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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成功召开 

 12 月 16 日-18 日，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演讲，提出互联网发展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

家园，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

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 

会上，来自全世界五大洲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政府官员、国际机

构负责人以及专家、企业家等各方嘉宾围绕“互联互通·共享共治 ——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主题，就全球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互联网与可持续发展、互

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以及互联网哲学等诸多议题进行探讨、交流。“互联

网之光”博览会的举办，充分展示中外互联网前沿技术和最新成果，展示中国互联

网 20 年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协会副理事长单位阿里巴巴、创业软件、海康威视、华三通信、三维通信、

大华技术等，常务理事单位聚光科技、银江股份、盘石信息等，理事单位安恒信息

等，会员单位城云科技、泰一指尚、数梦工厂等企业受邀参加了此次盛会，并设立

展位亮相“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浙江软件风采。我协会参与了本次

大会的组织工作，协同举办了“数字中国”论坛——“行观天下 · 智慧城市”议

题，组织快威科技、新世纪电子、新中大软件、公众信息、网新科技、信雅达、金

华利诚等 19 家企业参加了论坛，组织了 21 家会员企业参观了“互联网之光”博览

会。 

中德智能制造/工业 4.0 发展与标准化交流会召开 

12 月 16 日，首届中国智能制造/工业 4.0 发展与标准化交流会在上海召开。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等作了主旨报告，就未来中德两国在智能制造、工业

4.0 领域的合作提出六点建议。一是共同商定并积极推动重点领域的合作；二是共

同推动标准化工作；三是共同深化两国政府指导下的对话机制；四是共同开展战略

研究合作；五是共同开展试点示范和经验交流；六是共同主办中德智能制造论坛。

同期，中德双方还就智能制造/工业 4.0 的重点领域合作、标准制定等话题举行了专

门对话会，确定了双方下一步合作重点和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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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信息通信合作部级战略对话在北京召开 

12 月 17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共同举办的第三次中韩

信息通信合作部级战略对话在北京召开，工信部部长苗圩和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长

官崔阳熙共同出席会议并致辞。对话中，中韩双方就 5G 技术和产业化、网络安全

应急处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苗圩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创

新更加活跃，行业发展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催生了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新应

用。中韩两国信息通信各具优势，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充分利用部

级战略对话这一重要平台，保持密切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和本地区

信息通信的不断发展。 

产业动态 

信软司：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开启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新征程 

“十二五”时期，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迅速扩大，软件业务收入预

计达 4.3 万亿元，是“十一五”末的 3.3 倍，创新能力稳步提高，骨干企业竞争力

大幅提升，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在由大变强的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两化融合深

入推进，重点行业信息化步入集成应用新阶段，信息消费迅速扩大，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发展的新引擎。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

发展将步入新的阶段，2016 年重点抓好六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制

造 2025》的产业支撑；二是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三是全面布局

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示范；四是切实抓好“互联网+”行动贯彻落实；五是加快安全

可靠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六是加强工业信息安全保障支撑能力建设。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政策实务工作培训会议在嘉兴召开 

12 月 28 日，省经信委在嘉兴召开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政策实务工作培训会议，

吴君青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邀请了省财政厅、嘉兴国税局等领导出席，来

自各地市的 60 余位经信领域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软件处处长胡蓓姿主持。吴君青副主任介绍了我省软件产业发展情况，

指出近年来我省软件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产业集聚效应突出，网络服务支撑能力提高，但符合行业特点的协同管理机制仍未

形成，跨界人才、领军人才仍然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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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软件处王伟平副处长就《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园区、小镇）

建设实施方案》进行解读；省财政厅吴中秋处长介绍了财政资金相关事宜；嘉兴国

税局流转税处副处长王建生介绍了软件产品退税备案办法；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所

介绍了软件产品评测服务具体流程；省软件行业协会介绍了协会软件著作权代理和

推荐情况以及软件产业统计制度，演示了统计网上直报系统。 

3D 打印操作系统国产化 

3D 打印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未来三年，国内 3D 打印市场将进入井喷期。3D

打印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为企业提供优化的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实际应用和与工

