

务集成协同的流程级能力； 

b） 能够规范有效开展流程驱动型的能力打造

过程管理，且支持过程管理动态优化； 

c） 实现现有业务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提

高等预期价值效益目标，并有效拓展延伸业务。 

CL3（领域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建设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a） 面向组织（企业）主营业务领域，建成支持主营业

务领域内资源全局优化配置，以及主营业务集成融合、

动态协同和一体化运行的领域级能力； 

b） 开展了知识驱动型的能力打造过程管理，且支持过

程管理动态优化； 

c） 实现组织整体业务成本降低、效率提升、质量提高

等预期价值效益目标，并有效拓展延伸业务。 

注：知识驱动是指通过构建主营业务领域专业知识模型

及其数字化、网络化应用赋能各项活动智能化开展。 

新增注释 

10 4.2.4 

CL4（网络级）能力建设要求 

在达到或高于 CL3（流程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

础上，CL4（网络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

建设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聚焦全员、全要素和全过程，建成支持组织

（企业）全局优化的网络级能力； 

… 

c） 实现与产品/服务创新相关的新技术/新产

品、服务延伸与增值、主营业务增长等价值效益

目标，并有效开展业态转变，培育发展数字业务。 

4.2.4 

CL4（平台级）能力建设要求 

在达到或高于 CL3（领域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础上，

CL4（平台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建设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a） 面向组织全员、全要素和全过程，建成支持组织（企

业）以及组织（企业）之间资源动态配置，以及主营业

务网络化协同和社会化协作的平台级能力； 

… 

c） 实现供应链/产业链整体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产品/

服务创新、用户连接与赋能等价值效益目标，有条件的

组织（企业）培育发展平台级数字业务，开辟业务平台

化价值创造新空间。 

标题变更，内容变更 

11 4.2.5 

在达到或高于 CL4（网络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

础上，CL5（生态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

建设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4.2.5 

在达到或高于 CL4（平台级）能力建设要求的基础上，

CL5（生态级）的新型能力还应满足以下建设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内容变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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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聚焦跨组织（企业）、生态合作伙伴、用户

等，建成支持价值共创的生态级能力； 

… 

c） 全面实现与业态转变相关的用户/生态合作

伙伴连接与赋能、数字新业务、绿色可持续发展

等价值效益目标。 

a） 面向跨组织（企业）、生态合作伙伴、用户等的生态

圈，建成支持智能驱动的生态资源按需精准配置，以及

生态合作伙伴间业务智能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实

现价值开放共创的生态级能力； 

… 

c） 全面实现生态圈用户/生态合作伙伴连接与赋能、数

字业务培育、绿色可持续发展等价值效益目标。 

注：智能驱动是指构建基于自学习、自优化认知模型的

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体系，以人

工智能赋能各项活动按需自主开展。 

12 — —— 5 

5  CL1（规范级）能力建设要求 

5.1 过程维建设要求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规范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规范有效开展策划、实施与运行、

评测、改进等活动，并形成职能驱动型的过程管控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 

a） 规范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优势分析，识别确定拟打

造的规范级能力（体系），并完成职能驱动型过程管控机

制、系统性解决方案、管理体系等的策划； 

b） 按照规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建立并执

行职能驱动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建立并执行职能驱动

型的实施与运行过程管理要求，明确相关方的沟通、协

调机制和手段等，实现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

和管理体系之间的协调互动； 

c） 采取诊断对标、监视与测量、内部审核、管理评审、

考核等方式，对新型能力建设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分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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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评测； 

d） 建立职能驱动型的持续改进机制，按照形成的规定

处理实际或潜在的不符合，并采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

持续开展改进活动。 

5.2 要素维建设要求 

组织应围绕规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形成覆盖数

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规

范开展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应用、流程优化和职能职责

调整等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开展规范级能力所对应职能范围内数据的采集和分

析利用； 

b） 规范开展信息（数字）技术应用，对设备设施进行

必要的自动化、数字化改造升级，部署必要的信息技术

（IT）软硬件； 

c） 对规范级能力所涉及的业务流程、职能职责进行必

要的梳理、规范、调整和优化。 

5.3 管理维建设要求 

组织应围绕规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建立职能驱

动型管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明确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协同优化的

程序和方法； 

b）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等组织决策层能够准确理

解职能驱动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相关人员职能化的职

责和权限得到合理划分和规定； 

c） 采用与规范级能力匹配的组织结构设置机制，建立

职能型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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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采用职能驱动的管理方式，主要根据规范性岗位职

能分工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13 5 CL2（单元级）能力建设要求 6 CL2（场景级）能力建设要求 标题变更 

14 5.1.1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新

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规范有序开展策划，

支持、实施与运行，评测、改进等活动，并形成

职能驱动型的过程管控机制。 

6.1.1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场景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规范有序开展策划、支持、实施与

运行、评测、改进等活动，并形成技术使能型的过程管

控机制。 

内容变更 

15 5.1.2 

组织应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识别

确定单元级能力（体系），完成过程管控机制、

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的策划，包括但不

限于： 

a） 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相关内容纳入发

展战略或专项规划，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对标等

工作，规范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明确

与其战略匹配的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业务数字

化和价值模式需求等内容； 

b） 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职能驱动型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明确能力打造的过程及其相互

