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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知 

 
关于申报 2014 年度企业管理进步成果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根据省经信委关于做好企业管理进步成果审定工作的要求，现将我市

申报 2014 年度企业管理进步成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在企业中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结构升级调整；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发

展混合所有制；加强战略管理，创新驱动；整合价值链，创新商业模式；

推进品牌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风险管控，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推进成本管理与控制；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企业开拓市场；现代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坚持节能减排，建设生态型、环保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培育以人文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和谐企业；坚持应用先进的现代

管理理论和方法，夯实基础管理等。 

二、申报要求 

（一）填报企业管理进步成果申报表，撰写成果总结报告。要求 A4

纸大小、一式两份报送，同时须提供电子版。企业管理进步成果申报表、

经济效益常用计算方法可登录市企业联合会网站 http://www.dlec.org.cn 下

载。 

（二）申报管理进步成果应由企业分级审定，认真筛选，择优上报。 

（三）企业管理进步成果评审委员会是在市经信委的领导下，由有关

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请将申报材料于 5 月 22 日前报至大连软件行业协

会。 

联系：宋悦   83655187    83655181   E-mail：songy@dsia.org.cn 
 

太平车险团购月优惠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协会为会员单位争取到了太平车险的优惠活动，车险商业险最低 7 折

优惠基础上再享 8.5 折电销优惠。     

凡在 2015 年 6 余人 30 日前保险到期的私家车均可参加此次活动。几

日起接受预约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5 月 31 日。 

更多详情见协会网站“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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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qinj@d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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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宽带增值电信服务会员协议价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帮助企业节约网络宽带费用，同时享受优质服务，协会已经代表

全体会员与大连长城宽带签订协议。协会会员享受 8折的优惠价格，以及
免费的技术支持、网络诊断服务。具体价格如下： 

 

一年费用价格 
增值电信服务类型 带宽 

协会会员 非会员 

商业用户 100M 4000 5000 

10M 28000 35000 

20M 48000 60000 企业专线（带 IP）

50M 104000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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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 AWSome Day 2015 活动报名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单位： 
 

亚马逊 AWSome day 活动在北京、上海、深圳受到开发者的极大欢迎，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为提升大连企业云计算服务技术能力，特别邀请亚马逊
AWS 共同在大连举办为期一天的 AWSome Day 培训活动。 

届时，由亚马逊 AWS 资深技术讲师进行讲解与阐述：实用的 AWS 技术
运用，多元的 AWS 解决方案，并有机会与 AWS 云解决方案架构师面对面。
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云计算的开发者、系统管理员、架构师、以及技术与业
务管理人员，丰富精彩培训内容值得您期待！ 

AWSome Day 是基于《AWS 核心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的为期一天的免费
培训，亚马逊 AWS的讲师将会循序渐进地带领大家了解 AWS主要核心服务，
包括：计算、存储、数据库、网络以及安全性等。在课程结束后，您将能
在 AWS 云平台上开始构建高扩展性的、安全的应用。 

主办单位：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亚马逊 AWS 
活动时间：2015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五 
具体会议日程及报名见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网站： 
http://www.dsia.org.cn/aws/awsome.html  

mailto:qinj@d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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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eylife 青年社区推广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满足企业员工住房需求，帮助企业留住人才，协会联合 Keylife
青年社区软件工程师公寓，向企业推出精装修，拎包入住公寓。可按月或
按年租赁，享受协会会员优惠价格。欢迎企业电话咨询或现场参观。 

Keylife 青年社区软件工程师公寓位于大连天地软件园，周围商业配
套齐全，房间精装修，家具齐全，优质的物业管理，拎包入住。 

会员优惠：协会会员租赁 6个月送 1个月免租期 
联系人：秦健 沈悦  电话：83643362 
邮箱：qinj@dsia.org.cn  sheny@dsia.org.cn 
 

PIPA 动态 
 

个人信息保护培训通知 
 
各行业相关企业： 
 

为提高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
体系，获得 PIPA 认证的同时取得客户的信任，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决定面
向全国举办 2015 年企业 PIPA 培训班。希望借此培训 

培训对象 
 国内已经取得 PIPA 认证企业的领导、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内
审人员 

 准备加入企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人员 
 准备申请 PIPA资质企业的相关人员 
 希望了解 PIPA体系的相关企业人员 

培训时间 
根据企业联系情况随时进行 

课程内容及安排 
次数 课程内容 

个人信息保护综述 

个人信息保护 2012 版新标准解读 第一次 

个人信息保护安全管理体系（PISMS）架构建立 

个人信息保护组织机构的建立 

个人信息保护方针的制定 
第二次 

《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体系基本规定》、《个人信息管理相关机构职能与职责规定》

