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科学 2021 年 第 23 卷 第 3 期
DOI 10.15302/J-SSCAE-2021.03.012

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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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准化体系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尚未完善，在标
准覆盖范围、有效供给、国际化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发展问题，亟需结合社会需求，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技术先进、具有前瞻
性和引领性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研判了生产性服务业标准
化的发展趋势，总结了新时代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面向 2025 年和 2035 年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
化体系的发展目标、重点方向和实施路径。研究建议，加强健全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增加新兴服务业态的标准有效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标准体系系统衔接、夯实标准化人才基础、推进国际标
准化工作，以期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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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andardization system is important for the high-qualit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However,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 still requires improvement regarding standards coverage, effective suppl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fore,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ation system that is scientifically regulate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forward-looking becomes urgent for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is article, we stud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roducer services
standardization,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ducer services standardiz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goals,
key dire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producer services standardization system for 2025 and 2035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standardizing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producer services should be improved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ndards for new service formats should be timely formulated, connection of
standards systems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nd other industries should be promoted, standardization personnel should be cultivated,
and stand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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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35 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要求，立足于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现状，针对新

我 国 经 济 结 构 正 在 发 生 深 刻 变 化，2015—

发展特征与趋势，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

2019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

体系建设的发展策略，切实发挥好支撑产业创新

重从 50.5% 增长到 53.9%。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发展的作用。

网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逐步应用到服务业场
景，以高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电子商务为代表

二、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的发展趋势

的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在支撑制造业
转型升级 [1]、农业现代化建设 [2]、引领产业向价

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影响着标准化

值链中高端延伸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加快生

体系的建设和实施。目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产性服务业发展，以标准化推动生产服务向专业

智能（AI）等新兴技术已广泛应用到生产性服务业

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提升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

中，带来了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工作的重大变革，

势在必行。

也为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和

标准化体系作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融

新任务。

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行业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标准化体系 （一）产业融合趋势明显
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提出，加快现

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以及与

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标准化体系建设，完善工业领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内部融合的发展态势更加突出，

域标准体系，加强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制定及试点示

打造以服务为主体的融合型产业势在必行。这也客

范，推进服务业与工业、农业在更高水平上有机融

观要求产业协同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打破

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工
作 [3]。目前，在交通运输行业，铁路、公路、水运、

原来的标准化局限，系统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

民航和邮政领域各自构建了行业标准体系，综合规

行业的交叉渗透、交互作用、跨界融合的关系机理，
形成以“服务标准 +”的标准体系叠加效应。

范了交通运输、工程建设、信息化、道路运输等
方面，尤其是邮政领域明确提出了以标准推动“两
进一出”（进村、进厂、出海）工程；在金融行业，

（二）新兴技术管理模式逐步应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间的依赖程度日益

以银行、证券、保险、印制为重点领域推进标准

加深，制造业应用的工业互联网、智能视频监控系

体系建设，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

统等新兴技术与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组

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更好服务各行业发展；
在科技服务行业，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科技平台、

织管理机制逐步应用到生产性服务业。2019 年，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5 个部

科技评估、科普服务标准化稳步推进，促进科技

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

服务业规范化、有序化发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深化业务关联、

战略。

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新路

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融合度较高，
“标
准化 +”生产性服务业叠加效应更加凸显，可以对

径”以及“两业融合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健全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补齐供应链等发挥有效

上述实践和政策均对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提出

支撑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

了新思路，当前服务业制定的服务标准较多参考国

系还处于完善阶段，在标准覆盖面、标准有效供给、

际标准，从消费者的角度制定标准内容，在一定程

标准国际化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发展问题，亟需根据

度上忽视了技术在服务标准中的体现和作用。为此，

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产业融合等方面的新要

需要在新时期充分体现生产性服务业标准的技术要

求，健全科学规范、技术先进、具有前瞻性和引领

素，满足技术组织管理模式在生产性服务业应用的

性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本文旨在围绕面向

标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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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支撑”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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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智能化特征日益凸显
服务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业标
准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数字化和
智能化规划，如德国的《德国数字化战略 2025》、

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
提高水平”，这也客观要求我国进一步加快生产性
服务业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欧盟的《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等，积极推动数字
化、智能化与服务业相结合，谋划相关标准的制定。

