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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第九届中国软件渠道大会
暨 2016 中国软件生态大会（杭州站）成功举办
6 月 29 日，第九届中国软件渠道大会暨 2016 中国软件生态大会（杭州站）
在浙江梅地亚宾馆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指导，中国软件网、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主办，以“共建企业应用生态”为主题，携手网易、阿里云
等企业大咖，为来自全国各地近 200 余名优秀系统集成商、用户、软件开发商、
渠道商带来了一场有关企业应用生态的思想盛宴，受到了政府、院校、园区的普
遍关注和支持。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网易战略总监孙志岗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
示，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大背景下，浙江软件业发展态势良好，希
望软件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渠道大会这一合作对接平台进行深度的交流，共建企业
应用生态圈。阿里云生态合作总监丛永罡作为特邀嘉宾在大会发言。他表示，

作为中国云计算市场的知名品牌，阿里云在产、销、学、创等多个方面，推动
中国云生态在技术合作、伙伴转型、创新发展全方位升级。同时围绕大会主题，
东软集团网络安全事业部副总经理张泉、用友网络企业互联网平台事业部总经理
罗小江、用友优普浙江区总经理钟义平、APICloud 创始人兼 CEO 刘鑫、久其云
福总经理曾笛、华途软件技术总监王小二、致远软件渠道总监方文明分别发表了
精彩的主题演讲。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圆满落幕
6 月 19 日，由国家商务部、科技部、中国贸促会和辽宁省政府主办，大连市
政府和中国服务贸易协会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简称：
中国软交会）圆满落幕。本届软交会以“数据·共享，智慧·创新”为主题，通
过展览、论坛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全方位展示 IT 产业的新技术、新思维和新模式，
分享数据智能时代城市进步，探讨商业智能发展方向，感受科技未来全新体验，
呈现更加智能、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
参展企业和团组包括：SAP、埃森哲、IBM 、
松下等 1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
国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团组，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河北、浙江等 39 个
国内省市团组，以及华为、东软、文思海辉、华信、金蝶等 743 家国内外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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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召开
6 月 21 日，2016（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
届大会主题为“繁荣网络经济 建设网络强国”。在 21 日至 23 日的三天议程中，
众多中外网络专家学者、网界企业高层齐聚北京，共商我国网络经济发展，为建
设网络强国献智献力。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中国互联
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等领导出席开幕式论坛。陈肇雄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报告。
他指出，我国互联网从蹒跚起步到阔步向前，从根植本土到走向世界，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创新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本届大会共设置“分享经济”
“互联网前沿技术”
“互联网创新创业”
“智能制
造”
“互联网+现代农业”
“互联网安全”“国际交流”等板块。除了传统的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专题论坛，今年新增了分享经济、跨境电商、WIFI 技术
应用等热门领域论坛。

产业动态
中国首项大数据国际标准提案获通过
近日，在美国孟菲斯召开的“数据管理与交换”分技术委员会 2016 年全会上，
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大数据技术提案“sql 对 mapreduce 及与之相关的流数据处理的
支持”完胜美国、德国，获得 sc32 全会决议通过。
据悉，该项目中国国家成员体的发起人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卫凤
林和柏睿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刘睿民。评审会专家认为，该提案标志着
我国大数据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提升了我国在数据库语言领域的
标准话语权。

数据显示：2016 年移动支付用户将突破 10 亿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移
动支付用户将在 2016 年年底突破 10 亿，而移动用户的总数将达到 50 亿，相当于
总数的 20%。受无银行账户支付及社交支付的驱动，移动支付交易额在 2022 年将
会是 2016 年的两倍以上，将从 2016 年的 2000 亿美元上涨至 2022 年年底的 5710
亿美元。约 75%的移动支付用户来自于亚太、中东以及非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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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6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部署通过“互联网+健康医疗”探索服务新
模式、培育发展新业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为打造健康中国提
供有力支撑。
《意见》从夯实应用基础、全面深化应用、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
服务、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部署了 14 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主要包括：
建设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开
放；推进健康医疗行业治理、临床和科研以及公共卫生的大数据应用；培育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新业态；研究推广数字化健康医疗智能设备；发展智慧健康医疗
便民惠民服务；全面建立远程医疗应用体系；推动健康医疗教育培训应用；推进
网络可信体系建设；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保障；加强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健康
医疗信息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等。

