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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知 
 

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高级研修班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抓住机遇，有效的应对挑战。

2013年 9月 10日至 13日在大连东软举办《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

高级研修班。通过典型案例，更详细具体的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内容。为企业

的适时转型与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帮助企业实现原有优势

并向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拓展。 

本次培训全程免费，并提供自助午餐、结业交流晚宴、结业人社局颁发

证书。 

详情浏览协会网站通知。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13年 8月 21日 

 

 

系统架构设计、嵌入式两高研班领证通知 
 

各会员企业： 

2013年系统架构设计高研班和嵌入式高研班结业证书已经印刷完毕，请

参加培训的单位或学员本人及时领证。 

地址：高新区七贤岭设计城 702室 大连软件协会 

联系人：秦健  83643362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13年 8月 26日 

 

 

评选首届大连嵌入式领域十大杰出青年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大连嵌入式企业： 

嵌入式系统是跨行业和学科的聚合技术，也是实现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前

端支撑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会加速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产

品的创新和研制工作，促进产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同

时，嵌入式系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会带动一系列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发展，

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提高产品的品种和技术含量，扩大产量和市场

占有率提供重要机遇，是保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增长点。 

嵌入式系统技术是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信息技术。青年始终是推动嵌

入式系统发展的主力军。工作在嵌入式系统研究、生产、教育、培训及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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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的青年技术人员，为推动嵌入式系统技术发展做着重要贡献。 

为表彰青年技术人员在嵌入式系统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取得的成绩，激励

青年技术人员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决定在大连

范围内组织评选“首届大连嵌入式领域十大杰出青年”。本届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结果，将在 20 1 3年 1 0月 10日举办的“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分

会成立大会”上公布和颁发证书，并将通过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进行广

泛宣传。并且，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将推荐优秀者候选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

式系统分会、中国嵌入式系统产业联盟发起的“中国嵌入式系统十大杰出青

年”评选活动，并有机会于 10月 23日到长沙领奖。 

参加评选大连嵌入式领域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的条件为： 

1. 省、市级获奖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人员； 

2. 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或论文的作者； 

3. 在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的产品研发负责人； 

4. 在嵌入式人才培养有突出贡献的导师； 

5. 在嵌入式外包领域拓展国际市场的负责人； 

6. 为本单位和地区利税带来较大收益的项目技术负责人。 

凡在嵌入式领域各岗位上工作，取的上述几方面之一的成绩，年龄在 45

岁（含）以下的青年，经本单位推荐，都可做为大连嵌入式领域十大杰出青

年候选人。 

请有关单位协助推荐大连嵌入式系统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并请于 9月

20日前将推荐表邮件至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联系人：秦健    电话：83643362    邮件：qinj@dsia.org.cn 

 

协会活动 
 

第七届东北软件及信息服务业联盟年会召开 
 

 8月 29日，第七届东北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联盟年会在吉林召开，中国

软件行业协会赵小凡理事长参加本次会议，吉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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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软

件行业协会和哈尔滨软件行业协会均派代表参会。 

会上赵小凡理事长就中国软件行业的形势做了分析，对协会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着重强调了协会要为企业做好配套服务，要帮助企业更好的申

报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认定和双软认定。各协会分别介绍了上半年各地

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状况，交流了各地的工作进展和经验。通过本次

会议，加强了各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了协会之间的感情。与会者纷

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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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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A 新闻 
 

5 家企业通过 PIPA 复审 
 

2013年 8月 7日下午，由 12名评价员参会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

召开。 

评价组分别对大连磐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博电脑工程有限公司、大

连希潽可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艾拉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宝尔软件（大

连）有限公司等 5家复审企业的评价状况进行了汇报。工作委员会在听取汇

报后，对 5家企业评审情况进行了讨论，经审核 5家企业通过了个人信息保

护评价企业的审批。 

 

第五期企业个人信息保护评价培训圆满结束 
 

2013年 8月 14日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主办了为期三天的“第五期企业个

人信息保护评价培训班”，来自大连和上海 30多家企业 50多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王开红、郭玉梅、吕蕾蕾三位专家讲解了企业个人信息保护