三、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的发展现状

我国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AI 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在生产性服务业的智能化应用中，数据成为
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新增消费、创造就业、普惠金
融、激活生产力、重建信用体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 [4]。生产性服务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持续增加，

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逐步成为国内外
关注的热点与重点。通过梳理发现，截至 2017 年，
ISO 共成立了 334 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但有关
服务标准的技术委员会成立时间较晚，具体来看：
2000 年以前，仅成立了金融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如无人机、无人车在快递行业的探索应用以及智能

会；2000—2010 年，成立了 5 个服务领域的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2010 年以后，随着服务经济发展和服

交通、智能枢纽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成熟推广等，全

务贸易比重的提高，ISO 逐步认识到服务标准的重

面体系化、智能互联化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
健全的关键。2019 年 6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要性，密集成立了人力资源、商务管理、组织治理、
老龄化社会等 20 多个服务领域的技术委员会。服

中央秘书处在新加坡以“颠覆性技术和服务新模式：
国际标准的角色”为主题举办了服务标准化论坛，

务具有无形性、异质性等特点，服务标准化的难度
较大，服务标准总量偏低，目前 ISO 制定的服务标

会上普遍认为：当前服务业新技术、新服务模式快

准数量约占 ISO 标准总数的 3%。

速迭代，尤其是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为服
务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相关标准的制定与实
施仍远远不够，需要全球行动起来，针对新技术带
来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非标产品交易等重点领
域，加快相关标准的制定和推广，进而有效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服务业标准国际化步伐加快
高质量服务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服务业
标准的国际化。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连续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较大，

（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的发展现状
1. 生产性服务业国家标准数量占有一定比例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我国服务业国家标准数量持续增加，占国家标准总
数的比例约为 15% [6]，约有 5000 多项标准 [7]，其
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家标准数量超过 2000 项，占
服务业国家标准总数的 50% 以上。生产性服务业
国家标准的信息技术标准、知识产权标准以及电子
商务标准，在生产性服务业国家标准中的占比超过
85%；物流建设、融资租赁、检验检测认证以及节

位于世界前列。2018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为 5.24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1.5%。具体来说，在

能环保相关标准的数量之和不足 15%。总体上来看，

我国的服务贸易中，“加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

在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物流等领域涌

务”“建设”“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现出大量创新成果，标准化工作成效显著，有力推

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6 个子项为顺差，
“运

动了行业发展。
2. 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逐步建立健全

输”“旅行”“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使用
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
的政府服务”6 个子项为逆差 [5]。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实现重点领域标准基本覆盖，

生产性服务业的各具体领域根据自身发展特
征，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系统融合技术、服务、

随着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日益增长，在全球化

管理等多要素开展标准化工作，支撑各领域技术推

和区域性贸易规模同步增长的情况下，需要继续发

广应用和服务管理创新。例如，在交通运输领域发

挥服务业标准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布的《交通运输标准化体系》，涉及综合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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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民航、公路、水运、邮政和其他标准；在

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

金融领域发布的《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等 10 个大类以及研发与设计

（2016—2020 年）
》，围绕标准体系、标准制定 / 修

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 35 个中类，涉及多个

订、实施、宣传贯彻、国际标准化等提出了金融业

不同行业 [8]。生产性服务业标准的制定以政府主

标准化工作的四项主要任务；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布

导为主，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在技术指标、管理规

了《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化工作五年行动计划（2016—

范、有效供给等方面比较欠缺，标准供给形式比较

2020）》《关于知识产权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单一，难以满足需求。

见》等政策文件，推动着知识密集型技术服务业标
准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标准在新技术、新业态应用场景中存在不足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生

（二）国际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的发展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纷纷抢占国际服务标准化高地，

产性服务业呈现出服务多元、智能互联、绿色环保、
安全便捷的发展趋势，经过集中复审后的生产性服

国际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的建设稳步推进。在

务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新制定的标准，仍

ISO 的 26 个标准技术委员会秘书国中，由英国、

存在技术指标有待提高、技术应用场景有待增加等

德国、美国和法国承担的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或项

问题，尤其是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数量不足，

目委员会数量达到 24 个，占服务领域标准技术委

标准的技术含量有待提高。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员会的 73%；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韩