企业天地
海康威视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共建“视频图像侦查技术实验室”
6 月 29 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海康威视校企合作签约暨“视频图像侦查技术
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海康威视副总裁傅柏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
曹诗权、副校长汪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波等领导和专家学者共同出席了
签约和揭牌仪式。
“视频侦查技术实验室”致力于视频侦查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的公
安实战应用转化，将监控视频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与研判等公安实战急需
技术作为发展重点，努力为视频侦查技术相关的教学、科研与办案工作服务，推
动公安技术信息化水平持续稳定的提高。

阿里云发布《数据安全白皮书》 树立云计算行业数据安全规范
6 月 29 日，阿里云在云栖大会·成都峰会发布《数据安全白皮书》（以下简
称白皮书），首次公开了阿里云在保障 230 万用户数据安全方面建立的流程、机制
以及具体实践办法。
七年实践，阿里云总结出独有的“1+3”的强力安全运营管控理念，即通过“安
全融入设计、自动化监控与响应、红蓝对抗与持续改进”这 3 个安全手段，实现
保障用户数据安全这个核心目标。对于数据的交换、转移与分享，阿里云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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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加密传输协议，以方便云平台与外界以及系统间传输敏感数据的需求，其
全球领先的热升级技术更使得产品升级、漏洞修复不会影响客户业务。同时，阿
里云已获得云安全国际认证金牌(CSA-STAR)、ISO20000 认证、ISO 27001 和 ISO
22301 认证，被誉为亚太地区认证合规最完备的云计算平台。

政策资讯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
6 月 29 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就“组织与实施、认定程序、认定条件、享受税收
优惠、监督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功能及操作提要”几方面作出了
相应的指引。本指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
（国科发火〔2008〕362 号）
、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
（国科火字〔2011〕123 号）同时废止。

商务部发布《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
7 月 1 日，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
（国发
[2014]67 号）
，明确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导向，培育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商务部会
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编制的《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
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发布。目录共涉及 24 个重点发展领域。其中，10 个领域属
于信息技术外包（ITO）范畴、6 个领域属于业务流程外包（BPO）范畴，8 个领
域属于知识流程外包（KPO）范畴。

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6 月 28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规定》旨在加强对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APP）信息服务的规范管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规定》要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不
得利用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
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应用程序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
内容。同时，
《规定》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积极运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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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推进政务公开，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热点追踪
中国兴起 VR 热潮 市场规模将达 8.6 亿美元
2016 年，中国的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达到 8.6 亿美元，并将于 2020 年进一步
上升至 85 亿美元。
仅仅过去 6 个月，中国虚拟现实市场就吸引了大笔投资和合作，
本地和国际厂商开展了一系列新项目。凭借低成本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火爆的投
资环境，以及国际范围内的支持，中国将成为全球虚拟现实市场发展的中心。
目前，美国虚拟现实头戴设备厂商不多，这些厂商也没有进军中国。这意味
着中国市场的空白，而这将成为中国创业者关注的领域。目前，这些创业者主要
专注于可独立使用的移动端虚拟现实设备。阿里巴巴报告称，虚拟现实设备的月
销量超过 30 万个（这一数据还没有包含线下销售）
。在中国，市场上有超过 100
种虚拟现实设备，其中大部分集中于低端。