作用关系； 

c） 识别并确定拟打造的单元级能力（体系）及

相应的能力单元/能力模块； 

d） 识别并确认单元级能力打造的价值效益目

标，以实现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提高等目

标为重点； 

e） 依据单元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职能驱动型

过程管控机制的策划； 

6.1.2 

组织应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识别确定场

景级能力（体系），完成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

治理体系等的策划，包括但不限于： 

a） 将关键业务活动数字场景建设纳入组织发展战略或

专项规划，开展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级与诊断等工作，

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明确与其战略匹配

的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以及业务数字化、场景化、柔

性化和价值模式需求等内容； 

b） 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技术使能型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明确能力打造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c） 识别并确定拟打造的场景级能力（体系）及相应的

能力单元/能力模块； 

d） 识别并确认场景级能力打造的价值效益目标，以实

现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

提高等目标为重点； 

e） 依据场景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技术使能型过程管

控机制的策划； 

f） 依据场景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系统性解决方案的

策划，明确数据、技术、流程、组织等四要素及其互动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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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依据单元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系统性解决

方案的策划，明确数据、技术、流程、组织等四

要素及其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路

径； 

g） 依据单元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治理体系的

策划，明确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

组织文化等方面及其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

求和实现路径。 

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路径； 

g） 依据场景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治理体系的策划，

明确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组织文化等方

面及其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路径。 

16 5.1.3 

组织应按照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开展支持条件的建设与投入、实施与运行的过程

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并执行职能驱动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

开展资金投入、人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资源

和信息安全等的投入保障和管理，实现职能驱动

的支持条件与资源的统筹配置、评估、维护和优

化； 

b） 建立并执行职能驱动型的实施与运行过程

管理要求，明确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和手段

等，实现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治理

体系之间的协调互动。 

6.1.3 

组织应按照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开展支

持条件的建设与投入、实施与运行的过程管理，包括但

不限于： 

a） 建立并执行技术使能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开展资

金投入、人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安全等

的投入保障和管理，实现技术使能的支持条件与资源的

统筹配置、评估、维护和优化； 

b） 建立并执行技术使能型的实施与运行过程管理要

求，明确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和手段等，实现过程

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治理体系之间的协调互动。 

内容变更 

17 5.1.4 

组织应按照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采取诊断对标、监视与测量、内部审核、管理评

审、考核等方式，对新型能力建设过程和结果进

行跟踪、分析和评测，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职能驱动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评

价诊断机制，对评测过程进行制度性安排，实现

6.1.4 

组织应按照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采取诊

断对标、监视与测量、内部审核、管理评审、考核等方

式，对新型能力建设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分析和评测，

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技术使能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评价诊断

机制，对评测过程进行制度性安排，实现部分关键绩效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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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关键绩效指标量化跟踪、分析、诊断和管理，

识别持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b） 对通过单元级能力打造实现业务数字化、获

取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达成预期价值效益目标

的情况进行跟踪、分析、诊断对标、评价和考核

等，识别持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指标量化跟踪、分析、诊断和管理，识别持续改进的需

求和机会； 

b） 对通过场景级能力打造实现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

务数字化、场景化和柔性化运行、获取可持续竞争合作

优势，达成预期价值效益目标的情况进行跟踪、分析、

诊断对标、评价和考核等，识别持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18 5.1.5 

组织应开展的改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职能驱动型的持续改进机制，按照形成的规

定处理实际或潜在的不符合，并采取纠正措施或

预防措施，持续开展改进活动。 

6.1.5 

组织应开展的改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技术使能型的持续改进机制，按照形成的规定处理

实际或潜在的不符合，并采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持

续开展改进活动。 

编号变更 

内容变更 

19 5.2.1 

组织应围绕单元级能力，基于工具级数字化形成

覆盖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系统性

解决方案，有效实现单一职能范围内的数据开发

利用、技术应用、流程优化和职能职责调整等，

支持特定业务领域或环节数字化。 

6.2.1 

组织应围绕场景级能力，基于工具级数字化形成覆盖数

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有

效实现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应

用、流程优化和职能职责调整等，支持关键业务数字化、

场景化和柔性化运行。 

内容变更 

20 5.2.2 

组织应制定单元级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有效开展

数据采集、数据集成与共享、数据应用等，包括

但不限于： 

a） 实现单元级能力所对应职能范围内核心数

据的自动采集； 

b） 完成特定部门、特定业务领域或环节数据的

标准化，实现单元级数据集成与共享； 

c） 构建单元级数据模型，支持优化主营业务单

一职能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6.2.2 

组织应制定场景级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有效开展数据采

集、数据集成与共享、数据应用等，包括但不限于： 

a） 实现场景级能力所对应职能范围内核心数据的自动

采集； 

b） 完成主营业务范围内关键业务场景数据的标准化，

实现场景级数据集成与共享； 

c） 构建场景级数据模型，支持关键业务范围内的生产

经营活动数字化、场景化和柔性化运行。 

内容变更 

21 5.2.3 
组织应围绕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制定

技术实现方案，有效推动设备设施、信息技术
6.2.3 

组织应围绕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制定技术实

现方案，有效推动设备设施、信息技术（IT）软硬件、
内容变更 



10 

（IT）软硬件、网络和平台等的建设与应用，包

括但不限于： 

a） 根据单元级能力建设需求，对设备设施进行

必要的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升级； 

b） 实现 IT 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集中

管理，根据单元级能力建设需求，在研发、生产、

服务等特定环节应用必要的 IT 软硬件及信息系

统； 

c） 根据单元级能力建设需求，在生产经营和服

务场所部署适宜的 IT 网络，在必要的场所部署

适宜的运营技术（OT）网络。 

网络和平台等的建设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场景级能力建设需求，对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的

