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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连软件行业协会搬迁新地址的通知 
 

各软件企业：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已搬迁新地址，各软件企业办理业务请到新地址。 

地址：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爱贤街 10 号大连设计城 710 室。 

邮编：116025 

办公室、双软办公室、系统集成、PIPA 办公室，临时联系电话：

0411-83638411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12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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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会员企业增加免费网站链接服务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为更好的为广大会员企业服务，集中宣传大连的软件企业，让更多的客

户可以方便找到大连软件企业的网站，我们将在协会网站增加[企业网站]链

接功能，该功能为会员企业网站提供免费链接，望各会员企业能将准确的企

业网址、企业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将免费为会员企业增

加企业网站的链接。如需要 LOGO 链接的，可将 LOGO 作为附件发送给我们。 

    另外，会员企业有其它方面的网站服务建议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共同探

讨，让协会网站能更好的为会员企业服务。 

    网站服务联系人：王开红 

    临时电话：83638411 

    电子邮箱：wangkh@dsia.org.cn 

    QQ：30925916 

 

回    执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网址   邮箱   

建议： 

 

 

 

 
 
 

2012 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企业税收政策说明会圆满结束 
 

    9 月 7 日，由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大连软件园企业服务中心、大连建元税务师事务所承办的“2012 大连软件与

信息服务企业税收政策说明会”在大连高新园区行政服务中心四楼会议室召

开，共有来自全市 70 余家软件企业的 100 余位财务人员参加会议。会上主

讲专家通过实例与法规条文相结合的方式，就 2012 年最新财税法规及税收

实务、双软认定及产品测试流程、软件著作权登记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专

题讲解。税收说明会已经连续举办四年，受到了广大企业的欢迎和积极参与，

协会也通过税收说明会了解企业的需求，更好的为广大软件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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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大连嵌入式软件企业财税政策讲座 
圆满结束 

 

9 月 27 日，由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大连软件园企业服务中心、大连建元税务师事务所承办的“2012 大连嵌入式
软件企业财税政策讲座”在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创业大厦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上建元税务师事务所的主讲专家通过实例与法规条文相结合的方式，

就嵌入式软件企业适用财税法规及税收实务进行讲解；软件协会的专家就双

软认定及产品测试流程、软件著作权登记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讲解。

这次财税政策讲座主要是针对于大连嵌入式企业的专题讲座，各位专家深入

浅出地介绍了适用于嵌入式软件企业的政策法规，，使企业更加了解嵌入式

软件企业适用的财税政策。共有来自全市 20 余家软件企业的 30 余位财务人

员参加，此次会议受到了各企业的广泛好评。 

 

 

东北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联盟 2012 年会在大连召开 
——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2012 年 9 月 14—15 日，东北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联盟 2012 年年会在大连
召开，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赵小凡会长参加本次会议，辽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吉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辽宁省软

件行业协会、吉林省软件行业协会、黑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和大连软件行业

协会均派代表参会。会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会长赵小凡就协会在今年工作中

的新动向做了分析，对协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对今年开展规划布

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认定和双软认定工作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兴产业方

面、中心城市建设方面指明了今后的工作方向。辽宁省经信委和大连经信委

领导对软件产业发展做了总结，提出了今年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辽宁省软

协、吉林软协、黑龙江软协、大连软协分别就本地软协工作及经验在会上做

了交流发言。经过这次会议，更加强了各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了协

会之间的感情，大家都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合作交流，为促进东北

软件产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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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规范》将成为辽宁省标准 
 

9 月 12 日上午，由市经信委信息安全与网络业务处组织的《信息系统安

全检查规范》省标准审定会议在市经信委四楼会议室召开。省经信委信息安

全处处长、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及相关评审专家出席会议。 

审定会各位专家对由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编制的《信息系统安全

检查规范 第 1部分：管理规范》、《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规范 第 2部分：技

术规范》进行审定。《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规范》省标准起草人作了标准编制

报告及技术说明，并对评审会会专家的质询进行了答疑；专家委员会讨论并

宣布通过《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规范》省标准审定。会后将按照与会专家提出

的修改意见进一步补充完善后，在省质监局网站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公示期满

后，正式发布实施。 

 

 

《信息技术服务 IT 职业技能标准 第 1 部分 总则》 
标准修订会议暨征求意见会在广州召开 

 

根据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工作组 2012 年总体工作安排，《信息

技术服务 IT 职业技能标准 第 1部分 总则》（以下简称“IT 职业技能标准

总则”）标准修订会议暨征求意见会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22 日在广州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东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润和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信息化技术应用发展中心、上海翰纬信息咨询管理公司、

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会议对《IT 职业技能

标准总则》进行了讨论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 

本次会议期间还召开了《IT 职业技能标准总则》征求意见会。会议由广

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办，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东软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信息化技术应用发展中心等参编单位