工作动态
浙江省 VR 企业交流会在杭成功举办
6 月 28 日，浙江省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以下简称 VR）企业交流
会在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举办。会议由协会副秘书长屠娇绒
主持，来自联络互动、顺网科技、凌感科技、中移杭研、绿漫科技、网易、电魂
网络、大华技术等 35 家企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与会代表对 VR 产业的国际、国内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企业自身在 VR 领
域的研发情况进行了交流，对在传输、硬件、软件、运营和标准方面的突破和碰
到的问题进行了分享。现阶段我省 VR 领域基本还处于投入阶段，但顺网科技已
绕过软硬件的研发，采用投资收购的方式利用原有的网络运营平台直接进入 VR
体验运营，是目前不多的已建立赢利模式的企业之一。行业精英们各抒己见，肯
定了 VR 技术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希望协会组织相关企业专家就 VR 行业标准进
行研讨。

无处不在的敏捷
——省软协项目经理专委会首次活动在网易成功举办
6 月 25 日，由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主办，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项目经理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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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下简称：专委会）主任单位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易）
承办的“无处不在的敏捷——省软协项目经理专委会首次活动”在网易成功举办。
来自诺基亚、网新恒天、和利时、大华、浙江中控、华三通信、海康威视等 31 家
企业的 50 余位项目管理相关负责人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由专委会主任、网易项目管理部总监曹智清主持，来自专委会副主任单
位诺基亚、网新恒天、和利时的三位项目管理相关负责人分别从软硬件结合、纯
软件、工程类三个角度分享了通讯产品、软件服务和工程项目中的敏捷实践，分
享了诺基亚以“持续交付”为核心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六个“1”的转型升级之路、
恒天 Scrum 与 CMMI 的完美结合以及和利时自动化工程项目的风险管控。
省软协项目经理专委会旨在促进和加强浙江省软件行业相关企业项目经理之
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在本次活动中，来自通信、软件开发、工业控制等不同领
域企业的项目经理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难点，纷纷提出个人的观点和体会，表
达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交流各自的经验和教训，跨领域思维碰撞，现场技术研讨
气氛浓厚。后期专委会将根据企业需求组织更多形式的交流活动。

浙江省软件行业评优获奖人员交流会在桐庐成功召开
6 月 15 日，我协会在桐庐县江南镇举办了浙江省软件行业评优获奖人员交流会。
会议由协会理事长蔡家楣主持，省经信委软件处处长胡蓓姿、副调研员祝健，桐庐县
经信局局长钟一平，江南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胡亚明、副书记刘玉军等领导出席会议，
2015 年度浙江软件行业杰出企业家、优秀企业家、优秀产品经理、优秀项目经理代
表和来自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大华等 20 余家企业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会议以软件行业评优为主线，围绕产业创新发展展开了交流。麦狐信息、捷
尚视觉科技、义乌格讯等企业代表就公司获奖的产品和项目做了分享和交流，信雅达、
网易、阿里巴巴、天宽科技等企业代表围绕公司业务领域、战略发展目标等分享交流
并就行业发展趋势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来自金融、教育、工业自动化等不同领域的
20 多位行业精英各抒己见，对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做了充分的交流。胡蓓姿处长
对协会工作表示肯定，同时希望协会继续保持风格，办好各类行业活动，在行业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走进新合革命老区 寻访桐庐红色印记
——记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党支部活动
6 月 16 日，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党支部举办了一场“贯彻落实两学一做，走
进新合革命老区，寻访桐庐红色印记”活动，协会党支部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
7

子等 10 余人一同走进革命老区，感受革命气息。支部党员们参观了江南镇美丽乡
村环溪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深澳村，并走进新合乡革命老区，参观了金萧支队
纪念馆。党员同志们深刻感受到了革命老区经过历史洗礼后独有的沉淀。
此次寻访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活动，让党员同志们深感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也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作为党员，要带头学习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
提振精气神、增强责任心、强化执行力，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

双软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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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共认定软件企业 28 家，软件产品 62 件。
软件企业
项目

“双软评
估”统计

所属地区

软件产品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杭州

27

72

55

329

温州
嘉兴
湖州

0
0
0

1
4
0

2
0
0

5
5
3

绍兴
衢州
金华

0
0
1

1
0
1

0
0
1

2
2
23

丽水
台州
舟山

0
0
0

0
0
1

4
0
0

7
3
1

合计

28

80

62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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