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升级； 

b） 实现 IT 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集中管理，根

据场景级能力建设需求，在研发、生产、服务等关键业

务环节应用必要的 IT 软硬件及信息系统； 

c） 根据场景级能力建设需求，在生产经营和服务场所

部署适宜的 IT 网络，在必要的场所部署适宜的运营技术

（OT）网络。 

22 5.2.4 

组织应制定单元级业务流程优化方案，对单元级

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梳

理、规范、调整和优化，包括但不限于： 

a） 围绕单元级能力建设，完成特定部门或业务

环节（单元级）内的业务流程优化设计，对涉及

的部门或业务环节内业务流程相关内容进行界

定； 

b） 应用信息技术，支持部门内或以部门为节点

的业务流程运行管控，实现业务流程规范化管

理。 

6.2.4 

组织应制定业务流程优化方案，对场景级能力建设、运

行和优化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梳理、规范、调整和优化，

包括但不限于： 

a） 围绕场景级能力建设，完成关键业务场景的业务流

程优化设计，对涉及的相关部门或业务流程相关内容进

行界定； 

b） 应用信息（数字）技术，支持场景级业务流程运行

管控，实现业务流程场景化管理。 

内容变更 

23 5.2.5 

组织应制定相关方案，对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

和优化涉及的职能职责调整、人员优化配置等做

出适宜安排，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单元级能力所对应的业务流程优化设

计要求，完成业务部门或特定管理层级的部门与

6.2.5 

组织应制定相关方案，对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

涉及的职能职责调整、人员优化配置等做出适宜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场景级能力所对应的业务流程优化设计要求，

完成关键业务场景相关部门与岗位等职能职责的调整；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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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等职能职责的调整； 

b） 根据单元级能力对应的职能职责调整和岗

位胜任要求，配置具有胜任力的人员。 

b） 根据场景级能力对应的职能职责调整和岗位胜任要

求，配置具有胜任力的人员。 

24 5.3.1 

组织应建立覆盖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

式、组织文化等的治理体系，形成职能驱动型管

理模式，有效支撑单元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

化。 

6.3.1 

组织应建立覆盖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组

织文化等的治理体系，形成技术使能型管理模式，有效

支撑场景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化。 

内容变更 

25 5.3.2 

组织应建立相关规定，围绕单元级能力建设、运

行和优化，从数字化治理制度、数字化领导力、

数字化人才、数字化资金、安全可控等方面，建

立适宜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职能驱动型的数字化治理相关制度，明

确单一职能范围内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

要素协同优化的程序和方法； 

b）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等组织决策层领导

能够准确理解职能驱动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

及以单元级能力建设为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机理

和方法； 

… 

d） 配备与单元级能力相匹配的数字化人才； 

… 

g） 适宜时，应用安全可控的技术或系统。 

6.3.2 

组织应建立相关规定，围绕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

化，从数字化治理制度、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化人才、

数字化资金、安全可控等方面，建立适宜的数字化治理

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技术使能型的数字化治理相关制度，明确特定

业务场景范围内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协同

优化的程序和方法； 

b）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等组织决策层领导能够准

确理解技术使能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及以场景级能

力建设为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机理和方法； 

… 

d） 配备与场景级能力相匹配的数字化人才； 

… 

g） 适宜时，应用场景级的安全可控的技术或系统。 

内容变更 

26 5.3.3 

组织应从组织结构设置机制、职能职责调整机制

等方面，建立与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

匹配的组织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与单元级能力匹配的组织结构设置机

6.3.3 

组织应从组织结构设置机制、职能职责调整机制等方面，

建立与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与场景级能力匹配的组织结构设置机制，建立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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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立职能型组织结构； 

b） 根据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要求，

建立职能驱动型职能职责调整机制。 

技术使能型组织结构； 

b） 根据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要求，建立技

术使能型职能职责调整机制。 

27 5.3.4 

组织应从管理方式创新、员工工作模式变革等方

面，建立与单元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

的管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职能驱动的科层制管理方式，开展数字

化辅助管理决策； 

… 

6.3.4 

组织应从管理方式创新、员工工作模式变革等方面，建

立与场景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管理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技术使能型管理方式，开展数字化、场景化管

理决策； 

… 

内容变更 

28 5.3.5 

组织应从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建立与单元

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文化，… 

 

6.3.5 

组织应从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建立与场景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文化，… 

注：“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

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

“经济人”假设管理模式的核心是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源于

经济和权力所维持的员工效力和服从。 

内容变更， 

新增 

29 6 CL3（流程级）能力建设要求 7 CL3（领域级）能力建设要求 标题变更 

30 6.1.1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新

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规范有序开展策划，

支持、实施与运行，评测和改进等活动，并形成

流程驱动的过程管控机制，实现对能力建设和运

行关键过程的量化跟踪和分析优化。 

7.1.1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领域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有效开展策划、支持、实施与运行、

评测、改进等活动，并形成知识驱动型的过程管控机制，

实现对能力建设和运行关键过程的量化跟踪和动态优

化。 

内容变更 

31 6.1.2 

组织应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识别

确定流程级能力（体系），完成过程管控机制、

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的策划，包括但不

限于： 

a） 制定以实现主营业务综合集成为主要内容

7.1.2 

组织应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识别确定领

域级能力（体系），完成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

治理体系等的策划，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以建设数字组织（企业）、实现主营业务集成融

