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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神奈川县知事主持的投资环境说明会的通知 
 

 时间: 2008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三)   14:15-15:00 

 地点:大连软件园八号楼 一楼多功能厅 （数码广场旁八号楼） 

 题目:充满魅力的神奈川投资环境 

 主办单位: 神奈川县政府(松泽知事本人出席) 

神奈川县大连事务所 

 支持单位: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大连软件园有限公司 

 参加人数:60 人(限定大连市内的中资软件开发企业)。以报名先后

顺序为准。 

 参会费:免费 

 参会申请截止日期:10 月 17 日 

 联络人:神奈川县大连事务所   丛峰 

电话:8761-3401    手机:138-4094-5150 

邮箱: cong-kanagawa@live.jp

 

 

信息技术技能标准项目启动 
 

9 月 12 日，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召开了信息技术技能标准（即 ITSS

—— IT Skill Standards）工作会议。大连市信息产业局靳国卫副局

长、班喜光副局长、软件与信息服务管理处汤玉杰处长参加了会议。 

IT 行业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那么如何识别、评估、培训

和管理人才成为 IT 行业最为重要的课题。因此建立科学的信息技术技

能标准，制定人才发展战略，是打破困扰软件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保持

和提高软件业整体竞争力的必然之路。ITSS 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IT 产

业的成熟逐渐发展而来，它的制定是 IT 行业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和重要因素。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在 2006 年开始制定《信息技术技能标

准》（ITSS）、《信息技术技能标准 1 部:概要篇》以及《软件开发工程师

篇》已经基本完成。 

会议重新调整了 ITSS 工作委员会，并进行了分组。听取了 ITSS 的

框架制定说明，并分组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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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交易网软件产品征集通知 
 
     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小软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销售渠道，拓展

产品销售范围，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联合全国其它省、市的软件行业协会

共同发起建设“中国软件交易网”。各会员企业可以将本企业所开发的

软件产品，提交给中国软件交易网，网站将通过互联网、各地协会渠道、

市场活动等多种方式将会员企业的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宣传

与推广，网站将成为企业产品快速扩大市场销售范围，建立跨区域的市

场销售渠道最节省成本的操作方式。 

 一、软件产品申请加入中国软件交易网需要满足的条件： 

1、提出申请的软件企业必须是协会的会员单位； 

2、提交申请的软件产品要有详细的销售政策，该政策要给与网

站推荐的“中国软件交易网渠道合作伙伴” 公司一定的优惠； 

3、 申请入库的软件产品必须通过软件产品认定； 

4、交纳产品入网费（网站试运行期间暂免收取）。 

     二、软件企业所得： 

      1、可以通过网站快速建立全国市场销售渠道； 

      2、可以参与网站在各地区举办的市场活动； 

      3、可以通过网站得到产品营销方面的指导与支持。 

联系人：牟楠 

电话：0411-83655181    邮箱：mun@dsia.org.cn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 38 号华信大厦 520 室 

 
 

JIPDEC 与大连软协召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联络会议 
 

      9 月 15 日至 18 日，日本情报处理开发协会（JIPDEC）个人信息保

护推进中心主任关本贡及西田圣道先生来大连，并于 9 月 16 日与大连

市信息产业局靳国卫副局长，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孙鹏副秘书长协商关于

日本 P—MARK 与大连 PIPA 互认后的相关事宜。 

此次 JIPDCE 专家来访是 6 月 19 日 P—MARK 与大连 PIPA 互认后的

首次访问。双方就 PIPA 与 P-MARK 互认后双方在个人信息保护评价员培

训、互认标志的使用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商谈。靳国卫副局长对

双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下一步双方的合作提出了希望和要

求。进一步表示 PIPA 工作主要注意质量问题，要严格按规范标准开展

评价工作。尤其是中日双方两边的体系已经互认，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

身的工作。双方都将进一步维护和完善 PIPA 与 P—MARK 互认后的质量。

为及时有效地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进行相互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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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大连市信息产业各专项资金项目已公告 
 

为了支持大连市信息产业的发展，大连市设置了多个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从市信息产业局获得的信息，共有 160 家企业获得了 2008 年度