业级相匹配的完整的整体性解决方案，这样才能抢占市场份额，才能在 3D 打印行

业的发展中异军突起。从面市的产品上看，目前主流的产品主要采用两种技术，一

是 FED 开源技术，二是 SLA 技术，但是这两项均为国外厂商的专利技术。近期，

国内发布首款 3D 打印操作系统 Riverside OS，在打破国外厂商的垄断方面迈出了

一大步。 

企业天地 

2015 年度优秀软件产品名单揭晓 我省六件软件产品入围 

12 月 7 日，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公布 2015 年度推广优秀软件产品活动名单。年

度优秀软件产品的评选旨在全国范围推广优秀软件产品，培育著名软件品牌，为广

泛实施的政府采购、公共大宗采购、大型重点信息工程招标评标、遴选优秀软件产

品做准备。全国共有 71 件软件产品入围。经过我协会的精心组织和申报企业的认

真准备，我协会六家会员单位的六件产品成功入选“2015 年度优秀软件产品”，具

体名单如下： 

申报单位 软件名称 

杭州中软安人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软安人税务行业知识库管理系统软件 V1.0 

浙江中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正指纹识别算法软件 V1.0 

创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智慧医疗服务平台软件 V1.0 

浙江启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启程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系统软件 V2.0 

杭州麦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麦狐微后勤服务管理平台软件 V3.0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银江基于大数据的交通信息分析研判系统软件 V1.0 

我协会会员单位城云科技、泰一指尚荣获 2015“金 i 奖” 

12月 18-19日，第十三届中国互联网经济年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我协会会

员单位城云科技荣获“2015 年度优秀智慧城市年度企业”金 i 奖，泰一指尚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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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最具创新力网络营销公司”金 i 奖。金 i 代表各行各业因网络而重生的新经

济产业的未来，代表对事物本质的探索，代表最优秀的创新以及创新背后的精神源

泉。此次获奖，意味着城云科技、泰一指尚在创新探索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与肯定。 

阿里巴巴与国家认监委信息中心合作 打通 3C 认证数据库 

12 月 24 日，阿里巴巴集团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中心（下称“国

家认监委信息中心”）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推出“云桥”数据共享机

制，阿里巴巴宣布成为首家直接接入国家 CCC 认证信息数据库的电商平台。 

据介绍，随着“云桥”的建立，在线商品数据与国家权威管控数据得以打通，

阿里巴巴可以实时读取认监委 CCC 认证信息数据库，从而对强制 CCC 认证的商品

实施全流程的管控，确保平台上的商品质量。同时，平台对消费者投诉质量问题较

为集中、抽检结果不合格的商品进行数据统计，通过“云桥”回流给国家相关质量

监管部门，使政府监管部门能够通过数据共享，将品质监管触手全面覆盖到在线商

品类目中，形成一个数据监管的双向闭环。 

政策资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的通知 

12 月 14 日，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的通知》（工信

部信软〔2015〕440 号），意见提出总体目标，到 2018 年，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

一步深化，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提出七项行动计划：

一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和标准建设推广行动；二是智能制造培育推广行动；三是新

型生产模式培育行动；四是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行动；五是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培

育行动；六是网络基础设施升级行动；七是信息技术产业支撑能力提升行动。 

省经信委、财政厅联合发布 

《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园区、小镇）建设实施方案》 

12 月 11 日，省经信委、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产

业基地（园区、小镇）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浙经信软件〔2015〕495 号），通

知明确 2016 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园区、小镇）建设计划：示范基地 4 个、

特色基地 5 个、创业基地 5 个。省财政将连续 3 年在工业与信息化专项资金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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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园区、小镇）建设”分配因素，其中：对示范基

地（园区、小镇）一次性支持资金 1000 万元；特色基地（园区、小镇）一次性支

持资金 600 万元；创新基地（园区、小镇）一次性支持资金 300 万元。 

省科技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众创空间管理与评价试行办法》的通知 

12 月 25 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关于印发《浙江省众创空间管理与评价试

行办法》的通知（浙科发高〔2015〕193 号），旨在进一步指导和推动众创空间健

康可持续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办

法提出参与考评的众创空间应当具备的五个条件以及绩效考核的七个主要评价指

标。办法将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实行。届时，对全省众创空间绩效评价结果排名

前 20 位的，每家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并授予省级优秀众创空间称号。 

热点追踪 

2016 互联网行业十大预测 

2015 年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不寻常的变化之年，在国家提出“互联网+”的趋势