合、动态协同和一体化运行为核心内容的数字化转型规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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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化融合专项规划，建立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

识别、获取、改进的制度安排，开展数字化转型

诊断对标等工作，明确与其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

竞争合作优势、业务集成融合和价值模式需求等

内容； 

b） 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流程驱动型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明确新型能力打造的过程及其

相互作用关系，基于关键过程的量化跟踪，实现

新型能力打造的闭环管理； 

c） 系统识别并确定拟打造的流程级能力（体

系），形成新型能力打造路线图，明确新型能力

类型、等级需求、优先级等，将流程级能力（体

系）打造作为发展战略或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 

d） 识别并确认流程级能力建设的价值效益目

标，主要通过生产运营优化，实现效率提升、成

本降低、质量提高等目标。适宜时，探索延伸业

务，通过产品/服务创新，追求主营业务增长； 

e） 依据流程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流程驱动型

的过程管控机制的策划； 

f） 依据流程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系统性解决

方案的策划，明确数据、技术、流程、组织等四

要素及其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路

径，形成涵盖解决方案策划、实施和改进等的路

线图； 

g） 依据流程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治理体系的

策划，形成管理模式变革的愿景、需求和实施路

划，建立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识别、获取、改进的制度

安排，开展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级与诊断等工作，明确

与其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以及业务集成

融合、动态协同、一体化运行和价值模式需求等内容； 

b） 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知识驱动型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明确新型能力打造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基于关键过程的量化跟踪，实现新型能力打造的闭环管

理； 

c） 系统识别并确定拟打造的领域级能力（体系），形成

新型能力打造路线图，明确新型能力类型、等级需求、

优先级等，将领域级能力（体系）打造作为发展战略或

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 

d） 识别并确认领域级能力建设的价值效益目标，以实

现组织（企业）业务整体成本降低、效率提升、质量提

高等目标为重点。适宜时，探索延伸业务，通过产品/服

务创新，追求主营业务增长； 

e） 依据领域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知识驱动型的过程

管控机制的策划； 

f） 依据领域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系统性解决方案的

策划，明确数据、技术、流程、组织等四要素及其互动

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路径，形成涵盖解决方案

策划、实施和改进等的路线图； 

g） 依据领域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治理体系的策划，

形成管理模式变革的愿景、需求和实施路径，明确数字

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组织文化等方面及其互

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和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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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明确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组

织文化等方面及其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的需求

和实现路径。 

32 6.1.3 

组织应按照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规范开展支持条件的建设与投入、实施与运行的

过程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并执行流程驱动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

有效开展资金投入、人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

资源和信息安全等的投入保障和管理优化，实现

流程驱动的支持条件和资源的统筹配置、评估、

维护和优化，将相关内容纳入发展战略或专项规

划，并将相关要求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b） 建立并执行流程驱动型的实施与运行过程

管理要求，明确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和手段，

实现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治理体系

之间的协调优化和互动创新。 

7.1.3 

组织应按照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有效开

展支持条件的建设与投入、实施与运行的过程管理，包

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并执行知识驱动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有效开

展资金投入、人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安

全等的投入保障和管理优化，实现知识驱动的支持条件

和资源的统筹配置、评估、维护和优化，将相关内容纳

入发展战略或专项规划，并将相关要求纳入绩效考核体

系； 

b） 建立并执行知识驱动型的实施与运行过程管理要

求，明确相关方的沟通、协调机制和手段，实现过程管

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和治理体系之间的协调优化和

互动创新。 

内容变更 

33 6.1.4 

组织应按照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采取诊断对标、监视与测量、内部审核、管理评

审、考核等方式，对新型能力建设关键过程和结

果进行量化跟踪、分析和评测，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流程驱动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评

价诊断机制，对评测过程进行制度性安排，实现

主要业务流程相关绩效指标的量化跟踪、分析、

诊断和管理，识别持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b） 对通过流程级能力打造实现业务集成融合、

获取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达成预期价值效益目

7.1.4 

组织应按照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采取诊

断对标、监视与测量、内部审核、管理评审、考核等方

式，对新型能力建设关键过程和结果进行量化跟踪、分

析和评测，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知识驱动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评价诊断

机制，对评测过程进行制度性安排，实现主要业务流程

相关绩效指标的量化跟踪、分析、诊断和管理，识别持

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b） 对通过领域级能力打造实现业务集成融合、获取可

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达成预期价值效益目标的情况进行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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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情况进行量化跟踪、分析、诊断对标、评价

和考核等，识别持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量化跟踪、分析、诊断对标、评价和考核等，识别持续

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34 6.1.5 
组织应开展的改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流程

