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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落户杭州
12 月 7 日，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成立和揭牌仪式在浙江杭州
举行。该中心致力于成为全球公认的政府统计知识、技术、创新中心，为大数据
的共同应用带来创新技术和数据科学方法。
活动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通过视频表示，当今世界对于数据的需求前
所未有，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填补传统数据收集和处理的短板提供了新契机。
2014 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启动了在政府统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中应用大数
据工作，近两年开发了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并建立区域中心。中国区域中心的
建立，是推进政府统计生产流程现代化的重要成就，将对亚太地区统计机构能力
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浙江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用大数据助推政府数字化转型、夺取抗疫胜利、赋能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
祉。如今，大数据已成为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驱
动力。下一步，浙江将以中心的成立为新起点，加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
统计大数据国际合作，重点打造高性能的应用开发平台、高水平的交流服务平台、
高质量的人才引育平台，努力建设全球领先的大数据知识、技术和创新中心，共
同推进政府治理和统计改革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踵事增华。

浙江出台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
12 月 24 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下称《条例》），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
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
浙江是数字经济先行省份，早在 2003 年就启动“数字浙江”建设，2018 年
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达 4893.9 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 10.7%。专家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浙江经
济增长的主引擎、转型升级的主动能、创业创新的主阵地，需要通过立法来固化
和提升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并着力破除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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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在国内创下多个“第一”：首次明确数字经济的法定概念；首次对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作出法律界定；首次在法律层面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作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两条重要路径，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在《条例》中极为亮眼，其中有不少创新举措，包括建立大型科学仪
器开放共享平台，培育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共生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支持企
业普及应用工业互联网，推广农业物联网应用等。值得关注的是，《条例》特地
将“治理数字化”单列一章，要求用数字赋能政府治理、城乡治理、社会治理，
不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条例》还规定，新建、扩建建筑物应当按
照规划要求和标准配套建设通信基础设施，与主体建筑物同步设计、施工、验收。

产业动态
1-11 月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73142 亿元 同比增长 12.5%
1-11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恢复，收入增速平稳，利润增速略
有下降，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和集成电路设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据统计，111 月，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73142 亿元，同比增长 12.5%，增速较去年
同期回落 3.0 个百分点，较 1-10 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9009
亿元，同比增长 7.1%，较 1-10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回落 3.9 个百分
点；软件业实现出口 417 亿美元，同比下降 0.8%，降幅较 1-10 月缩小 0.4 个百
分点；其中，外包服务出口 1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0.1%；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
17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3%；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98 万人，同比增长 1.9%；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5.5%，增速较 1-10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

浙江省城市大脑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12 月 31 日下午，浙江省城市大脑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云栖小镇举行。
省经信厅副厅长吴君青，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以及联盟成员单
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城市大脑产业联盟章程》和理事会组织架构，推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为联盟理事长，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阿
里云、华为、浙江电信、浙江移动、浙江联通、杭州云栖工程院等 8 家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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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任联盟副理事长，38 家单位负责人担任联盟常务理事，109 家单位负责人担
任联盟理事，浙江省信息化发展中心为联盟秘书长单位。
浙江省城市大脑产业联盟是在浙江省经信厅指导下，由浙江省信息化发展中
心、杭州市城市大脑产业协同创新基地牵头发起的，旨在共同开展城市大脑理论
和标准体系构建、建设推广咨询、产业协同创新、宣传培训普及、产业合作交流、
场景应用开发的跨行业、开放性、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共有来自全省 11 个设区市
的政府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行业企业等 309 家成员单位。

企业天地
阿里自研编解码器包揽两项世界冠军
12 月 15 日，2020 年 MSU 世界视频编码器大赛成绩公布，阿里巴巴自研
奇点编码器首次参赛就包揽图像失真指标 PSNR 的两项冠军，该编码器在离线和
在线场景下将视频压缩 50-1000 倍后，均实现了最好的画质。据介绍，奇点编码
器未来可为 8K 超高清视频提供流畅体验。
MSU 世界视频编码器大赛是视频压缩领域最权威的赛事，参赛编码器代表
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Google、Intel 及 Netflix 等科技公司曾多次参与该项比赛。
今年共有 21 款编码器参赛，最终，阿里自研奇点编码器在 PSNR（峰值信噪比）
指标中获得两项冠军。
由于未经压缩的视频格式容量巨大，导致其在互联网上传输、存储需要消耗
巨大的带宽和存储资源。编码器是提升高清视频体验的必备技术，它可以去除原
视频的冗余信息给视频“瘦身”。 阿里巴巴淘系技术团队三年前启动编码器的研
究，并率先融合编码与 AI 技术，研发的智能码控算法可“对症下药”，即根据历
史编码信息和待编码画面的复杂度进行快速编码，最终实现了编码速度、编码质
量、编码延时等方面的突破。经过奇点编码器压缩后，3G 网络也可顺滑播放 720p
的高画质。
目前，奇点编码器已在淘宝直播、优酷视频、钉钉会议等场景使用，并通过
阿里云广泛服务于直播、游戏、教育等行业企业，帮助企业降低数百倍带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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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银行打破服务“跨境电商客户”难题 信雅达携手 PingPong 给出
解决方案
12 月 24 日，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信雅达携手国内领先的跨境基础服务
提供商 PingPong（乒乓智能），为银行机构推出底层架构技术及整体解决方案，
一站式提升银行机构服务跨境电商客户的整体能力。
据了解，该产品从信雅达的银行系统建设及 PingPong 的跨境收款服务两大
强项出发，为银行提供“账户+系统”的中心化解决方案，不仅降低银行多项成本
支出，更将业务系统上线时间大大缩短。
近年来，在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之下，如何更好地服务现有跨境电商企业及
从传统贸易逐步转型电商的客户，成为不少银行机构近期的业务重点方向。尤其
是国家多部门多次发文鼓励、支持银行机构推动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众多银行
机构有意进入，但却面临着包括技术、合规、成本等多重考虑和挑战。
作为金融科技创新先锋，信雅达深耕外汇业务领域系统建设十余年，拥有极
其丰富的银行系统建设经验和强劲科技创新力，已为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诸多
银行机构提供外汇业务系统建设服务。此次双方携手推出的底层架构技术及整体
解决方案，无疑满足了诸多银行机构对服务跨境电商客户的迫切需求，同时也给
行业带来了更多值得期待的新体验。

