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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取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13 年台历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13 年台历现已印制完成，各会员企业可以到大连

软件行业协会办公室领取。 

领取时间：自 2012 年 12 月 12 日起 

会员企业名录，可以登录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网站的[会员园地]---[会

员企业名录]栏目进行查阅。 

想申请入会的企业，可以登录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网站的[会员园地]栏

目，下载并填写《会员单位登记表》，附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送至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办公室并缴纳会费方可入会。 

    联系人：宋悦 

    电话：0411-83655181 

    协会地址：大连市高新区七贤岭爱贤街 10 号大连设计城 710 室 

会员企业服务 QQ 群号：263312082  群号二：281206423 
 
 

关于缴纳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12 年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今年以来，我们实行了双软认定费用减免的政策，为会员企业创造了

宽松的市场环境。为保证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更好地为各会

员企业服务，根据[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章程]第十一条规定，会员企业应履行

按规定缴纳会费的义务。 

2012 年会费标准：单位会员会费为每年 1000 元；理事单位会费为每年

3000 元；常务理事单位会费为每年 10000 元。                                     

还没有缴纳 2012 年度会费的会员企业，请到协会及时缴纳，并更新确

认联系人信息，以便与协会保持顺畅的沟通。 

会员企业名录，可以登录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网站的[会员园地]---[会

员企业名录]栏目进行查阅。 

联系人：宋悦 

    电话：0411-83655181 

邮箱：songy@dsia.org.cn 

会员企业服务 QQ 群号：263312082  群号二：28120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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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第三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 

暨常务理事与经信委领导的联席会议召开 

 

2012 年 11 月 23 日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召开了第三届第四次常务理事。 

出席会议的常务理事听取了协会秘书处的工作汇报，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关于调整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的报告》等四项议案。 

会议第二阶段是以“在中日争端升级的背景下，软件产业所面临的影

响和挑战 ――探讨制定减少影响和应对挑战的策略和预案”为主题的经信

委与协会的联席会议。该主题由市经信委与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的联合主办，

副市长曲晓飞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大连的软件和相信技

术服务业今后的发展，一定要二次创新，特别是经营模式的创新，政府在政

策上和资金上支持创新，他希望并鼓励协会牵头在集约化和建立企业联盟等

多方面探讨新的软件产业发展模式。执行会长、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军主持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协会会长、大连百易软件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远明；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炜、东软集团（大连）有限

公司总经理余克清、大连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时雨等副会长先后

发言，大家结合企业状况，着眼行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扩大内需；外包

高端发展；提高外包核心竞争力；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本地化等策略和模式。 

本次会议圆满结束。会后协会将认真落实会议精神，研讨新的软件产

业经营模式方案。 

 

 

大连软件和信息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成立 
 
为推动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辽宁省和大连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共同指导下，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辽宁省信息安全

与软件测评认证中心联合建立的“大连软件和信息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成立

揭牌仪式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高新园区举行。辽宁省信息安全与软件测

评认证中心大连分中心同时揭牌。平台的成立，旨在整合优势资源，为大连

IT 产业提供第三方的、有资质的、公共的技术支撑服务，其服务范围覆盖软

件测评、信息安全测评、体系认证评估、人才实训和评价、信息系统工程监

理、中国强制性产品（3C）认证检测等服务，平台的成立填补了大连软件和

信息技术公共服务领域检测技术服务的空白，为大连打造千亿级软件和信息

服务产业集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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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在市教委、经信委、人社局、财

政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在各成员单位的精心筹备和积极参与下，大连电子信

息职业教育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召开成立大会。 

职教集团的成立，标志着我市职业教育依托校企深度合作，集聚相关职

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和培训机构的共同力量，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互动

发展，推动我市职业教育的规模化、连锁化和集团化运行的体系的形成。通

过职教集团的建设，可以有效促进校际联合、校企合作，整合优化职业教育

资源，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协会、企业的优势互补，推动具有大连特色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协会作为职教集团的成员单位之一，将秉承“为会

员服务、做政府支撑、促产业发展”的宗旨，发挥其组织、连接的纽带作用，

开展企业职业岗位设定需求调查，为职业院校专业课程设置提供参考依据。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理论为指导，牵头组织以企业和院校为主体的职业岗

位技能标准制定及制定标准化工作的原则和实施方案。为职业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行业自律和市场规范发挥协会应有的作用。 

 

 

精诚合作 专业发展 

――大连市软件行业企业合作发展专项研讨会召开 

 

2012 年 11 月 16 日，由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联合用友软件有限公司举办

的“大连市软件行业企业合作发展专项研讨会”在泰达美爵酒店召开。本次

活动旨在促进行业内企业间业务的相互了解，有效发挥骨干企业的业务平台

功能和渠道优势，实现行业内企业的优势互补，打造高利润产业链的整合，

推进行业与企业自身的双重发展。20 多家企业代表到会，专家和企业代表就

合作模式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讨。相信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定可以

找到更好更为创新的合作模式与方法，最终实现 1+1〉2 的共赢，带动整体

产业链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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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1-9 月，软件产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17531 亿元，同比增长 25.8%，增

速低于去年同期 5.9 个百分点，但高出电子信息制造业 15 个百分点;实现利

润总额 1949 亿元，同比增长 11.2%，低于去年同期 10.9 个百分点。从分季

度数据来看，软件产业增长稳中略呈“趋缓”态势，一、二、三季度分别完

成软件业务收入 4665、6323 和 6543 亿元，增长 26.4%、26%和 25.1%。 

 