大连市软件产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及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发展专项资

金，33 个项目获得了 2008 年度大连市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47 所学校

的教师和部分学校获得了大连市2008年度IT优秀教师个人及单位奖励

资金，26 家企业获得了“百网便民工程”专项资金。 

各专项资金情况详见：   

http://www.dlbii.gov.cn/wsbg/tz.asp

http://www.dlsia.org.cn/NewsDetail.asp?Id=928

 

 

无锡市滨湖区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大连） 
投资说明会成功召开 

 
9 月 11 日下午，无锡市滨湖区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大连）投资说

明会在大连凯宾斯基饭店举行。这场投资说明会引起了大连 IT 以及服

务外包界的热切关注，华信、海辉、东软、软件园、甲骨文等 50 多位

大连业界的企业高层齐聚一堂。 

       滨湖区领导在会上就滨湖区的基本情况、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

状、发展优势以及发展前景作出了详细的介绍，同时也讲到一些软件服

务外包投资的相关优惠政策。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负责人向参加会议的企

业代表介绍了目前大连软件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现状。这次在大连以软件

和服务外包为专题的招商推介活动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应。 

 

 

财政部、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做好 2008 年度 
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加快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做大做强，积极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部、商务部安

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我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公共平台建设及企业发

展，降低服务外包人才定制培训的成本，财政部、商务部发布《关于做

好 2008 年度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详情可参见协会网站：

http://www.dlsia.org.cn/NewsDetail.asp?ID=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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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交会举办日本海外分会 促进中日软件产业合作发展 
 

2008 年 9 月 29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日本国经济产业省

主办，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大连市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中心承

办，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情报服务产业协会协办的中日软件和信息

服务合作论坛暨中国软件交易会日本分会在日本东京新大谷酒店举行。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日本经产省情报政策局局长近藤贤二、中国

商务部多位领导、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局长江亲瑜、

副局长靳国卫以及日本经产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高级官员出席会

议，来自中国十几个城市的 100 多位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代表和 300 多

位日本软件企业代表参加论坛。本次论坛是继中国软件交易会首届海外

分会—爱尔兰中国国际软件论坛成功举办后，中国软交会品牌国际输出

的再次尝试。 

论坛以“促进中日软件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主题，中日

双方的演讲嘉宾详细介绍了各自软件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进一步加强

两国在软件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中国软件交易会经过连续六年的打造，已经在国际上具有了一定的

影响力，此次，日本海外分会的举办使软交会可以立足于更广阔的国际

市场提升影响力和开拓能力，并增进中日双方软件产业的沟通及交流合

作，帮助中国软件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实力。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办公室变更通知 
 

因工作需要，协会 518 办公室迁至 520 室。各部门联络方式如下： 

部门 负责人 电话 E-mail MSN 

常务副秘书长 孙鹏 83655207 sunpeng@dsia.org.cn sunpeng@dsia.org.cn 

办公室 尹宏 83643362 yinh@dsia.org.cn zhu_lanlan_77@163.com 

双软认定办公室 赵金秀 83638411 zhaojx@dsia.org.cn zhao-jinxiu@hotmail.com 

PIPA 办公室 曹剑 83655187 caoj@dsia.org.cn caoj@dsia.org.cn 

教育培训部 王开红 83655181 wangkh@dsia.org.cn wangqiusha@msn.com 

咨询服务部 牟楠 83655181 mun@dsia.org.cn mu_nan1115@hotmail.com 

国际合作部 常伟 83655181 changw@dsia.org.cn ku_ai_lewei87@hotmail.com

网络信息部 潘晓敏 83655181 panxm@dsia.org.cn xiaominpan@live.cn 

  

特此通知！ 

                                  200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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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准予 2008 年大连市第三批软件产品登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国发[2000]18 号）文件精神，根据信息产业部《软件产品管理

办法》（信部第 5 号令）的有关规定，申请单位产品符合软件产品登记

标准，准予 2008 年大连市第三批 31 个软件产品登记。 

 

2008 年大连市第三批软件产品名单 

序号 登记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1 连 DGY-2008-0053 
大连金山反恐行动网络版游戏

