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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2020 年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百家重点企业名单公布 

10 月 21 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0 年（第 20 届）浙江省电子

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前 30 家企业”、“2020 年（第 20 届）浙江省电子信息出口

20 家重点企业”、“2020 年（第 20 届）浙江省软件业务收入前 30 家企业”、

“2020 年（第 20 届）浙江省电子信息 50 家成长性特色企业”名单，其中软件业

务收入前 30 家名单如下： 

2020年（第 20届）浙江省软件业务收入前 30家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16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17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3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18 浙江飞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19 吉利汽车研究院开发有限公司 

5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20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1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 

7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2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23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5 胡杨网络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11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26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2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7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13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14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9 杭州朗和科技有限公司 

15 浙江盘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省政府与中科院签署合作共建之江实验室框架协议   

10 月 29 日下午，省政府与中科院在北京签署合作共建之江实验室框架协议。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家军，中科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出席签约仪

式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郑栅洁出席。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要加快建设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加快完善合作

机制，加大政策和经费投入保障，努力打造全球顶尖的科研团队，把之江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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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为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的智能计算国家实验室，为数字中国和智慧社

会建设提供战略支撑。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将以共建之江实验室为新抓手，

谋划推动院省双方新一轮战略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

紧扣共同打造国家新型战略科技力量和创建国家实验室的战略目标，合作共建之

江实验室，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造智能计

算战略科技力量，持续聚焦智能计算领域的创新研究，全面推动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建设。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杭州“牵手”蚂蚁集团打造全国“数字经济

第一城”  

10 月 14 日，杭州市政府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蚂蚁集团全球总部正式落户杭州，加快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

城”。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业务应用、空间拓展、品牌

建设五大重点领域，构建双方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格局。 

根据协议，依托杭州的人才新政，蚂蚁集团将加大力度，邀请全球顶尖人才

来杭创业创新。双方将围绕金融科技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

加快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建设，加大国内外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将杭州打

造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高地。 

围绕着建设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战略，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未来，

蚂蚁集团将加快全球总部建设，为杭州凝聚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科技创新是未来

竞争的胜负手，蚂蚁集团将加快以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科技创

新，在数字化浪潮中拨得头筹。 

产业动态 

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8387 亿元，同比增长 11.3% 

前三季度，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恢复，逐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速逐步回升，从业人数稳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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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数据，我国前三季度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8387 亿元，同比增长 11.3%，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 3.9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全行业软件业务

收入增速分别为-6.2%、17.1%、19.3%，呈逐季上升态势；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7066 亿元，同比增长 7.0%，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软件业实现出口

3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0.2%，增速同比回落 3.0 个百分点，比上半年降幅收窄 0.2

个百分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

分点，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同比增长 1.8%，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3.6 个百分点；我

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87 万人，同比增长 1.6%，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 3.5 个百

分点；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6.4%，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5.0 个百分点。 

创新赋能 发展“有数” 

我省数字经济新产品产值率连续 60 个月超 50% 

今年以来，浙江数字经济逆势奋进，数字产业加速回升，成为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和动力支撑。前三季度，全省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 4893.9 亿元，增速从一季度的-1.8%、上半年的 9.4%快速提升到

前三季度的 11%，稳中有进态势不断巩固。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新产品产值率达 55.1%，高出全省规上工

业 18.9 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已连续 60 个月超过 50%，一批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尤其在抢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战略机遇期，我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5G、集

成电路、软件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前三季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

值 763.6 亿元，同比增长 20.9%，高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12.7 个百分点，对全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贡献率达 45.2%；人工智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6%，软

件业务收入 5085.6 亿元，同比增长 14.6%，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企业天地 

“阿里云工业数字孪生”斩获中国设计智造大奖“金奖” 

10 月 19 日，2020 第五届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IA）揭晓，来自我省的“阿

里云工业数字孪生”和来自日本索尼公司的“toio 专用套件”两件作品捧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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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工业数字孪生平台是集数据工厂、算法工厂、AI 创作间以及应用工厂

于一体的数据智能应用平台。通过三维可视化建模、虚拟仿真等先进技术实现物

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交互映射，融合共生。建设覆盖工厂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工厂

数字孪生体平台，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物联网相结合，实现制造企业在现实的互联

互通。同时利用分析技术开展算法模拟，加速工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升级。 

作为省政府支持推动的国内首个工业设计学院奖，DIA 大奖的全球影响力不

断增强。疫情之下，今年 DIA 大奖依然交出了一份“双增长”答卷：共征集作品

7369 件，申报数量同比增长 18%；其中，“产业组”中来自企业和设计公司的申

报占比 31%，比去年增加 210 家，其中不乏阿里巴巴、霍尼韦尔、富士通等世界

500 强企业。经过 5 年的累积，DIA 大奖在推动我省优秀工业设计的市场化落地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至 2019 年仅浙江省 DIA 大奖获奖作

品，已累计实现产值 1700 多亿元。 

科技助力公益 海康威视发布“STAR 公益伙伴计划” 

