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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知
2013 年企业 PIPA 培训班报名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帮助企业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应广大企业要求，大连软件行业协

会将于 2013 年 8 月份举办企业 PIPA 培训班，具体培训时间等报名人员确定

后另行通知。

培训主要针对对日和对欧美外包企业，通过培训，企业可以建立个人信

息保护体系，通过 PIPA 的企业可以得到个人信息保护合格证书，以此证明

企业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水平和能力，从而得到客户的信任。

一、培训内容：

1、个人信息保护基础知识及 PIPA 评价体系介绍；

2、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建立；

3、个人信息风险分析分析；

4、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基本规章建立及资料准备；

5、个人信息保护技术物理安全管理措施。

二、培训对象

1、所有已经通过和正在评价过程中的PIPA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如果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必须要参加；

2、报名参加 PIPA 的企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或领导；

3、所有希望学习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建立知识的企业都可以派人参加学

习，不管企业是否要做 PIPA，作为企业自身学习提高的门课程。

三、培训时间

两天半，培训后考试合格发 PIPA 培训证书。具体开班时间确定后会，

发到报名企业邮箱。

四、培训地点

高新区七贤岭爱贤街大连设计城 711 会议室

五、培训费用

会员企业：800 元/人，非会员企业：1000 元/人

有需要参加培训的企业请填写下面的回执，于7月26日之前发送到PIPA

办公室联系人：王开红

邮箱：wangkh@dsia.org.cn

备用邮箱：dlwkh@126.com

PIPA 办公室联系人：赵洁：电话：83655187

财务联系人：于晓莉 电话：83655192

协会 QQ 群号：263312082 群号 2：281206423

mailto:wangkh@dsia.org.cn
mailto:dlwk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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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执

---------------------------------------------------------

单位名称：

地址：

参加人员姓名： 职位：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其它联系方式：QQ 或 MSN 等

参加人员姓名： 职位：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其它联系方式：QQ 或 MSN 等

-------------------------------------------------------------------------------------------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PIPA 办公室

PIPA 新闻

协会召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28 日下午，由 15 名评价员组成的新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

员会成立，选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召开了第一次工作委员会，审议通

过新的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

同时，评价组分别对大连山崎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积水（大连）

住宅技术有限公司；大连九五太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大连东软商业流程咨

询有限公司 4家企业的评价状况进行了汇报。工作委员会在听取汇报后，对

4家企业评审情况进行了讨论，经审核 4家企业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评价企

业的审批。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顾问锅谷健二先生考察协会

6 月底至 7月初，大连软件行业协会顾问锅谷健二先生受日本情报经济

社会推进协会的委托，参加了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

员会工作会议，一同听取了目前 PIPA 的运行状况和企业评价状况。会上锅

谷先生在 PIPA 制度，组织和运行管理方面给与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指导

意见，今后希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评价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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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活动

大连软件行业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7 月 3 日，大连市软件行业召开一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以投

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大连市软件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大连软件行

业协会代表企业方与大连市总工会所代表的员工方正式签订《大连高新区软

件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2012 年，大连高新区软件行业在全国率先签订了高新技术产业软件行

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经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主流新闻媒

体报道，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经过一年的稳步推进，全市软件行业工资

集体协商进一步升级扩面，合同覆盖的企业数量由原来的 589 家增加到 735

家，覆盖职工总数由 11 万增加到 12 万余人。

集体合同确定大连软件行业程序设计、软件测试、动漫渲染等 10 个工

种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计件工资定额标准。同时，按照软件行业内企业职工工

资水平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调整原则，提出了与

企业经营状况相对应的年度平均工资调整幅度指标。

行业信息

第二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即将公布

今年初，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首批 90 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其