软件 V1.0 

大连金山互动娱乐科技有

限公司 

2 连 DGY-2008-0054 智强文档管理系统 V1.0 
大连智强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3 连 DGY-2008-0055 
杰作電子金券数据处理系统

V1.0 

大连杰作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4 连 DGY-2008-0056 
杰作 Maimato 录入系统（マイ

ンマート数据处理系统）V1.0  

大连杰作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5 连 DGY-2008-0057 
杰作 Saimonz 录入系统（サイ

モンズ数据处理系统） 

大连杰作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6 连 DGY-2008-0058 
唯知京阪百货店顾客管理系统

开发 V1.0 

大连唯知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7 连 DGY-2008-0059 
唯知 JR 东海高岛屋大厦店铺

管理系统开发 V1.0 

大连唯知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8 连 DGY-2008-0060 
唯知商场供货财务管理系统开

发（2）V2.0 

大连唯知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9 连 DGY-2008-0061 

广众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系统

1.1（     

ネットセキュリティ.リスク

評価システム)  

大连广众科技咨询发展有

限公司 

10 连 DGY-2008-0062 
赛奥林克安全信息共享管理系

统 V1.0 

大连赛奥林克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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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连 DGY-2008-0063 网太 NETAI安全应用系统 V1.0
大连网太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12 连 DGY-2008-0064 
博伦德保险销售网络代理店系

统 V1.0 
大连博伦德电子有限公司 

13 连 DGY-2008-0065 泛东机房集成系统 V2.0 
大连泛东管理软件有限公

司 

14 连 DGY-2008-0066 海辉株券电子化系统 V1.0 海辉软件（大连）有限公司

15 连 DGY-2008-0067 
大连爱迪克京急超市管理系统

1.0 

大连爱迪克信息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16 连 DGY-2008-0068 华鞍文件交换系统 V1.0 
大连华鞍自动化系统有限

公司 

17 连 DGY-2008-0069 华鞍会议体支援系统 V1.0 
大连华鞍自动化系统有限

公司 

18 连 DGY-2008-0070 
达明 LED 显示屏控制系统软件

V1.0 
大连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19 连 DGY-2008-0071 毅信印刷贩卖网站系统 V1.0 大连毅信软件有限公司 

20 连 DGY-2008-0072 
健思软件AccessloGo系统1.0

（AccessloGoシステム） 
健思软件（大连）有限公司

21 连 DGY-2008-0073 

健思软件旅游服务系统阶段 2

更新（Trave lScope Phase2 更

新） 

健思软件（大连）有限公司

22 连 DGY-2008-0074 
东方之星教师专业发展管理系

统 V1.1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3 连 DGY-2008-0075 
东方之星数字化教学与学习环

境支撑系统 V1.0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4 连 DGY-2008-0076 
东方之星学校工作评价应用系

统 V1.1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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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 DGY-2008-0077 东方之星交流与成长系统V1.1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6 连 DGY-2008-0078 
东方之星人事考评应用系统

V1.1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7 连 DGY-2008-0079 东方之星在线调查系统 V1.0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8 连 DGY-2008-0080 
东方之星任务管理模块系统

V1.1 

大连东方之星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9 连 DGY-2008-0081 

信卓奥瑞 FBD 新零售模板开发

1.0（FBD New Retail Template

开发） 

信卓奥瑞信息技术（大连）

有限公司 

30 连 DGY-2008-0117 

广众TOPPERS/FI4 OS 核心移

植1.0(TOPPERS/FI4力―ネル

移植) 

大连广众科技咨询发展有

限公司 

31 连 DGY-2008-0118 思讯互联网互动评选系统v2.0 大连思讯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公布2008年大连市第四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品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

若干政策》文件精神（国发[2000]18号），根据《软件企业认定标准

及管理办法（试行）》（信部联产[2000]968号）有关规定，大连普

乐克斯软件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符合软件企业认定条件，已认定为软

件企业。被认定企业须经税务部门批准，方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2008 年第四批软件企业认定名单 
 

  认定号 企业名称 法人 

1 连 R-2008-0012 大连普乐克斯软件有限公司 邹化冰 

2 连 R-2008-0013 大连盈科世纪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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