驱动型的持续改进机制… 
7.1.5 

组织应开展的改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知识驱动型

的持续改进机制… 
内容变更 

35 6.2.1 

组织应围绕流程级能力，基于业务线数字化和传

感网，形成覆盖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

素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有效实现跨部门、跨业务

环节的数据集成与共享利用、技术集成融合应

用、流程贯通与优化和职能职责协同调整等，支

持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业务集成融合。 

7.2.1 

组织应围绕领域级能力，基于组织（企业）级数字化和

传感网，形成覆盖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

系统性解决方案，有效实现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数据

集成与共享利用、技术集成融合应用、流程贯通与优化

重构和职能职责协同调整等，支持跨部门、跨业务环节

的业务集成融合、动态协同和一体化运行。 

内容变更 

36 6.2.2 

组织应制定流程级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有效开展

数据采集、数据集成与共享、数据应用等，包括

但不限于： 

a） 在相关业务流程范围内，自动采集组织运行

各环节的主要数据； 

b） 开展流程级数据规范化管理，完成业务线内

产品、物料、人员等主数据的标准化，并开展主

要业务系统的数据整合，实现流程级数据集成与

共享； 

c） 构建主要产品、设备、工艺、业务等的流程

级数据模型，支持优化流程级的生产经营活动。 

7.2.2 

组织应制定领域级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有效开展数据采

集、数据集成与共享、数据应用等，包括但不限于： 

a） 在主营业务领域范围内，自动采集组织运行各环节

的主要数据； 

b） 开展领域级数据规范化管理，完成主营业务领域范

围内产品、物料、人员等主数据的标准化，并开展主要

业务系统的数据整合，实现领域级数据集成与共享； 

c） 构建主要产品、设备、工艺、业务等的领域级数据

模型，支持主营业务领域内生产经营活动的集成融合、

动态协同和一体化运行。 

内容变更 

37 6.2.3 

组织应围绕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制定

技术实现方案，有效推动设备设施、IT 软硬件、

网络和平台等的建设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流程级能力建设需求，完成设备设施数

字化、网络化改造升级，实现关键设备设施之间

7.2.3 

组织应围绕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制定技术实

现方案，有效推动设备设施、IT 软硬件、网络和平台等

的建设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领域级能力建设需求，完成设备设施数字化、

网络化改造升级，实现关键设备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

内容变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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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互通和集成优化，实现关键设备设施与经

营管理层 IT 系统之间的集成优化； 

b） 根据流程级能力建设需求，对 IT 软硬件基

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集中管理、综合集成和优

化利用，在研发、生产、服务等相关环节应用适

宜的 IT 软硬件及信息系统，实现业务系统之间

的集成运作； 

c） 根据流程级能力建设需求，在生产经营和服

务场所部署适宜的 IT 网络、OT 网络，相关环节

的 IT 网络和 OT 网络实现互联互通。 

集成优化，实现关键设备设施与经营管理层 IT 系统之间

的集成优化； 

b） 根据领域级能力建设需求，对 IT 软硬件基础设施进

行统一规划、集中管理、综合集成和优化利用，在研发、

生产、服务等相关环节应用适宜的 IT 软硬件及信息系统，

实现业务系统之间的集成运作； 

c） 根据领域级能力建设需求，在生产经营和服务场所

部署适宜的 IT 网络、OT 网络，相关环节的 IT 网络和

OT 网络实现互联互通； 

d） 初步开展上平台用平台工作，采用自建或第三方平

台推进业务上云。 

38 6.2.4 

组织应制定流程级业务流程优化方案，对流程级

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梳

理、规范、调整和优化，包括但不限于： 

a） 完成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明确业务流程的管理组织、负责人以及评价考核

等要求，跨部门流程节点应细化到岗位/角色； 

b） 深入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

业务流程状态量化跟踪和过程管控。 

7.2.4 

组织应制定领域级业务流程优化方案，对领域级能力建

设、运行和优化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梳理、规范、调整、

优化和重构，包括但不限于： 

a） 围绕领域级能力打造，完成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

流程优化设计与重构，明确业务流程的管理组织、负责

人以及评价考核等要求，跨部门流程节点应细化到岗位/

角色； 

b） 深入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

业务流程状态动态跟踪和在线管控。 

内容变更 

39 6.2.5 

组织应制定相关方案，对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

和优化涉及的职能职责调整、人员优化配置等做

出适宜安排，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流程职责…  

b） 根据流程级能力对应的职能职责调整和岗

位胜任要求… 

7.2.5 

组织应制定相关方案，对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

涉及的职能职责调整、人员优化配置等做出适宜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 

a） 围绕领域级能力打造，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

流程职责… 

b） 根据领域级能力对应的职能职责调整和岗位胜任要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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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40 6.3.1 

组织应建立覆盖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

式、组织文化等的治理体系，形成流程驱动型管

理模式，有效支撑流程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

化。 

7.3.1 

组织应建立覆盖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组

织文化等的治理体系，形成知识驱动型管理模式，有效

支撑领域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化。 

内容变更 

41 6.3.2 

组织应建立相关规定，围绕流程级能力建设、运

行和优化，从数字化治理制度、数字化领导力、

数字化人才、数字化资金、安全可控等方面，建

立适宜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流程驱动型的数字化治理相关制度，明

确主要业务流程相关的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

等四要素协同管理和动态优化的程序和方法； 

b）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等组织决策层领导

能够深刻理解流程驱动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

及以流程级能力建设为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机理

和方法； 

… 

e） 按照流程级能力建设需求，设置数字化相关

专项预算，资金投入适宜、及时、持续有效； 

f） 按照流程级能力建设需求，建立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采用适宜的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和机制