中地级市 37 个，区(县)50 个，镇 3 个。大连生态科技新城成为我市唯一入

选项目。

日前，有消息透露，在年初已经公布 90 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第二批

试点城市即将在 6月底完成初审，数量大约为 50 个，两批合计 140 个。

据了解，广东省将于 2013 下半年正式大范围启动“慧眼工程”的建设

和投资，其中广州市未来 3年平安城市建设投资即达 70 亿元。

据住建部预计，“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投资总规模将达到 5000 亿元；

长期而言智慧城市投资规模将超过 10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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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月中国签订服务外包合同近 300 亿美元

据商务部统计资料，2013 年 1-5 月份，中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 55160

份，合同金额达 27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3%。统计信息显示，信息技术

外包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中占较大的比例。今年 1-5 月份，信息技术外包、

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占比分别为 54.5%、13.8%和 31.7%。

服务外包产业的就业规模亦在稳步扩大，为中国的就业作出了明显的贡

献。1-5 月份，中国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 30.2 万人。截至 5月底，中国共

有服务外包企业 22271 家，从业人员 459.8 万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的 317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67.7%。

2013 年 1-5 月我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2013 年 1-5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总体保持平稳，但 5月份收

入增速略有下降，软件出口持续低迷，外包服务出口明显放缓。1-5 月实现

软件业务收入 11034 亿元，同比增长 24.2%，增速低于去年同期 3个百分点，

比 1-4 月下滑 1个百分点。其中 5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增长 20.9%，增速比 4

月下滑 5.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 9.9 个百分点。1-5 月产业运行呈现以

下特点：

IC 设计和嵌入式系统软件明显放缓

软件出口持续低迷，外包服务继续放缓

数据处理和系统集成服务增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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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5 月大连与中国主要城市软件业收入比较

根据国家工信部网站发布的 1-5 月全国软件经济运行情况表中的数据，

对2013年 1-5月大连市软件产业收入情况及在19个主要城市中的排名位置

进行比较分析。2013 年 1-5 月，大连市软件业务累计收入为 463.8236 亿元，

同比增长 27%。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八的位置，与 4月排名相同。增长

速度最快的城市是杭州，同比增长 39%。

车联网悄然兴起 助力智能交通产业发展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超过 20 万用户正在体验车载信息服务。预计到

2015 年，我国用户规模将达到 4000 万，到 2020 年，可控车辆的规模将超过

2亿。如今，车联网已逐渐由概念走向应用。随着车联网相关技术的逐渐成

熟，3G、CallCenter、云平台与语音识别技术等均已开始与车联网产业深度

融合，在市场需求带动下，车联网终端设备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大连随车记网研发的“车辆远程诊断管理平台”通过汽车检测接口远程

读取行车电脑数据，把车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结合应用。目前已在全国有 500

多家客户，车载终端超过 16 万台，而公司仅有 15 人。同时该公司研发的出

租叫车手机终端已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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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4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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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状况月报数据，2013年4月份日本信息服务业销售总额为61.1307

百万日元，同比增长 2.2 %，而去年同期增幅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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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呈现爆发式增长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 1511.4 亿

元，同比增长 89.2%。预计 2016 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将突破万亿，

这预示着移动支付高速发展时期即将到来。

何为移动支付？顾名思义，移动支付一定是以移动终端设备为基础。利

用任何形式的移动设备终端，通过运营商网络，用户在某一支付平台发起的

一种资金从一个账户支付到另一个账户的支付行为，用以满足用户购买商品

或服务、转移资金的便捷性需求。

目前，移动支付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一、独立客户端，比如支付宝、财付通等，用于公共事业缴费、信用卡

还款等个人业务。

二、应用内支付，移动应用内嵌第三方支付接口进行支付，比如游戏 App

的应用内支付用内支付。

三、近场支付（采用 NFC、RFID 等技术），用户携带内置 NFC 芯片智能

手机就能进行支付，把手机变成钱包。

四、刷卡支付，如 Square、PayPal Here，消费者只要持有银行卡，在

手机刷卡器上进行刷卡支付。

五、其他 SP 代扣、IVR 等也属于广义的移动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