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专家对《IT 职业技能标准总则》提出了许多中肯的

意见和建议，随后编写组将组织会议处理相关意见，修订标准内容，并做好

下一次征求意见会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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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评价指标（试行） 

评审内容 评审小项 

研发水平 

（35 分） 

1、认定年度前两年企业获得知识产权（含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数量和质量

2、企业技术领先性和创新性 

3、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 

4、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投入 

5、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总人数比例 

经营水平 

（35 分） 

1、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软件开发销售（营业）收入 

2、软件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本企业年度收入总额比例（除年度支持领

域内嵌入式软件和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其他企业不低于 50%） 

3、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利润率水平 

4、品牌知名度 

5、人均软件开发销售（营业）收入 

6、资质认证情况 

7、企业管理状况 

8、企业重大兼并重组情况 

发展潜力 

（20 分） 

1、企业成长性 

2、商业模式创新性 

支撑带动

作用（10

1、支撑国家重大信息化工程建设 

2、对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 

研发水平 

（40 分） 

1、认定年度前两年企业获得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 

2、认定年度前两年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及完成情况 

3、企业技术领先性和创新性 

4、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 

5、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投入 

经营水平 

（35 分） 

1、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 

2、认定年度前两个会计年度利润率水平 

3、品牌知名度 

4、人均集成电路设计销售（营业）收入 

5、企业相关重大兼并重组情况 

发展潜力 

（10 分） 

1、企业成长性 

2、企业发展规划 

3、企业管理和技术团队情况 

支撑带动

作用（15

1、对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 

2、落实国家规划发挥的作用 

摘自《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认定管理试行办法》发改高技[2012]24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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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大连市第三批软件企业认定公告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国发〔2011〕4 号）文件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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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查，

大连华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乐辰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符合软件

企业认定条件，现认定为软件企业。被认定企业须经税务部门批准，方可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企业名称 认定号 

1 大连华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连 R-2012-0008 

2 乐辰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连 R-2012-0009 

 

 
2012 年大连市第五批软件产品登记公告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国发〔2011〕4 号）文件精神，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产品管理

办法》（工信部第 9 号令）的有关规定，经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查，申

请单位产品符合软件产品登记标准，准予 2012 年大连市第五批 25 个软件产

品登记。 

 
序

号 
登记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1 连 DGY-2012-0076 微龙软件银联支付插件软件 V1.0 大连微龙软件有限公司 

2 连 DGY-2012-0077
微龙软件网络摄像头 iPhone 控制软

件 v1.0 
大连微龙软件有限公司 

3 连 DGY-2012-0078
毅信船用 XVL 数据管理系统软件

V1.0 
大连毅信软件有限公司 

4 连 DGY-2012-0079 和华利息计算校验平台软件 V1.0 大连和华科技有限公司 

5 连 DGY-2012-0080 华泰泽临床用药监控系统软件 V3.0 大连华泰泽科技有限公司 

6 连 DGY-2012-0081 海创智慧电梯嵌入式软件 V1.0 大连海创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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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登记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7 连 DGY-2012-0082 HWX GSM 测试仪协议栈软件 v1.0 大连华畅网信技术有限公司 

8 连 DGY-2012-0083
华誉公铁海联运物流信息系统平台

软件 V1.0 
大连华誉科技有限公司 

9 连 DGY-2012-0084
心医 XW 医院检验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

公司 

10 连 DGY-2012-0085 心医 XW体检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

公司 

11 连 DGY-2012-0086 心医 XW医院排队叫号系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

公司 

12 连 DGY-2012-0087 心医 XW电子病历管理系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

公司 

13 连 DGY-2012-0088
环信科技港口溢油检测报警系统软

件 V1.0 
大连环信科技有限公司 

14 连 DGY-2012-0089 奥远私有云服务管理软件 V1.0 大连奥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 连 DGY-2012-0090 FIL 个人投资网站软件 V4.0 FIL(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16 连 DGY-2012-0091 FIL 退休金计划系统软件 V9.0 FIL(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17 连 DGY-2012-0092 FIL 北美全球研发软件 V2.0 FIL(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18 连 DGY-2012-0093
FIL 日本基金网络零售系统软件

V9.0 
FIL(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19 连 DGY-2012-0094
FIL 亚太地区公司财务系统软件

V5.0 
FIL(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20 连 DGY-2012-0095
大工人民法院公文审批系统软件

V1.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21 连 DGY-2012-0096
大工人民法院人事管理系统软件

V1.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22 连 DGY-2012-0097
大工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系统软件

V2.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23 连 DGY-2012-0098
益德药品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分析

软件 V1.0 
益德穿梭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24 连 DGY-2012-0099 益德医疗信息传输软件 V1.0 益德穿梭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25 连 DGY-2012-0100 天呈企业信息化管理软件 V1.0 大连天呈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