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标准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不利

国、以色列、瑞士、瑞典、意大利，各自承担了

于标准的实施和贯彻。

1 个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或项目委员会；而发展中
国家，仅有中国、马来西亚和南非承担相应的服
务领域技术委员会或项目委员会。具体来说，在

（三）标准的实施力度有待加强
生产性服务业标准是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

国际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中，美国在金融服务、

计以及其他技术服务的标准。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不

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健康照护服务领域占据

同于农业、制造业的产品技术标准，包括了技术标

优势地位；英国在设施管理、职业健康安全、商务

准、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等多种类型，影响辐射作

管理、组织治理、老龄化社会领域中起主导作用；

用更强，如交通运输业的标准涉及到交通运输作业

德国在优质服务、教育服务、铁路运营、废水管理、

的管理、技术、产品、作业等各个环节。生产性服

循环利用和道路运营服务领域中起重要作用；法国

务业标准化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难追踪、难评价

在饮用水供应、废水和雨水系统相关服务、创新管

等突出问题，致使尚未形成有效的生产性服务业标

理、在线声誉领域中起主导作用；瑞典在道路交通

准实施监测与评价体系。

安全、安全与弹性领域中起重要作用；西班牙在市
场、舆论与社会调查、旅游及相关服务领域起主导
作用；中国在品牌测评、电子商务质量保障领域中

（四）标准“走出去”需要进一步加强
我国现有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重视国内应

起主导作用。国际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工作的开展，

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化进程，不利于实现

有助于抓住服务业重点领域未来国际标准制定 / 修

标准的国内国际协同发展。以物流、金融、交通运

订的话语权，在未来国际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输等领域为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标准化发展；但在标

四、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面临的问题

准国际化方面，由我国主导制定的服务业国际标准
数量不多，且在 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

（一）标准体系的制定主体有待拓展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2019）》中界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包括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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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电信联盟（ITU）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
员会、分技术委员会以及区域性标准化组织中的参
与程度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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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的发展路径

标准，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智能
服务、优质服务等创新生产性服务业态标准的制定，

（一）发展目标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标准对
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规范作用越来越显著，也加强

培育制造服务、个性化定制等创新模式服务标准，
支撑建立交叉渗透、交互作用、跨界融合的新兴服
务生态系统。

了对服务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应用的引领作
用。围绕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加强在重点生产性服

（三）实施路径

务业领域的标准化布局，推进标准在服务全生命周

建设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是推动现

期管理、个性化定制等领域的支撑作用，加强服务
标准国际化跟踪、研究工作，推动我国由国际服务

代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价值链向
高端延伸的重要技术支撑，面向 2025 年和 2035 年

标准跟踪者向主导制定者转变，支撑服务贸易强国

的发展要求，应多措并举健全标准化体系。

建设。
到 2025 年，以产业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电

一是加强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
以服务业标准化联席会议制度为基础，通过国家标

子商务、供应链管理、知识产权服务、商务服务、

准化管理部门联通服务业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按照

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

端延伸，支撑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以需

系总体设计、重点领域标准化工作协同推进的工作

求引领、企业主体、“政产学研用”共同推进的生

思路，制定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行动计划、生产性

产性标准研制、应用推广、持续改进的机制和模式。
到 2035 年，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更加健全

服务业重点领域的标准化政策及标准体系等政策文

完善，国内国际标准联动更加有效，持续加强数字

高效、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体系。

件，调动社会团体和企业的积极性，支撑构建优质

经济发展，推动现代物流与供应链、金融业、人力

二是加强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的标准布局。

资源服务、数字经济服务、科技研发服务、信息技

以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指导，运用大数据、

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智能化、模块化、标准化工作，

混合云、机器学习、移动互联、物联网、智能咨询

创建一批高价值服务品牌，形成交叉渗透、交互作

等新技术、新模式，在重视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标准

用、跨界融合的产业生态系统。

化的基础上，关注新时代、新业态下的生产性服务
业标准体系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需求，在重点领域布

（二）重点发展方向
以构建优质高效、充满活力、竞争力强的生产
性服务业新体系为目标，加快制定生产性服务业标
准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建立健全关键领域标准体系，

