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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召开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 
 

2013 年 3月 15 日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在大连高新区创业大厦召开了第三

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辽宁省经信委副主任孟继民、辽宁省经信委软件处处

长吕翀南、副处长杨峻松、辽宁省测评中心李倩、大连市经信委主任靳国卫、

大连市经信委副主任唐忠德、市经信委总工马军国、市软件处处长董莉、副

处长尹振习、协会全体常务理事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理事会继续认真贯彻上届会议的精神，协会常务理事纷纷发言，与

政府各部门领导研讨在新形势下大连软件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与机遇，特别

就当前的政策环境向省市领导建言献策。政府领导悉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承诺将尽最大努力为大连的软件企业提供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2013 年软件企业认定网上申报及政策说明会圆满结束 
 

2013 年 3 月 21 日，由大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和大连软件行业协

会、大连建元税务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2013 年软件企业认定网上申报及政

策说明会”在大连高新园区创业大厦 7 层会议室召开，共有来自全市 100 多

个软件企业负责人参加。会上讲解了软件企业认定及软件产品登记网上申报

的流程与相关事项，2012 年度软件企业年审网上申报须知及软件企业财务指

标审验相关政策，让企业 2013 年双软工作能够有序的开展。 

 

 

协会专家应邀参加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建设论证会 
 

3 月 22 日，软件协会专家委员会应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的邀请，悠龙软

件、梯耐德网络、京桥泰克信息、奥远集团、大连华信、海心热力、哥伦布

科技共7位物联网专家出席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学院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建

设论证会。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经过前期的行业企业调研、人才需求分析，《物联网

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初步完成。会议中信息学院马艳红院长介绍了

物联网专业建设理念、建设思路、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置。与会专家介绍了

物联网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物联网人员的从业方向，同时就专业定位、

培养重点、课程内容、校企合作实训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专家也感谢职业技术学院为企业输送了大量人才，为整个行业发展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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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深圳被授予“中国软件名城” 
 

2012 年 11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深圳举行广州、深圳“中国软

件名城”授牌仪式，正式授予两市“中国软件名城”称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杨学山，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深圳市市长许勤，广州市副市长张骥，

以及工信部等其他领导出席了授牌仪式。 

广州在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等传统优势领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并

在数字内容创意产业、工业软件、卫星导航等领域不断涌现新的热点和亮点。

2011 年，广州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达 1750 亿元，同比增长 25%；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相关企业达 3500 余家。 

深圳市以嵌入式软件为着力点，形成了大型行业应用软件、系统集成、

IC 设计多业态、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规模和企

业实力居全国前列。2011 年，深圳市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2250 亿元，其中，

软件出口 141.2 亿美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 

 

 

2013 年 1—2 月我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今年 1-2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4023 亿元，

同比增长 25.4%，增速比去年同期低 0.3 个百分点，比同期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速高 1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437 亿元，同比增长 19.7%，高于去年同

期 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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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大连与中国主要城市软件产业收入比较 
 

根据国家工信部网站发布的 1—2月份全国软件经济运行情况表中的数

据， 2013 年 1—2月份，大连市软件业务累计收入为 192.25 亿元，同比增

长 26%。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七的位置，排在前五位的依次为：北京、

深圳、上海、南京、广州。 

 
 

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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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份日本信息服务业销售总额为 689,642 百万日元，同比增长 1.6 %，

与去年同期增幅比，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从整体趋势看，今年 1 月份与去

年同期和去年三季度比都显示出小幅回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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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摘要) 

 
——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 

 

基础软件。通用基础软件，包括桌面操作系统和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

库管理系统和中间件及办公套件等。嵌入式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包括智能终

端操作系统、数字电视操作系统、面向重点领域应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及实

时数据库等。新型网络化基础软件，包括网络化操作系统、搜索引擎、新一

代浏览器，海量数据管理软件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软件和支撑

工具，包括支撑新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建设的国产新型高性能计

算机、高端服务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 

云计算软件。包括虚拟化管理软件，指将单一或多个物理计算资源建立

与执行一个或多个虚拟化环境并进行资源管理、调度的软件系统。新一代海

量信息智能搜索软件，指通过智能分词、动态存储、变帧压缩等技术实现异

构海量数据索引的软件。智能挖掘软件，指通过知识挖掘、数据挖掘等技术

实现从数据库、数据仓库或其他信息库中的海量数据中获取有效的、新颖的、

潜在有用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软件。其他支撑云计算基础设施的软件产

品，指度量计费、管理运营等支持云计算技术设施服务的其他软件产品。 

移动计算软件平台。包括移动服务运营支撑与开发平台，指支撑移动计

算服务的开发、运营工具及平台软件。智能移动终端软件系统，指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 

信息安全软件。包括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资源的有效控制，

能够为所管理的资源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的可信计算安全软件、安全操作系

统、安全数据库等基础类信息安全软件产品。部署在网络设备、通信终端或

安全域边界上，用于支撑新一代信息网络应用，防御网络攻击的高性能防火

墙软件、统一威胁管理平台软件、网络行为监控软件等网络与边界安全类软

件产品。防范信息系统或终端数据非授权泄露、更改、破坏的数据加密、可

靠电子签名应用安全软件等终端与数字内容安全类软件产品。保障信息系统

正常运行，提供安全基础服务管理与支持以及降低运行过程中安全风险的安

全管理类软件产品。支撑系统安全保障及业务应用安全的风险评估、安全测

评等安全支撑类软件产品等。 

广播电视网络维护及运营支撑软件。包括网络管理、用户管理、数字媒

体内容管理、运营支撑系统、中间件、智能电视操作系统软件等。 

工业软件。嵌入高端装备内部的软件，指被植入到工业产品之中，以达

到自动化、智能化的控制、监测、管理各种装备、机器和系统运行目的嵌入

式软件。产品研发设计软件，指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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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计算机辅助工艺规划（CAPP）、计算机辅助制造（CAM）、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PLM）等系统，产品研发类软件 为企业提供覆盖产品生命周期