流程，对信息安全进行全过程管理和防范； 

… 

7.3.2 

组织应建立相关规定，围绕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

化，从数字化治理制度、数字化领导力、数字化人才、

数字化资金、安全可控等方面，建立适宜的数字化治理

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知识驱动的数字化治理相制度，明确主要业务

流程相关的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协同管理

和动态优化的程序和方法； 

b）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等组织决策层领导能够深

刻理解知识驱动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及以领域级能

力建设为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机理和方法； 

… 

e） 按照领域级能力建设需求，设置数字化相关专项预

算，资金投入适宜、及时、持续有效； 

f） 按照领域级能力建设需求，建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采用适宜的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和机制流程，对信息安

全进行全过程管理和防范； 

… 

内容变更 

42 6.3.3 

组织应从组织结构设置机制、职能职责调整机制

等方面，建立与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

匹配的组织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7.3.3 

组织应从组织结构设置机制、职能职责调整机制等方面，

建立与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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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流程驱动型的矩阵式组织结构，设置以

专责部门为核心的跨部门组织体系，能够统筹协

调相关业务部门，协同推进业务集成融合； 

b）根据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要求，

建立流程驱动型的职能职责调整机制，形成以流

程职责为牵引的职能职责协调运转和优化调整

机制。 

a） 建立知识驱动型的组织结构，设置以专责部门为核

心的跨部门组织体系，能够统筹协调相关业务部门，协

同推进业务集成融合、动态协同和一体化运行； 

b） 根据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要求，建立知

识驱动型的职能职责调整机制，形成以流程职责为牵引

的职能职责协调运转和优化调整机制。 

43 6.3.4 

组织应从管理方式创新、员工工作模式变革等方

面，建立与流程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

的管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采用流程驱动型的矩阵式管理方式，能够实

现流程驱动的跨部门、跨层级的计划、组织、指

挥、协调和控制等管理活动… 

7.3.4 

组织应从管理方式创新、员工工作模式变革等方面，建

立与领域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管理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 

a）采用知识驱动型的管理方式，能够实现知识驱动的跨

部门、跨层级的协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

管理活动… 

内容变更 

44 6.3.5 

组织应从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建立与流程

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文化，包

括但不限于： 

a）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变革趋势，

形成主动求变、务求实效的价值观，主要采用基

于“社会人”假设的组织文化； 

b）利用业务流程系统提升员工工作能效及协作

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7.3.5 

组织应从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建立与领域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文化，包括但不限于： 

a）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变革趋势，形成主动求变、

务求实效的价值观，主要采用基于“社会人”假设的组织

文化； 

b）利用业务流程系统提升员工工作能效及协作水平，并

在一定程度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 

注：“社会人”假设指将员工视为社会群体的个体，影响

人劳动积极性的因素，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社会的

心理因素。社会人假设管理模式的核心是认为每一个人

都有自身特点，个体的观点和个性都会影响其对上级命

令的反应及其工作表现。 

内容变更 

新增 

45 7 CL4（网络级）能力建设要求 8 CL4（平台级）能力建设要求 标题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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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7.1.2 

组织应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识别

确定网络级能力（体系），完成过程管控机制、

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等的策划，包括但不

限于： 

a） 制定以数字组织（企业）建设为核心内容的

组织发展战略或专项战略规划，建立数据驱动的

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识别、获取、改进的制度安

排，动态开展组织内外部环境分析、数字化转型

诊断对标，明确与其战略匹配的可持续竞争合作

优势、业务模式创新和价值模式需求等内容；… 

c） 系统识别并确定拟打造的网络级能力（体

系），形成新型能力打造路线图，明确新型能力

类型、等级需求、优先级等，将网络级能力（体

系）打造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d） 识别并确认网络级能力建设的价值效益目

标，主要通过产品/服务创新，实现新技术/新产

品培育、服务延伸与增值、主营业务增长等目标，

适宜时，培育发展数字业务； 

e） 依据网络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数据驱动型

的过程管控机制的策划； 

f） 依据网络级能力打造需求… 

g） 依据网络级能力打造需求… 

8.1.2 

组织应有效开展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分析，识别确定平

台级能力（体系），完成过程管控机制、系统性解决方案、

治理体系等的策划，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以建设平台组织（企业）、实现组织（企业）以

及组织（企业）之间资源动态配置、业务网络化协同和

社会化协作为核心内容的组织发展战略或专项战略规

划，建立数据驱动的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识别、获取、

改进的制度安排，动态开展组织内外部环境分析、数字

化转型成熟度评级与诊断，明确与其战略匹配的可持续

竞争合作优势、业务模式创新和价值模式需求等内容；… 

c） 系统识别并确定拟打造的平台级能力（体系），形成

新型能力打造路线图，明确新型能力类型、等级需求、

优先级等，将平台级能力（体系）打造作为发展战略的

核心内容； 

d） 识别并确认平台级能力建设的价值效益目标，主要

以供应链/产业链整体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产品/服务创

新、用户连接与赋能等目标为重点。适宜时，培育发展

数字业务； 

e） 依据平台级能力打造需求，完成数据驱动型的过程

管控机制的策划； 

f） 依据平台级能力打造需求… 

g） 依据平台级能力打造需求… 

内容变更 

47 7.1.3 

组织应按照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动态开展支持条件的建设与投入、实施与运行的

过程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并执行数据驱动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

8.1.3 

组织应按照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动态开

展支持条件的建设与投入、实施与运行的过程管理，包

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并执行数据驱动型支持条件建设制度，动态开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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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开展覆盖组织（企业）全局的资金投入、人