局技术委员会，系统制定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实
现系统布局、综合部署、协同推进的生产性服务业
标准化工作格局。
三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标准的试点推广和实施

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支撑作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

监督。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标准不同于产品标准，多

创新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提升、服务业

为管理和服务标准，对标准实施监督提出了挑战。

效益改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打造中国服务品

持续推动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发挥引领带

牌，建设服务业强国。

动作用，切实推动相关标准在生产性服务业组织中

通过建立健全推动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的应用，同时加强管理和服务标准在组织应用全过

的生产性服务标准体系，重点制定现代物流与供应

程中的评价监督，从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优质

链、公共采购与可持续采购、现代金融体系、现代

服务承诺等方面，实现管理与服务标准的落地和贯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商贸与物流、信用管理、人力

彻实施。

资源服务、科创服务、制造服务、高技术服务、商

四是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标准的国际化。坚

务服务等领域标准。
加快制定 AI、生命科学、物联网、区块链等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梳理研

新技术研发及其在生产性服务领域转化应用的相关

力、重点突破方向，提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国

究国内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现状、国际标准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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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的战略任务和重要举措。通过成立生产性服务

务业标准化体系和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标准化体

业标准国际化基地，调动企业参与积极性，确定我

系以及与服务业内部标准化体系有效衔接，建立健

国健康、物流、金融等服务业重点领域的发展方向

全以市场导向、产业衔接、交叉融合的全生命周期

和关键内容。

生产性服务标准化体系。

六、对策建议

（四）夯实标准化人才基础
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的高

（一）健全新时代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体系

素质人才。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任何事业发展的

在梳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发展现状、标

关键所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标准化人才，尤其

准国际化需求、重点突破方向的基础上，系统综合

是服务领域的国际标准化人才极其短缺，成为制约

布局，建立适应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先进有

我国服务领域国际标准化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为

效、经得住市场应用实践的新型标准体系。建议标

此，建议在高等教育方面，进一步开发新的或改进

准化管理部门加强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协作，制定

现有标准化课程的教育教学方案，培养标准化基础

老龄化、金融、科技创新服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

人才；在院校合作方面，积极推动“产学研”相结

重点领域的战略规划、国际化行动实施方案和细则，
具体包括 2025 年、2035 年分阶段的战略任务，政

合的模式，为国家和国际生产性服务标准研制服务，

府标准制定 / 修订、国内国外标准制定 / 修订的提

融合到标准研制中，形成科研、管理、市场相融合

案，国际标准的跟踪及转化、筹备技术委员会或分

的发展模式。

将高等院校的专业技术研发、企业发展的市场经验

技术委员会及工作组的建立等相关工作。
（五）加快推进标准国际化
（二）增加新兴服务业态标准的有效供给

建议加强对参与区域性标准化组织服务业标准

促进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

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发挥我国在区域性标准化组织

准协同发展，以重点服务领域为主导，鼓励利益相

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太平洋地区标准化会议、东盟

关者积极参与，将专业领域的知识、服务市场发展

标准与质量咨询委员会、欧洲标准化委员会、非洲

的需求、利益相关方的权益相结合；针对大数据、

地区标准化组织、阿拉伯标准化与计量组织，推动

云计算、物联网、AI、智慧城市、第五代移动通信
等新技术带来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

服务业中国标准成为国际区域标准；重点围绕服务
贸易的 12 个重要领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

新兴服务业态，动态发展并创新数据安全、隐私保

优势领域“走出去”、弱势领域“引进来”“走出去”

护、非标产品交易等重点领域标准，加快相关标准

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标准互认，切实保障我国服务

的制定和推广，在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贸易发展；建立服务业标准国际化的研究基地，发

引领国际化发展需求。

挥标准化研究机构的力量，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推动企业参与到国际标准化工作中，贡献中国智慧、

（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标准化体系系

提供中国方案。

统衔接
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标准研制多是基于市场需
求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标准化体系仍不完善，有
待系统部署、分门别类、综合考虑，制定符合生产
性服务业中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生产
性服务业标准。建议在面向 2025 年和 2035 年的服
务业标准战略发展规划中，以全服务生命周期模型
为辅助，以服务企业、消费者和社会为整体，坚持
自愿、公平、平等、达成共识为原则，将生产性服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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