下，互联网渗透到各个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2016 年互联

网行业十大预测聚焦新锐科技：一、基于云计算的新平台和服务将繁荣发展，创造

新的价值；二、大数据驱动创意个性化定制，促使企业高瞻远瞩；三、人工智能将

加强金融领域的智能化和反欺诈，大规模取代商业分析；四、区块链将逐步超越比

特币引发新变革；五、多元化征信体系将影响金融行业的发展；六、人类微生物学

将成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前沿科技；七、处方类视频游戏将辅助认知障碍类疾病的治

疗；八、虚拟现实医疗潜力无穷；九、数据共享将促进可穿戴设备行业协同发展；

十、产业价值链之家联系加深，追求开放性的企业将推动去中介化进程。 

工作动态 

2015 年度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重点企业恳谈会在杭州成功召开 

12 月 30 日，受省经信委委托，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主持召开了 2015 年度浙

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重点企业恳谈会，这是我协会自 2013 年来第三次举办此一

会议。省经信委副主任吴君青、软件处处长胡蓓姿、信息化推进处处长姚建中等领

导出席会议，省软协顾问、工程院院士陈纯以及来自阿里巴巴、网易、网新、华三

等 28 家重点软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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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蔡家楣理事长主持。陈院士从大数据引擎、区块链技术等方面介绍了当

前科技发展情况。随后 28 家企业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企业的情况、面临的问题以及

发展思路，并向政府部门提出了七点希望。 

吴君青副主任做总结发言，介绍了“十二五”期间我省软件产业发展特点和“十

三五”发展趋势，指出“十三五”期间软件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同时指出下阶段工

作重点，一是提升持续创新基础能力，二是培育新模式新业态，三是发展多形态创

业创新，四是加强区域创新合作，五是推进新业态示范应用，六是加快产业载体建

设。 

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园区发展研讨会 

在中国·乌镇互联网产业园召开 

12 月 22 日，由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主办，桐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承办的浙江

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园区发展研讨会在中国·乌镇互联网产业园成功召开，省经

信委软件处处长胡蓓姿、桐乡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荣奎、副主任姚富强等领导

出席会议并致辞，近百名园区运营专家及政府主管部门相关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由屠娇绒副秘书长主持。胡蓓姿处长作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关扶持政策介

绍，同时充分肯定我协会在软件企业、软件产品评估方面所做的工作。王小号副秘

书长介绍了《软件企业评估规范》、《软件产品评估规范》两项标准的相关工作。 

中国·乌镇互联网产业园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元钦介绍了中国·乌镇互联网产业

园的详细情况。同时，杭州东部软件园董事长方晓龙、杭州市上城区电子机械功能

区管委会副主任方文伟、杭州网新长城执行总裁周璞作为企业主导、政府主导、第

三方主导的三种运营模式的代表作特色园区发展经验介绍。 

蔡家楣理事长总结了我省软件产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杭州滨江高新区取

得成功的原因。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乌镇互联网产业园。 

省软协 2015 年度新入会会员 128 家 

按照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自愿申请，理事会审查通过，2015

年度我协会新入会会员 10 批，共计企业 128 家，其中杭州企业 100 家，嘉兴 10 家，

温州 6 家，金华 4 家，湖州、丽水、台州各 2 家，衢州、舟山各 1 家。协会的发展

离不开会员单位的支持，2016 年我协会将继续履行好行业引导、行业自律、行业

协调、行业服务的职责，为促进浙江省软件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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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软协开展服务满意度及会员单位 2015 年度发展情况调研 

为了解会员单位 2015 年度发展情况以及对协会服务的满意度，省软协开展调

研活动，特发两张问卷。1、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2015 年度发展情况调查

表。2、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请各会员单位积极配合，认真

填写，并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反馈至协会。 

双软评估 

12 月“双软评估”统计 

根据《ZRB001-2015软件企业评估规范》、《ZRB002-2015软件产品评估规范》，

经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评估，2015年 12月共认定软件企业 35家，软件产品 60件。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 

12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12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双软评

估”统计 

杭州 32 69 51 81 

温州 0 1 0 0 

嘉兴 1 2 3 3 

湖州 0 1 2 6 

绍兴 0 0 2 10 

衢州 0 1 0 1 

金华 2 3 1 13 

丽水 0 0 0 0 

台州 0 0 0 8 

舟山 0 0 1 1 

合计 35 77 6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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