的编写 

第三次 特定出公司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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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风险分析及防范 

《个人信息管理规定》、《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规定》的编写 

个人信息保护物理与环境安全技术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文档的管理 

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的执行方法 第四次 

《个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规定》、《文档管理规定》、《宣传教育管理规定》的

编写 

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内审、持续改进 

《内审管理规定》、《违反个人信息保护规章制度的处罚规定》、《持续改进管

理规定》、《意见与建议管理规定》、《个人信息事故应急管理规定》的编写 
第五次 

个人信息保护评价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 

 
联系：宋悦   83655187    83655181   E-mail：songy@dsia.org.cn 

 
日本特定个人信息影响评价：PIA 制度 

 
PIA 制度是英语 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的简称，日本于 2013 年 5

月设立，是为减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而对其进行的事前风险评价。个人信
息一旦遭受侵害，即使有事后损害补偿，但个人信息不会销声匿迹，且事
后救济是有限度的。因此，为使个人信息免遭损害，预防措施是至关重要
的。 

2014 年 4 月 18 日，特定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根据“特定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制定出“特定个人信息保护评价指南”。所有政府机关都有责任
和义务进行 PIA 评价，对以金融机构为首的民间企业推荐实行 PIA 评价。 

 
日本特定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 

 
为确保身份证制度中个人信息的公正使用，2014 年 1 月 1 日日本设立

了属内阁府管辖、独立性高的特定个人情报保护委员会，负责监管包括身
份证特定个人信息的使用、信息保护评价、特定个人信息的宣传、开发，
以及根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国际合作等工作。到 2015 年 10 月身份证制
度实施之际，预定成立由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保障、信息技术处理、以及
民间企业等有识之士等共 7 人组成的委员会，任期 5 年。 

另外, 此委员会的设立，是日本政府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修改，相
关职能及权限的扩大，借鉴英国和法国等设立的个人隐私保护第三方机构
（Privacy Commissioner）而成立的。负责以下事务： 

1. 对特定个人信息的使用进行监视、监督及投诉处理 
2. 特定个人信息保护评价 
3. 特定个人信息保护的宣传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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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前三项工作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研究 
5. 开展国际合作 
6. 上述事务之外与法律（包括法律命令）相关的委员会的工作 
 

 何谓特定个人信息？�
是指个人号码以及与个人号码相关联的其它个人信息�

 特定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
对个人号码的使用进行监视、监管�

 个人信息影响评价（Privacy�Impact�Assessment：� PIA）�
为减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而对其进行的事前风险评价�

 
 

协会活动 
 

群星会大连 IT 俱乐部活动：智能眼镜应用现状及未来 
 

2015 年 4 月 24 日下午，群星会大连 IT 俱乐部在 IC 大厦举办了第三
期活动，邀请了佐臻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 CEO、智能眼镜产业联盟(SGIA)
副理事长、市场战略部部长李传勍作为嘉宾，发表了题为《中国模块化智
能眼镜方案及行业应用案例》的演讲。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和半导体行业协会会长及 30多家 IT企业高管出席
了会议。演讲中，李部长简要介绍了智能眼镜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中国人自己的智能眼镜方案的研发情况，后续会基于这个方案推出各种的
品牌产品。 

李部长所在的智能眼镜产业联盟希望打造一个智能眼镜的模块化平
台，把应用处理器、存储、电源管理无线通信，把所有的设计、开发、生
产的难点统统在模块里面打包，我们中国企业就可以借此在三个月内出一
款样机，在六个月内量产。 

李部长认为，智能眼镜并不等于 Google眼镜，Google眼镜只是 Google
在智能可穿戴设备上的一个概念和尝试，目前真正已经在人类世界产生价
值的智能眼镜不是 Google 眼镜，而是 VUZIXM100 及 EPSONBT-200 这两款
量产商用产品，它们已经通过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及专业应用领域公司之合
作，在人们工作、生活中导入了智能眼镜，在社会中真正的创造出了价值，
用以帮助人们解放双手，掌握第一视角，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利了。
李部长还强调解放双手是智能眼镜最重要的价值，永远的第一视角，所有
指令都用语音和手势、细微姿态等 NUI(NatureUI)来做人机交互，这是人
类的本能。可以透过 AR 增强现实、全景图象、人脸与图像识别算法…等
技术，使工作更加容易、成本降低、错误降低、更有效率。 

演讲现场，李部长带了智能眼镜及周边应用实物进行展示并针对国内
外许多智能眼镜的真实应用案例进行了实物演示和视频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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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西格玛概要”沙龙讲座成功举办 
 

