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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办〔2020〕87 号 

 

 

关于开展机械工业设计创新现状专题调研的通知 

 

各有关专业协（学）会、地方行业组织、相关企业及院校： 

当前，为应对全球疫情影响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风险挑战，切

实落实“六保”、“六稳”、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总体部署，加

快推动机械工业突破发展瓶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结合实施工信部等 13 部门关于《制造

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部署要求，于近期开展对机械产品设

计创新与相关院校工业设计学科建设现状的专题调研。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调研主题和目的 

围绕贯彻落实强国战略和工信部、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制

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的部署要求，聚焦机械工业设计能

力不足的短板，调查了解企业产品设计创新和院校学科建设的现状与

诉求，提出加强改进的意见建议，以推动机械工业设计能力提升，助

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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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对象和方式 

调研重点面向中国机械联有关会员单位、重点行业与重点地区机

械企业及中小企业；面向相关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 

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同时兼顾重点走访等抽样调查；通

过点与面和一定数量的数据分析，形成调研报告和专项政策建议。 

三、调研成果和应用 

调研形成的综合报告，一方面积极上报有关部门，反映基层诉求，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政策条件；一方面为中国

机械联和行业相关单位，开展对企业和院校服务工作奠定基础。同时，

综合调研成果将与各参与调研单位实现共享。并将择其重点内容，在

中国机械联相关论坛和媒体进行发布或宣传。 

四、调研时间和有关事项 

1.调研于 7 月份启动；调查问卷于 8 月底反馈；重点抽样调查等于

9 月底完成；调研报告于 11 月底形成初稿； 

2.此项专题调研是针对行业工业设计领域开展的首次调查，希望

能够得到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以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做好服务奠定

良好基础； 

3.希望相关专业协（学）会和地方行业组织，能够统一组织开展

调研。方式可采取专业协会和地方协会自行组织形成分报告的方式报

中国机械联汇总；也可采取统一组织开展调研，将调查问卷直接报中

国机械联的方式。同时，希望参与调研的各个单位，能够如实填写问

卷，反映诉求、提出建议，并按规定时间予以反馈。 

让我们共同为推动企业和行业设计能力提升、为推动院校工业设

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助力机械工业转型升级做出努力。 

联系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课题小组  

王守见：010-88379390，13520187211，邮件：wsj19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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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强：010-88379325，13146299127，邮件：xugongsui521@126.com  

 

附件： 

1.机械行业企业产品设计创新现状问卷调查表（扫左下二维码填报） 

2.有关院校工业设计学科建设现状问卷调查表（扫右下二维码填报） 

 

 

 

 

 

 

 

 

企业扫码填报            院校扫码填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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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机械行业企业产品设计创新现状问卷调查表 

（请在问卷选项中划√，注意单选或多选） 

 

1.企业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2.企业性质： 

国有  民营  合资  外资  其他 

3.企业规模： 

职工人数：           年销售收入：        （万元） 

4.企业主要产品归属类别： 

农业机械  工程机械  电工电器  机床  汽车  通用机械  

仪器仪表  机器人   塑料机械    内燃机  零部件   其他  

5.企业产品品种：品种数量：      种 

6.企业是否获得过以下资质：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省市以下或行业设计中心     无 

7.企业是否组织参加过以下赛事： 

国家级及以上工业设计大赛  省（市）级工业设计大赛 

参赛获奖情况：一等奖或金奖，二等奖或银奖，三等奖或铜奖，

优秀奖或其他奖项 

8.产品设计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十分重要 ； 重要 ； 一般 ； 无关紧要  

9.产品设计创新对产品溢价的影响： 

影响很大 、影响一般、影响不大、没有影响 

10.企业设计机构设置情况： 

有独立的机构、设计科（室）、企业设计中心；与企业相关科室合署

办公、与相关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合署办公；没有专门机构、依

托其他单位 

11.企业技术人员现状： 

总量：     人；其中：研究生以上占比     %；本科、专科及占比   %；

专科以下占比    % 

12.企业配备专业设计人员情况： 

有专业设计人员 ，数量     人；依托外单位 ；需要时聘请外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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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人员；合作或使用其他企业品牌 