2012 年 1—9 月份大连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国家工信部网站发布的 1—9 月份软件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 2012

年 1—9 月大连软件业务累计收入达到 6669468 万元，增长 28.7%，比去年同
期增幅提高了 2.7 个百分点。从今年增长趋势看，一直保持平稳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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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9 月我国服务外包业务状况 
 

2012 年 1-9 月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412.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3.9%，执行金额 30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4%。其中，承接国

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28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4%，执行金额 21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9%，远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出口增速。 

2012 年 1-9 月，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

程外包（KPO）合同执行金额分别占比 60.2%、14.3%和 25.4%。2012 年 1-9

月我国承接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外包执行额依次为 58.1 亿美元、32.7 亿美

元和 31 亿美元，合计占全部离岸合同执行额的 57.5%。 

2012年 1-9月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2682家，新增从业人员80.5万人，

其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含大专）48.9 万人，占新增从业人员 60.7%。 

（摘录：十六大以来商务成就综述之十四） 

 

 

Gartner：2013 全球企业 IT 支出增 2.5% 近 2.7 万亿美元 

 

据国外科技博客 TechCrunch 报道，市场调研机构 Gartner 最新发布的

一份报告称，今年以来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企业 IT 支出乏力，但 Gartner 分

析师认为明年的企业 IT 支出将有“更加实质性的增长”，但这建立在美国和

欧洲避免遭遇“重大的财政危机”基础之上。Gartner 预测，2013 年全球企

业 IT 支出将在今年 2.603 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 2.5%，达到 2.679 万亿美

元。Gartner 称，因为企业已经削减了 IT 支出，因此其没有再次削减的空间

了。Gartner 公司调研主管肯尼斯·布兰特（Kenneth Brant）在一份声明中，

“在过去的几年中，大多数组织已大大削减 IT 支出，除非全球经济遭遇灾

难性打击，从长期来看他们几乎没有进一步减少 IT 支出的空间。”Gartner

预计，从明年到 2016 年间，银行、通信、媒体和服务(CMS)以及制造领域将

成为全球 IT 支出的主力军。在 2013 年，制造业和自然资源企业 IT 支出预

计将达到 4780 亿美元，较 2012 年的 4670 亿美元增长 2.3%；银行和证券业

IT 支出将保持强劲增长，预计将达到 4600 亿美元，较 2012 年的 4450 亿美

元增长3.5%；媒体和服务业IT支出预计达到4260亿美元，较2012年的 4140

亿美元增长 3%。Gartner 称，由于社交媒体和视频的普及，对带宽提出了更

高要求，媒体和服务业内的几个子行业将持续加大 IT 投资，比如一些专业

技术公司和 IT 服务公司、通讯服务提供商、软件和互联网服务公司等。 

（来源：赛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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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份日本信息服务业状况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日本信息服务业产业状况月报数据，2012

年 9 月份日本信息服务业销售总额为 1,178,152 百万日元，同比增长 2.3%，

与去年同期增幅比，提高了 6.4 个百分点。今年 1—9 月的呈现低速增长趋
势。 

 
 

 
2012 年大连市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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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大连市第七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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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5 鲸彩圣道传奇网络游戏软件 V1.2
鲸彩在线科技（大连）有限公

司 

2 连 DGY-2012-0116 鲸彩热血战队网络游戏软件 V1.0
鲸彩在线科技（大连）有限公

司 



 

 8 

序号 登记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3 连 DGY-2012-0117 思派企业资源管理软件 V1.0 大连思派电子有限公司 

4 连 DGY-2012-0118 思派组合员管理系统软件 V1.0 大连思派电子有限公司 

5 连 DGY-2012-0119 思派企业通用管理系统软件 V1.0 大连思派电子有限公司 

6 连 DGY-2012-0120 
思派工业流水线数据采集系统软

件 V1.0 
大连思派电子有限公司 

7 连 DGY-2012-0121 
鑫奇辉货检安全监测系统软件

V1.0 
大连鑫奇辉科技有限公司 

8 连 DGY-2012-0122 
鑫奇辉客运安全生产指挥系统软

件 V1.0 
大连鑫奇辉科技有限公司 

9 连 DGY-2012-0123 信维建安物件情报管理软件 V1.0 大连信维科技有限公司 

10 连 DGY-2012-0124 信维货物分流运输管理软件 V1.0 大连信维科技有限公司 

11 连 DGY-2012-0125 
信维轮船涡轮增压器水下监测系

统软件 V1.0 
大连信维科技有限公司 

12 连 DGY-2012-0126 
通科装饰与屋面工程仿真软件

V1.0 
大连通科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13 连 DGY-2012-0127 
凯博 CFB 锅炉燃烧控制系统优化

软件 V2.0 
大连凯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连 DGY-2012-0128 
东软集团（大连）运营商订制手

机软件 V1.0 
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15 连 DGY-2012-0129 
东软集团（大连）营销管理系统

软件 V3.0 
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16 连 DGY-2012-0130 
东软集团（大连）公共安全智能

防控系统软件 V1.0 
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17 连 DGY-2012-0131 东日信 TM 系统 v7.0 大连东日信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