体系建设、个人信息风险分析与控制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企业解决个人信息

保护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培训最后还安排了结业考试，合格的学员获得

了 PIPA结业证书。此次培训对进一步提升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提高

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行业信息 
 

东方测控：物流网技术助力海关货物监管 
 

日前，大连东方测控成功签约了河南新乡口岸作业区车辆查验场海关卡

口联网监管系统项目，这是该公司实施的第 14个海关卡口类项目。此前已

在营口鲅鱼圈实施 8家、庄河 1家、大连机场 2家、丹东 2家，都正式通过

了海关的验收。该产品已获得了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颁发的物流企业信

息化案例奖。 

东方测控海关卡口联网监管系统，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通过卡口设备

自动采集数据，与海关风险信息平台分析数据相结合，解决货物在装卸、堆

放、查验、转关运输、放行等环节中的信息监控和实体监控相结合的问题，

从而加强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有效监管，同时增强监管场所企业信息化管理

水平，提高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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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公布第二批 103 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8月 5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了第二批 103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

其中市区 83个，县镇 20个。庄河市、大连市普湾新区今年进入智慧城市试

点名单，加上去年进入试点名单的大连生态科技新城我市共有 3个智慧城市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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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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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月全国软件经济运行情况表中的数据，

对 2013年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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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月，大连市软件业务累计收入为 712.1872亿元，

同比增长 26%。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 9的位置，与 6月相比较被济南超

过，排名下降一位。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是武汉，同比增长 38%。 

 

 

 

 



 

 6 

双软认定 
2013 年大连市第三批软件产品登记公告 

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1 连 DGY-2013-0059 
红莲红矿井综合安全监控管

理系统 V1.0 

大连红莲红科技有限公

司 

2 连 DGY-2013-0060 
红莲红养老院办公自动化系

统软件 V1.0 

大连红莲红科技有限公

司 

3 连 DGY-2013-0061 
环宇大客户语音分流系统软

件 V1.0 

大连环宇阳光集团有限

公司 

4 连 DGY-2013-0062 
环宇移动 CDMA2000 系统客户

中心管理软件 V1.0 

大连环宇阳光集团有限

公司 

5 连 DGY-2013-0063 
环宇小型通用信息平台系统

软件 V1.0 

大连环宇阳光集团有限

公司 

6 连 DGY-2013-0064 
龙图通用机打开票系统（出口

发票专用）软件 V1.0 

大连龙图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7 连 DGY-2013-0065 
DHC-iOrder 电子点餐系统软

件 V1.0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8 连 DGY-2013-0066 
DHC-iOrder 电子点餐系统

iPad软件 V1.0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9 连 DGY-2013-0067 
昕辰随e听新概念英语教学辅

助软件 V1.0 

昕辰教育科技（大连）有

限公司 

10 连 DGY-2013-0068 日信考勤管理软件 V1.0 大连日信软件有限公司 

11 连 DGY-2013-0069 
思玛特软件项目可视化管理

系统软件 V1.0 

大连思玛特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2 连 DGY-2013-0070 
心医医学影像三维可视化与

后处理工作站软件 V2.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13 连 DGY-2013-0071 
心医骨科阅片与诊断工作站

软件 V2.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14 连 DGY-2013-0072 
心医乳腺专用阅片工作站软

件 V2.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15 连 DGY-2013-0073 
心医心电远程会诊系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16 连 DGY-2013-0074 
心医医学影像智能化打印系

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17 连 DGY-2013-0075 
心医心电电生理管理信息系

统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18 连 DGY-2013-0076 
威科姆嵌入式智能界面模块

软件 V2.0 

大连威科姆电子有限公

司 

19 连 DGY-2013-0077 必由学增值评价软件 V1.0 
大连必由学教育网络有

限公司 

20 连 DGY-2013-0078 
枫升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

综合服务平台软件 V1.0 
大连枫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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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21 连 DGY-2013-0079 
枫升辽宁省机动车驾驶培训