  4 月 11 日，由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主办，PMI 中国大连志愿者承办的
“六个西格玛概要”沙龙讲座在天地软件园举行，项目管理爱好者 30 多
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特邀六西格玛黑带顾问 Nancy 女士，分享了六个西格玛的发展、
管理架构及实际案例。大家就六个西格玛与 PMP 在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展
开了讨论，在分享中共同学习进步。 

 
召开电子信息职业教育集团一届三次理事会议 
 
2015 年 4 月 21 日上午，大连电子信息职教集团一届三次理事会议在

大连电子学校四楼会议室召开。来自集团内的高职院校、中职学校、企业
以及行业协会、出版社等单位代表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大连市教育局职
成处邵建利副处长、市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王健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由集团常务副秘书长李革胜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增院校、企业等五家单位为集团理事单位的议案，
新理事单位的加入进一步扩展了集团办学的层次，丰富了企业资源，壮大
了集团队伍。 

会议审议通过了集团秘书长、大连科技学院软件学院常务副院长王鹏
飞同志做的集团 2014 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审议通过了集团常务副理事长、
大连电子学校校长于龙水同志做的集团 2015 年工作任务报告。 

会上，大连市软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秦健做了《2014 年度大连市软件
与信息服务产业发展及人才需求的报告》，使集团院校更准确的了解了行
业发展的状况与人才需求的缺口与专业方向；大连爱丁数码产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晓明分享了与大连电子学校进行校企合作的成功经验与体会。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集团前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就下一步
集团服务助推职教发展、服务助推产业振兴，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若干
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大连市教育局职成处邵建利副处长对集团 2014年的工作与 2015年的
任务进行了点评，充分肯定了集团的工作，为今后集团的发展提出了具体
要求与指导性意见。 

 

行业动态 
 

全球 IT 竞争力排行 中国 62 位 日本 10 位 

 

  世界经济论坛 14 日在日内瓦达沃斯总部发布《2015 年全球信息技术

报告》，对 143 个经济体的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状况进行排名，日本的综合

排名在 143 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 10，较上年提升了 6个名次。位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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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去年排名第 2的新加坡，这是该国自 2004 年以来时隔 11 年再次荣登

榜首。 

  亚洲地区，除了新加坡一直名列前茅之外，韩国（第 12 位）、香港

（第 14 位）及台湾（第 18 位）也进入了前 20。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大陆、南非（金砖五国）中，只有俄罗斯

提升了名次。对其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的不发达地区仍有很多
人无法使用网络等 IT 设备。中国大陆的名次和上次持平，仍为第 62 位。
（此消息来自日本经济新闻） 
 
行业参考消息 

 百度旗下日本网站 Baidu.jp2015 年近日已经关闭。据悉，这个网

站运营了大约七年时间。百度一名发言人向专门报道亚洲地区新

科技与创业情报的 Tech in Asia 网站说道，关闭日本搜索引擎“并

不妨碍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重开这个网站，也不妨碍我们通过日

本的其他平台推出我们的搜索技术服务”。 （此消息来自中国软

件网） 

 据韩国 IT 企业 Daumkakao14 日消息，公司将通过腾讯动漫、中国

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美蓝漫城等中国线上和移动阅读平台推出旗

下门户网站 DAUM 的 40 多部原创网络漫画（webtoon）作品，开始

全面进军中国等全球网络漫画市场。Daumkakao 计划与各国著名的

网络平台联手，针对当地互联网用户推出网络漫画作品，以本土

化战略开拓全球市场。公司拟以此次进军中国市场为起点，计划

第二季度进军日本市场，并于年内与美国当地漫画企业开展合作。

（此消息来自韩联社） 

 三星集团的 IT 服务子公司三星 SDS 本月 21 日宣布，他们计划在

本月底推出基于指纹的移动支付系统，该系统最初率先在韩国推

出，并将在全球铺开。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指纹支付系统是否为

三星 Pay 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一项服务。（此消息来自极客网） 

 阿里巴巴集团与新浪微博、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共同启动“互联

网+城市服务”战略，联合为各地政府提供“智慧城市”的一站式

解决方案。政府通过接入“城市服务”平台，打造手机上的“市

民之家”，可以更加高效、便捷的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此消

息来自中国经济新闻网） 

 在 IBM 104 年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商用硬件一直是其命脉：早

期是奶酪切片机和卡片穿孔机，最近则是大型主机和微芯片。随

着硬件销售萎缩，IBM 把未来押在软件和服务上，只是这一战略还

没有给 IBM 带来丰硕成果。（此消息来自中国经济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