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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2 年度软件企业年审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软件企业： 

根据《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信部联产[2000]968 号）

文件规定，软件企业认定后实行年审制度。2012 年度软件企业年审工作即将

开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依据文件 

按照《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试行）》（信部联产[2000]968 号）

和《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 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二、年审范围 

通过 2011 年度年审的软件企业及 2012 年度新认定的软件企业。 

三、年审材料 

自 2013 年 1 月 1日开始，软件企业认定和软件产品登记全部在“大连

市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网上办公系统”完成，网址是：

soft.jxw.dl.gov.cn。2012 年度软件企业年审也在网上完成，具体填报材料

如下： 

1．软件企业年审申报表，网上直接填写。 

2．软件企业年审承诺书，网上下载上传。 

3．软件企业三个指标专项审验报告，扫描后上传。 

4．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原件、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年检记录本（2012 年认

定的软件企业除外），送到软件行业协会。 

5．专项审验报告的初审材料五个表（收入明细表、研发费用明细表、

软件企业年审财务审验声明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前三个表可在网站“申

报材料下载”中下载“2012 年软件企业年审材料”）原件，送到大连建元税

务师事务所。 

四、年审时间安排 

1．专项审验材料报送时间截止到 2013 年 3 月 31 日，其中申报企业所

得税减免的软件企业要在2013年 2月 28日前将专项审验材料送到大连建元

税务师事务所。 

2．年审申报材料网上报送截止时间：2013 年 4 月 10 日 

五、年审注意事项 

1、各相关单位务必按照要求的时间进度进行软件企业年审工作，逾期

视为放弃年审，将取消软件企业资格。 

2、一般纳税人申请增值税减免的企业原则要求在报送专项审验材料前

需到相关税务部门办理完结相关退税手续。 

3、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原则要求是报送税务部门的年报报表。 

4、“收入明细表”及“研发费用明细表”中的相关数据按照“2012 年



 

 3 

度软件企业认定及年审执行细则”（见附件）中的划分原则填写。 

六、年审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1.软件处 

联系人：高建国  联系电话：83645627 

地  址：胜利路 38 号华信大厦 3层 

2.软件行业协会 

联系人：潘晓敏  联系电话：83638411 

地  址：高新园区爱贤街 10 号大连设计城 710 室 

3.大连建元税务师事务所 

联系人：崔晓宇  联系电话： 84542602  13664297746  

传    真：：84542612、84542703 

地  址：沙河口区长兴街 137-139 号富鸿国际大厦 A座 510 

详情及附件下载见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网站( http://www.dsia.org.cn） 

           

大连市经信委软件处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我协会组织编制的《信息技术服务 外包 第 2 部分：数据（信
息）保护规范》正式发布实施 

 

2013 年 1 月 1日，由我协会组织编制的全国行业标准《信息技术服务 外

包 第 2 部分：数据（信息）保护规范》（SJ/T 11445.2-2012）正式实施。

这是工信部在 2012 年公布的各行业 681 个标准中唯一一个软件及信息服务

业的标准。 

该标准规定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数据管理原则，数据主体权利，数据

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数据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内审和改进等基本

规则和要求，可为承接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各类组织建立个人信息和商业数

据的保护管理体系提供指导。 

该标准是由大连软件行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鹏、专家组组

长郎庆斌、秘书组组长尹宏，以国家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工作组（ITSS）外包

组副组长的名义，组织全国各地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历经 3年的时间，

在广泛征求了全国各地相关企业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这也是我协

会作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授予的唯一一个全国软件及信息服务业标准

化试点单位所做的成绩，大大提升了我市在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全国标准化工

作中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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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日元快速贬值 外包软件企业注意规避风险 
 

近三个月以来，日元快速单边贬值，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从 100 日元兑换
8.04 元人民币下行至仅能兑换 6.65 元人民币，贬值幅度 17%。受各种因素
影响，日元汇率走势还不明确，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的订单大多以日元
结算，潜在一定的汇兑风险。面对目前的形势，外包企业需要采取必要的措
施，规避日元贬值给企业造成的经营困难。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已经关注到汇率变化对行业的负面影响，近期与多家
外资银行磋商，希望借助金融工具降低企业的汇兑损失。我市规模较大的外
包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并且已经与银行紧密合作，日元贬值对企业经营
造成的影响有限。众多的中小外包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利润率较低的企
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缺少跨境结算的金融知识。为此行业协计划在 3月份举
办跨境结算知识讲座，协会将邀请银行专家讲解案例、面对面交流。具体时
间地点请关注协会网站和 QQ 群（263312082），希望会员企业积极参与。 

 
 

企业互助合作基金说明会召开 
 

2013 年 2 月 4日，由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组织的“民生银行企业互助合

作基金说明会”在高新区设计城召开，高新区 20 多家企业与民生银行专家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针对软件企业轻资产、无抵押物的情况，民生银行将通

过成立互助基金的形式为高新区企业提供贷款业务。此业务为无抵押的纯信

用贷款，支取方便，随支随用，受到了参会企业的欢迎。 

 

 

我协会参与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开始实施 
 

我国首部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
人信息保护指南》（GB/Z 28828-2012）已于 2月 1 日正式实施。 

该标准属国家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类，对于利用信息系统处理个人
信息的活动起指导和规范作用，目的是提高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水平，促进个
人信息的合理利用，该标准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正式进入
“有标可依”的阶段。 

该标准是根据工信部于 2009 年给我协会下达的标准起草任务书，协会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组成了由委员会副主任孙鹏、评价管理组组长曹
剑、仲裁组组长王开红等人的工作小组，历经数年工作而完成。这是工信部
在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试点工作的结果，也是我协会个
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及相关企业、院校专家十余年来辛勤工作的丰硕成
果，及对国家个人信息保护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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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2012年 1—12月中国软件业务累计收入达到25022.3亿元，增长28.5%，

比去年同期增幅下降了 3.9 个百分点。从今年增长趋势看，前十个月处于一

个稳定增长过程，后两个月增长幅度有所提高。从 2011 年与 2012 年增长趋

势线对比看，2011 年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中，而 2012 年处于一个稳定的增

长过程中，整体增长幅度低于去年。 

 

 
（数据来源：国家工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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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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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日本信息服务业销售总额为 10,006,087 百万日元，同比增长 1.0%，与去

年同期增幅比，提高了 3.9 个百分点。日本信息服务业销售收入至 2009 年

至 2011 年，连续三年负增长，2012 年终于转负为正。从 2012 年 1-12 月份

的月度增长趋势看，前 9个月均高于去年的增长幅度，但后 3个月增幅回落，

已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但从整体趋势看，2012 年日本信息服务业状况好于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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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日本互联网相关服务业状况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月报数据，2012 年，日本互联网

相关服务业销售收入为 1,176,657 百万日元，同比增长 8.7%，与去年比，增

幅提高 2.9 个百分点。从 2011 年与 2012 年月度增长比较图看， 2012 年前

8 个月日本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务增长均高于去年同期，但后三个月有比较明

显的回落，已经低于去年同期增长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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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大连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2012 年 1—12 月大连软件业务累计收入达到 9268659 万元，增长 31%，

比去年同期增幅。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平稳的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工信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