考试智能管理系统软件 V1.0 
大连枫升科技有限公司 

22 连 DGY-2013-0080 
HWX WCDMA 测试仪协议栈软件

V1.0 

大连华畅网信技术有限

公司 

23 连 DGY-2013-0081 
中科海德数字化工厂管理软

件 v1.0 

大连中科海德自动化有

限公司 

24 连 DGY-2013-0082 
天宝智能电力调度系统软件

V1.0 

大连天宝世纪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5 连 DGY-2013-0083 HWX LTE 终端协议栈软件 V1.0 
大连华畅网信技术有限

公司 

26 连 DGY-2013-0084 
东方测控车牌识别系统软件

V1.0 

大连东方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27 连 DGY-2013-0085 
东方测控自动放行控制系统

软件 V1.0 

大连东方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28 连 DGY-2013-0086 大连天虹录音系统软件 V1.2 大连天虹网络有限公司 

29 连 DGY-2013-0087 天虹 IVR语音系统软件 V3.0 大连天虹网络有限公司 

30 连 DGY-2013-0088 
鲸彩名枪世界网络游戏软件

V1.0 

鲸彩在线科技（大连）有

限公司 

31 连 DGY-2013-0089 英极个人/企业信贷系统 V4.0 
英极软件（大连）股份有

限公司 

32 连 DGY-2013-0090 英极外汇交易系统 V3.0 
英极软件开发（大连）有

限公司 

33 连 DGY-2013-0091 
鲸彩世界之末日屠龙网络游

戏软件 V1.1 

鲸彩在线科技（大连）有

限公司 

34 连 DGY-2013-0092 思派电子菜单系统软件 V1.0 大连思派电子有限公司 

35 连 DGY-2013-0093 
思派进销存管理系统软件

V1.0 
大连思派电子有限公司 

36 连 DGY-2013-0094 
东方测控 IC 卡识别系统软件

V1.0 

大连东方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37 连 DGY-2013-0095 
陆海嵌入式船岸一体化信息

平台软件 v1.0 

大连陆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8 连 DGY-2013-0096 
环信航海雷达溢油监测系统

软件 V1.0 
大连环信科技有限公司 

39 连 DGY-2013-0097 
新程 BPO 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V2.0 
大连新程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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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书编号 软件产品名称 申请单位 

40 连 DGY-2013-0098 
辽安高科身份宝公安联网核

查软件 V1.0 

大连辽安高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41 连 DGY-2013-0099 
心医医疗信息集成平台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42 连 DGY-2013-0100 
心医手术麻醉管理信息系统

软件 V1.0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

（大连）有限公司 

43 连 DGY-2013-0101 泛东教育服务系统软件 V1.0 
大连泛东世纪科技有限

公司 

44 连 DGY-2013-0102 易健工具箱ipad 版软件V1.0 
大连易健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45 连 DGY-2013-0103 
海融社区教育特色资源管理

系统软件 V2.0 

大连海融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46 连 DGY-2013-0104 
楼兰经销商网站群内容管理

软件 V1.0 

大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7 连 DGY-2013-0105 
楼兰物流车辆管理平台软件

V1.0 

大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8 连 DGY-2013-0106 
思玛特日本邮政票据管理系

统 V1.0 

大连思玛特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49 连 DGY-2013-0107 楼兰数据集成套件软件 V1.0 
大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0 连 DGY-2013-0108 
楼兰经销商互动培训软件

V1.0 

大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1 连 DGY-2013-0109 
楼兰汽车行业信息管理系统

软件 V1.0 

大连楼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2 连 DGY-2013-0110 
大工人民法院法官辅助办案

系统软件 V1.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

公司 

53 连 DGY-2013-0111 
大工人民法院庭审管理系统

软件 V1.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

公司 

54 连 DGY-2013-0112 
大工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管理

系统软件 V1.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

公司 

55 连 DGY-2013-0113 
大工人民法院数据远程备份

系统软件 V1.0 

大连大工软件工程有限

公司 

56 连 DGY-2013-0114 博翔 CMM周报系统软件 V1.0 
大连博翔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57 连 DGY-2013-0115 博翔通用领稿系统软件 V1.0 
大连博翔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58 连 DGY-2013-0116 
ILC 嵌入式自动控制及编程系

统软件 V2.32 

爱尔希（大连）科技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