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产品制造过程管理 和控制软件，指覆盖生产全流程的

制造执行系统（MES）、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APS）、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PA）、

过程控制系统（PCS）、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等。生产过程管理和控制软

件用来实现对制 造设备、底层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设备的管理以及车间级

的生产计划 与执行过程控制、质量管理等功能。经营管理和协作软件，指

包括企 业资源计划（ERP）、供应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企

业 资产管理（EAM）、项目管理（PM）以及商务智能（BI）等软件。经营 管

理类为企业内外供应链管理、计划控制、客户关系管理等业务运作 的提供

支持。节能减排控制和支撑软件，指支持企业节能减排的系统 与软件。 

高端信息技术服务支撑软件。包括 IT 咨询设计支撑工具软件， 

指行业信息知识库、行业知识库公共服务平台等支撑信息化战略规划 

及实施计划、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测试评估、信 息技

术培训等服务等 IT 咨询设计服务的工具类软件。系统集成实施支撑工具软

件，指支持主机系统集成、存储系统集成、网络系统集成、智能建筑系统集

成、安全防护系统集成、界面集成、数据集成、应用集成等支撑 IT 咨询设

计服务等系统集成实施服务的工具类软件。系统运维支撑工具软件，指支持

基础环境运行维护、软件运行维护、硬件运行维护等系统运维服务的工具类

软件。数据处理支撑工具软件，指支撑数据库活动、业务流程外包、网站内

容更新、文件扫描存储、数据备份等数据处理服务的工具软件。 

数字内容加工处理软件。包括数字内容加工处理技术和软件产品，指对

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内容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加 工处理的软件。

动漫游戏制作引擎软件和开发系统，指整合 2D、3D 图形的算法，提供便捷

的 SDK 接口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动漫、开发游戏的软件和系统。家庭娱乐产品

的软件，指家庭娱乐设备的基础系统、开发平台和应用软件。 

 

 

 

 

 

 

 

 

 

 

 



 

 7 

 

关于准予 2013 年大连市第一批软件产品登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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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大连市第一批 26 个软件产品

登记。 

特此通知。 

 

2013 年大连市第一批软件产品名单 
 

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1 连 DGY-2013-0001 
慈航车用嵌入式系统内核软件

1.0 
大连慈航电子有限公司 

2 连 DGY-2013-0002 
海仕通协同业务平台系统软件

V6.0 

大连海仕通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3 连 DGY-2013-0003 顺利通物联网能源监管软件 V2.0
顺利通科技发展（大连）有限

公司 

4 连 DGY-2013-0004 
盖特尔智慧辽宁手机应用软件

（Android 版）V1.1 

大连盖特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5 连 DGY-2013-0005 科望兴达在线论坛系统软件 V1.0
大连科望兴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6 连 DGY-2013-0006 科望兴达问卷系统软件 V1.0 
大连科望兴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7 连 DGY-2013-0007 科望兴达人事考评系统软件 V1.0
大连科望兴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8 连 DGY-2013-0008 
诚高煤矿职工综合信息查询软件

V1.0 
大连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连 DGY-2013-0009 賽奥林克房屋租赁管理软件 V1.0
大连赛奥林克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 

10 连 DGY-2013-0010 
梯耐德网站运行实时监测系统软

件 V1.0 

大连梯耐德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11 连 DGY-2013-0011 华钦银行综合业务软件 V1.0 大连华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2 连 DGY-2013-0012 宏旗门户管理软件 V2.0 
大连宏旗计算机网络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13 连 DGY-2013-0013 宏旗办公自动化软件 V2.0 
大连宏旗计算机网络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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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14 连 DGY-2013-0014 宏旗人防智能管控软件 V1.0 
大连宏旗计算机网络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15 连 DGY-2013-0015 新桥平板教育平台软件 V1.0 大连新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 连 DGY-2013-0016 
JTEKT SRH-CV00 代码宏定义数值

查询软件 V1.0 

捷太格特科技中心（大连）有

限公司 

17 连 DGY-2013-0017 
JTEKT MIS-WH00 工时系统软件

V1.0 

捷太格特科技中心（大连）有

限公司 

18 连 DGY-2013-0018 
九州公安局出租房屋管理系统软

件 V1.0 
辽宁九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9 连 DGY-2013-0019 九州气象设备管理系统软件 V1.0 辽宁九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连 DGY-2013-0020 
九州人才工作居住证管理系统软

件 V1.0.0.19  
辽宁九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1 连 DGY-2013-0021 
网月无线网络控制器专用软件

V1.0 
大连网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2 连 DGY-2013-0022 网月无线 AP 专用软件 V1.0 大连网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3 连 DGY-2013-0023 
网月上网行为管理审计设备专用

软件 V1.0 
大连网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4 连 DGY-2013-0024 
华录面向运营商的运营支撑管理

平台系统软件 V1.0 
中国华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5 连 DGY-2013-0025 
华录面向运营商的资讯编辑发布

管理系统软件 V1.0 
中国华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6 连 DGY-2013-0026 
华录面向运营商的移动终端应用

市场管理系统软件 V1.0 
中国华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