10 月 23 日，海康威视正式启动“STAR 公益伙伴计划”。启动仪式上，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与海康威视达成战略合作，成为该计划首个战略合作伙伴。 

继开展斑头雁、大熊猫、犀牛、非洲企鹅、长江江豚、东北虎等珍稀野生动

物公益保护项目之后，“STAR 公益伙伴计划”是海康威视探索科技助力公益的

又一创新之举。该计划秉承海康威视“用科技促持续发展 以行动担社会责任”的

科技公益理念，将向各类公益组织免费开放 AI 能力，帮助其开展创新公益活动，

为公益插上科技的“翅膀”，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2020-2021 年，“STAR 公益伙伴计划”将重点开展“守护地球” 和“金色

丰收”两项公益行动，包括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环境监测与保护、农业品牌

化发展和农业智能化研究等四大方向的探索和实践。“守护地球”公益行动中，

海康威视将帮助公益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监测与保护，共同推动地球的

绿色可持续发展。“金色丰收”公益行动中，海康威视将通过开放技术能力，携

手公益组织和科研机构，探索当代农业的智能化发展之路，助力农民获得“金色

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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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工信部：考虑将 5G 等纳入“十四五”专项规划 

10 月 26 日，工信部发布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2524 号提

案的答复情况。工信部表示，积极考虑将 5G、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纳

入“十四五”国家专项规划，进一步引导企业突破核心技术，依托重大科技专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攻关，加强技术领域国际合作，

有力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根据工信部最新数据，“十三五”期间，我国工信业取得斐然成绩，例如，

在 5G 发展方面，今年 7 月，5G R16 标准冻结。作为 5G 国际标准的第一个演进

标准，我国主导的项目占了 21 个，以 40%的份额位列世界第一。我国在核心技

术标准方面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增强。 

全国首批 杭州入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近日，中国民航局公布了国家首批 13 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

杭州以城市场景为目标定位，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地区。 

建立试验基地（试验区），是为了探索新时代政府监管服务的新方式，形成

促进无人驾驶航空行业管理与社会管理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在体制机制、政策法

规等方面先行先试，有序开展我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点示范工作。 

据悉，杭州拟申请主试验区空域面积 925 平方公里，分两阶段展开。第一阶

段以余杭区为试验运行主体、未来科技城为中心；第二阶段在余杭区先行先试的

基础上，授权余杭区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和应用试验成果，进一步深入开展无人机

城市运行场景和技术的试验与研究。 

根据目标，到 2022 年，杭州将建立一套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一个先进的

无人机交通管理系统、一张领先的 5G+北斗高精度定位融合网络、一系列成熟的

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一套安全规范高效的城市无人机运行管理技术体系、一个

完善的无人系统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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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芯片大学”正式成立 

10 月 22 日，南京集成电路大学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揭

牌成立。这所由江北新区联合企业、高校共同成立的大学，是全国首个以集成电

路产业命名、关注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养的大学。 

南京集成电路大学采用“5+1+2”的设置，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产业人才的

培养。即“5”类学院：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学院、微电子学院示范基地、集成电

路现代产业学院、集成电路国际学院、集成电路未来技术学院。“1”个科技园：

集成电路大学科技园。“2”个办公室：就业和创业指导办公室、师资与学员服务

办公室。 

与其他大学相比，南京集成电路大学构建主体、定位、生源、师资、课程和

毕业证书都与普通大学不同。南京集成电路大学不是教育部或省、市教育主管部

门举办，而是由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根据当地产业发展需要而建。同时，与其

他大学以学术为本，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原则不同，这所大学是一个人才培养

组织，以技能为本，以实训带教为主，培养的是具备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产业

人才。 

工作动态 

企业服务在路上，我协会走进“东软企业服务日” 

10 月 20-21 日，由杭州东部软件园主办，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等机构协办的

“东软企业服务日”活动在园区举办。我协会竭诚做好会员服务，设立党员服务

示范岗，走进园区与企业面对面，就职称申报、双软评估、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

做现场解答。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高效实用，不仅能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最新的政府政策，

同时还搭建了一个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企业与服务机构之间，面对面沟通

咨询的平台，切实解决了企业发展和项目申报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对企业帮

助很大。我协会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了许多行业政策享受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

有利于企业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的新变化、新内涵，同时推动了行业职称申报，

提高了广大企业参加职称评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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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软评估 

10 月“双软评估”统计 

根据《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 2017）、《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003 

2019），经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评估，2020 年 10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33 家，软

件产品 100件。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 

10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10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双软评

估”统计 

杭州 28 277 76 955 

温州 1 6 3 22 

嘉兴 0 9 5 35 

湖州 2 4 1 5 

绍兴 1 5 6 23 

衢州 0 0 0 0 

金华 0 4 5 20 

丽水 0 0 0 9 

台州 0 2 4 10 

舟山 1 2 0 7 

宁波 0 0 0 5 

合计 33 309 100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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