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安全等的投

入保障和动态管理，… 

展覆盖组织（企业）全局以及跨组织（企业）的资金投

入、人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安全等的投

入保障和动态管理，… 

48 7.1.4 

组织应按照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a） 建立数据驱动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评

价诊断机制，对评测过程进行制度性安排，实现

组织内全过程绩效指标的动态跟踪、分析、诊断

和管理… 

b） 对通过网络级能力打造实现业务模式创新、

获取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 

8.1.4 

组织应按照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需求… 

a） 建立数据驱动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评价诊断

机制，对评测过程进行制度性安排，实现组织（企业）

内以及组织（企业）之间全过程绩效指标的动态跟踪、

分析、诊断和管理…   

b） 对通过平台级能力打造实现业务模式创新、获取可

持续竞争合作优势… 

内容变更 

49 7.1.5 
…建立覆盖组织（企业）全局的数据驱动型的持

续改进机制… 
8.1.5 

…建立覆盖组织（企业）全局以及跨组织（企业）的数

据驱动型持续改进机制… 
内容变更 

50 7.2.1 

组织应围绕网络级能力，基于组织（企业）级数

字化和产业互联网，形成覆盖数据、技术、流程

和组织等四要素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有效实现覆

盖全组织（企业）的数据在线交换和动态集成共

享、技术综合集成和融合创新、业务端到端流程

动态优化、职能职责动态调整等，支持组织（企

业）级业务模式创新。 

8.2.1 

组织应围绕平台级能力，基于平台级数字化和产业互联

网，形成覆盖数据、技术、流程和组织等四要素的系统

性解决方案，有效实现覆盖组织（企业）全局以及组织

（企业）之间主要业务流程的数据在线交换和动态集成

共享、技术综合集成和融合创新、业务端到端流程动态

优化、职能职责动态调整等，支持核心能力模块化封装、

共享应用和平台级业务模式创新。 

内容变更 

51 7.2.2 

组织应制定网络级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有效开展

数据采集、数据集成与共享、数据应用等，包括

但不限于： 

a） 在线自动获取全业务领域、全生命周期数

据； 

b） 构建覆盖组织（企业）全局的数据标准规范，

实现全组织（企业）数据的集成和在线交换共享； 

8.2.2 

组织应制定平台级数据开发利用方案，有效开展数据采

集、数据集成与共享、数据应用等，包括但不限于： 

a） 在线自动获取全业务领域、全生命周期、全价值链

等数据； 

b） 构建覆盖组织（企业）全局的数据标准，实现全组

织（企业）数据的集成和在线交换共享。适宜时，构建

支持跨组织（企业）数据集成和在线交换共享的数据标

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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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实现组织（企业）级数字孪生系统建模，支

持优化组织（企业）级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 

准； 

c） 实现平台级数字孪生系统建模，支持组织（企业）

以及组织（企业）之间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 

52 7.2.3 

组织应围绕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制定

技术实现方案，有效推动设备设施、IT 软硬件、

网络和平台等的建设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利用组织（企业）级设备设施集控平台，实

现主要设备设施的全面互联互通互操作、自适应

管理和智能辅助决策，实现设备设施集控平台与

其他应用系统平台的集成互联、互操作； 

b） 建立完整的数字组织（企业）系统架构…   

8.2.3 

组织应围绕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制定技术实

现方案，有效推动设备设施、IT 软硬件、网络和平台等

的建设与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a） 利用设备设施集控系统平台等，实现主要设备设施

的全面互联互通互操作、自适应管理和智能辅助决策，

实现设备设施集控系统平台与其他应用系统平台的集成

互联、互操作； 

b） 建立支持平台组织（企业）建设的系统集成架构…   

内容变更 

53 7.2.4 

组织应制定网络级业务流程优化方案，对网络级

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梳

理、规范、调整和优化，包括但不限于… 

8.2.4 

组织应制定平台级业务流程优化方案，对平台能力建设、

运行和优化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梳理、规范、调整和优

化，包括但不限于： 

… 

c） 适宜时，基于数据模型对覆盖组织（企业）之间协

同业务的端到端业务流程体系进行动态优化设计与实时

管控。 

内容变更， 

新增 

54 7.2.5 

组织应制定相关方案，对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

和优化涉及的职能职责调整、人员优化配置等做

出适宜安排，包括但不限于： 

a） 基于数据分析和挖掘，支持实现网络级能力

所对应业务流程职责的动态调整… 

b） 根据网络级能力对应的职能职责调整和岗

位胜任要求…   

8.2.5 

组织应制定相关方案，对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

涉及的职能职责调整、人员优化配置等做出适宜安排，

包括但不限于： 

a） 基于数据分析和挖掘，支持实现平台级能力所对应

业务流程职责的动态调整… 

b） 根据平台级能力对应的职能职责调整和岗位胜任要

求…   

内容变更 

55 7.3.1 …有效支撑网络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化。 8.3.1 …有效支撑平台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化。 内容变更 