13.企业产品外观设计人员配备情况： 

有产品外观设计专业人员或团 ；依托外单位 ；聘请外部外观设计

专业人员 ；合作或使用其他企业品牌 

14.企业目前专利总数有      件，其中发明专利      件 

15.企业参与制定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有       个 

16.企业对产品设计创新资金投入情况： 

每年纳入企业预算 ；不定期预算 ；无预算  

17.企业对产品设计创新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约占      %左右 

18.对当前本企业重点产品设计满意度： 

很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19.企业当前应用的设计软件情况： 

应用企业或软件名称                  ；使用年限   年 

满意度：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可多选）：匹配度不高   技术相对滞后  不适

应企业需要  其他 

20.当前本企业重点产品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多选）： 

外观不时尚  结构不理想  技术含量不够高  智能化水平不够  

节能环保指标不理想  安全性、舒适度不够 其他 

21.对当前企业整体设计能力水平的判断： 

很强   较强    一般    较弱 

22.当前企业设计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可多选）： 

主要领导不重视  思想认识不够  未列入企业发展重要议程  缺

乏专业人才   缺乏资金投入   缺乏产学研合作   企业间缺乏

交流  其他 

23.希望提升产品设计能力的主要途径（可多选）： 

加强行业引导和服务  加强在岗培训  脱产学习深造  引进外部

高端人才  招聘专业毕业生  加强校企合作  参加行业专业大赛

  提供学习辅导材料  其他 

24.对加强工业设计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和对中国机械联与行业组织

提供服务的期望及诉求（书面文字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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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有关院校工业设计学科建设现状问卷调查表 

（请在问卷选项中划√，注意单选或多选） 

 

1.学校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2.学校类别：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高等职业学院  

中等职业学院     技工学校 

3.学校是否独立设置工业设计学科情况： 

设有工业设计学院： 

2000 年以前2000 年-2010 年2010 年-2015 年2015 年至今 

设有独立学科： 

2000 年以前2000 年-2010 年2010 年-2015 年2015 年至今 

设有合署学科： 

2000 年以前2000 年-2010 年2010 年-2015 年2015 年至今 

未设独立学科 

4.学校工业设计学科师资情况： 

有专业教师，人数    名，其中具有工业设计专业学历     人 

有兼职教师，人数    名，其中具有工业设计专业学历     人 

无专业教师，临时聘请   

5.学校当前工业设计应用的软件情况： 

应用软件厂家或名称                  已使用年限    年 

满意度：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主要原因：匹配度不高   技术相对滞后   

不适应企业需要  其他 

6.学校设计专业教师学历情况： 

研究生、博士生占比   %；大学本科占比   %；大学专科占比  %；大

学专科以下占比  % 

7.学校工业设计学科招生情况： 

生源很好   生源一般   招生较难   

8.工业设计学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已有毕业生    届，人数约      ；现在校生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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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毕业生总就业率约       % ；从事本专业的人数占比约   % 

9.毕业生就业基本工资和待遇情况： 

相对当地同等学历就业平均水平：较高   中等  较低 

10.学校工业设计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可多选）： 

提高领导认识  充实师资力量  增加学科基础建设投入  改善课

堂教学条件  加强师资在岗培训  提供深造学习机会  提供辅助

学习资料  选用先进设计软件  开展工业设计职称评定  提高生

源质量  其他 

11.希望提升设计学科水平的主要途径（可多选）： 

加强行业引导和服务  加强在岗培训  脱产学习深造  加强教师

职称或水平类评价  引进外部高端人才  招聘专业毕业生  改进

提高现有教材  加强校企合作或产学研合作  参加国家及行业专

业类大赛    参加高端专业性论坛   提供学习辅导材料   

其他 

12.学校教师出版个人著作等情况： 

有个人著书出版需求  出书机会不多  无需求 

13.对学科辅导资料的需求情况： 

教师：有需求  一般  无需求 

学生：有需求  一般  无需求 

需要种类：国外先进设计类书籍或资料  国内知名专家著作或讲座资

料  其他 

14.学校工业设计学科建设的主要成绩（可选填）： 

在教育系统学科教学中所得奖项           或评比排名            

专业教师专业课获奖情况                                       

在校师生在全国、省市或地区大赛参赛获奖情况： 

一等奖或金奖      ，二等奖或银奖       ，三等奖或铜奖      ， 

优秀奖或指导教师奖等其他奖项           ， 

毕业生就业在岗获得认可或取得工作业绩情况                 

15.对加强院校工业设计学科建设和师生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对中国

机械联与行业组织提供服务的期望及诉求（书面文字字数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