22 

56 7.3.2 

组织应建立相关规定，围绕网络级能力建设、运

行和优化… 

c）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及各级领导能够深

刻理解数据驱动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及以网

络级能力建设为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机理和方法； 

… 

e） 围绕网络级能力打造，设立数字组织（企业）

专项预算，资金投入适宜、及时、持续有效； 

… 

8.3.2 

组织应建立相关规定，围绕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

化… 

c）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及各级领导，深刻理解数

据驱动型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以及以平台级能力建设为

主线的数字化转型机理和方法； 

… 

e） 围绕平台级能力打造，设立支持平台组织（企业）

建设的专项预算，资金投入适宜、及时、持续有效； 

… 

内容变更 

57 7.3.3 

组织应从组织结构设置机制、职能职责调整机制

等方面，建立与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

匹配的组织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数据驱动型的网络化组织结构，支持组

织结构动态优化与适配； 

b） 根据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要

求，…   

8.3.3 

组织应从组织结构设置机制、职能职责调整机制等方面，

建立与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数据驱动的平台组织结构，支持组织结构动态

优化与适配； 

b） 根据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的要求，…   

内容变更 

58 7.3.4 

组织应从管理方式创新、员工工作模式变革等方

面，建立与网络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

的管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数据驱动的网络型管理方式，实现全

员、全要素、全过程的在线协同和动态优

化… 

8.3.4 

组织应从管理方式创新、员工工作模式变革等方面，建

立与平台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管理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 

a） 采用数据驱动的平台化管理方式，实现全员、全要

素、全过程的在线协同和动态优化… 

内容变更 

59 7.3.5 

组织应从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建立与网络

级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文化，包

括但不限于… 

8.3.5 

组织应从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建立与平台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相匹配的组织文化，包括但不限于： 

… 

注：“知识人”假设指将员工视为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

内容变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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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群体。“知识

人”假设管理模式的核心是从知识人的特点出发，创建一

种机制和氛围，使企业员工的能动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发

挥出来，并形成一种集体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60 8.1.1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新

型能力建设、运行和优化，自组织开展策划，支

持、实施与运行，评测和改进等活动，并形成智

能驱动的过程管控机制，实现对新型能力建设和

运行的全过程认知跟踪和自学习优化。 

9.1.1 

组织应按照 GB/T 23001—2017 的要求，围绕生态级能力

建设、运行和优化，自组织开展策划、支持、实施与运

行、评测、改进等活动，并形成智能驱动型的过程管控

机制，实现对新型能力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认知跟踪和

自学习优化。 

内容变更 

61 8.1.2 

… a）制定以构建共生共赢生态体系、发展壮大

数字业务为主要目标的组织发展战略及生态圈

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识别、获取、

改进的制度安排，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开展数字

化转型诊断对标… 

d）识别并确认生态级能力建设的价值效益目标，

主要通过加速业态转变，有效实现用户/生态合

作伙伴连接与赋能、数字新业务、绿色可持续发

展等… 

9.1.2 

… a）制定以建设生态组织、构建共生共赢生态体系、发

展壮大数字业务为主要目标的组织发展战略及生态圈发

展战略，建立可持续竞争合作优势识别、获取、改进的

制度安排，联合生态合作伙伴，开展数字化转型成熟度

评级与诊断等… 

d）识别并确认生态级能力建设的价值效益目标，主要通

过生态合作伙伴间业务的智能化、集群化、生态化，有

效实现生态圈数字新业务壮大、绿色可持续发展等… 

内容变更 

62 8.2.2 

… a）基于泛在连接，实现组织（企业）内部数

据、供应链/产业链数据、生态合作伙伴关键数

据、第三方数据等的在线按需汇聚； 

b）构建生态级的数据共享体系，建立覆盖生态

圈的数据标准规范，实现生态圈数据按需交换共

享； 

9.2.2 

… a）基于泛在连接，实现组织（企业）内部数据、供应

链/产业链数据、生态合作伙伴关键数据、第三方数据等

的生态圈数据按需智能获取； 

b）构建生态级的数据共享体系，建立覆盖生态圈的数据

标准，实现生态圈数据按需交换共享； 

内容变更，删除 

63 
8.2.3 

c） 

实现组织（企业）内 OT 网络、IT 网络以及组织

（企业）外相关网络的互联互通… 
9.2.3 

实现组织内 OT 网络、IT 网络以及组织外相关网络的互

联互通…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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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8.3.1 

组织应建立覆盖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

式、组织文化等的治理体系，形成智能驱动型的

价值生态共生管理模式，有效支撑生态级能力的

建设、运行和优化。 

9.3.1 

组织应建立覆盖数字化治理、组织机制、管理方式、组

织文化等的治理体系，形成智能驱动型的价值生态共创

管理模式，有效支撑生态级能力的建设、运行和优化。 

内容变更 

65 
8.3.3 

a） 

建立智能驱动型的生态化组织结构，支持生态化

组织结构的认知协同与自学习优化… 

9.3.3 

a） 

建立智能驱动型的生态组织结构，支持生态组织结构的

认知协同与自学习优化… 
删除 

66 
8.3.4 

a） 
采用智能驱动型的价值生态共生管理方式，… 

9.3.4 

a） 
采用智能驱动型的价值生态共创管理方式，… 内容变更 

67 8.3.5 
…  

a） 洞察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变革趋势… 
9.3.5 

…  

a） 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变革趋势… 

注：“合伙人”假设指将员工视为以共建、共创、共享社

会性、群体性组织目标为目的，向组织投入资金、智力

成果、有价值劳动或其他资源并按组织规则共担风险、

共创价值、共享成果的命运共同体。“合伙人”假设管理

模式的核心是激发员工共创价值的合作基因，将员工利

益与组织利益有机统一，促进员工与组织共生、共赢和

共同成长。 

内容变更，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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