政策资讯
四部门明确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发布《关
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下称《公
告》），明确了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公告》明确，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
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
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
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接续年度减按 10%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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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表示，符合原有政策条件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经进入优惠期的
企业或项目，2020 年（含）起可按原有政策规定继续享受至期满为止，如也符合
本公告第一条至第四条规定，可按本公告规定享受相关优惠，其中定期减免税优
惠，可按本公告规定计算优惠期，并就剩余期限享受优惠至期满为止。符合原有
政策条件，2019 年（含）之前尚未进入优惠期的企业或项目，2020 年（含）起不
再执行原有政策。

热点追踪
浙江上线全国首个区块链取证 App
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对各类移动端应用进行取证的工具——取证 App
“市监保”近日在浙江杭州发布。此 App 是一套基于安卓系统的移动端应用，将
区块链、电子签名、电子数据鉴定等技术运用于取证全过程，将在加强社交电商、
直播电商监管执法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取证 App 集成了“录屏取证、录像取证、拍照取证、录音取证”4 个功能，
可满足监管执法人员随时、随地对相关手机应用软件、小程序、直播实况等进行
取证，系统将自动生成含有区块链上链信息的固证文书。试运行期间，在年度直
播电商合规评审活动中，评审专家利用该取证 App 完成了各大直播平台近百场直
播实况数据的固定及违法线索取证，相关功能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据悉，先期上线的区块链应用平台已为 16700 余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提供网
页固证 33000 余条，极大地提升了固证效率。

浙江发布首批“未来工厂”名单
12 月 23 日，浙江发布首批“未来工厂”名单，海康威视、吉利、大华等 12
家企业上榜。康赛妮、三锋实业等 16 家企业入选“未来工厂”培育企业名单，浙
江中控、省技创中心等 18 家机构成为首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成
员代表。
根据浙江省经信厅研究制定的《浙江省培育建设“未来工厂”试行方案》，
“未来工厂”要具备七大关键要素，即数字孪生应用、智能化生产、智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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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化制造、绿色化制造、安全化管控和社会经济效益。本次发布的“未来工厂”
共分为四大类，每大类各有三个，分别为引领型的“头雁工厂”、冠军型的“链
主工厂”、平台型的“协同工厂”、技术型的“硬核工厂”。 其中，引领型的“头
雁工厂”和技术型的“硬核工厂”，前者指在某一领域有突破性创新和应用，具
有很强引领作用，后者则是深耕细分领域，具备业内领先的自身技术优势；“链
主工厂”将生产从企业内部扩大到组织外部，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有效对接，
“协同工厂”拓展的范围更大更广，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起跨企业、跨产业、
跨区域的互联互通，打通从用户到制造全环节数据链路。

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 2021 十大科技趋势
12 月 28 日，阿里巴巴达摩院发布 2021 十大科技趋势。这也是达摩院成立三
年以来，第三次发布年度科技趋势。十大趋势如下：趋势一.以氮化镓、碳化硅为
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迎来应用大爆发；趋势二.后“量子霸权”时代，量子纠错和
实用优势成核心命题；趋势三.碳基技术突破加速柔性电子发展；趋势四.AI 提升
药物及疫苗研发效率；趋势五.脑机接口帮助人类超越生物学极限；趋势六.数据
处理实现“自治与自我进化”； 趋势七.云原生重塑 IT 技术体系；趋势八.农业迈
入数据智能时代；趋势九.工业互联网从单点智能走向全局智能；趋势十.智慧运
营中心成为未来城市标配。

工作动态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20 周年暨 2020 会员代表大会在杭州成功召开
12 月 20 日，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20 周年暨 2020 会员代表大会在浙江世贸
君澜大饭店隆重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省经信厅副厅长吴君青、中国软件
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卫锋、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蔡国华等领导、
专家、协会理事会领导应邀出席了会议，协会专家委员会、工作委员会、项目经
理专委会、质量管理专委会、理事和会员代表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分上下
半场，上半场 2020 会员代表大会及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下半场协会 20 周
年庆祝活动。各界领导、企业家们齐聚一堂，在回首浙江软件产业 20 年发展的
同时，也对行业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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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软评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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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21 家，软
件产品 114 件。
软件企业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产品

12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12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杭州

19

330

80

1169

温州

1

7

2

28

嘉兴

0

10

12

52

湖州

0

4

2

8

绍兴

0

6

5

32

“双软评

衢州

1

1

1

1

估”统计

金华

0

4

8

28

丽水

0

0

0

9

台州

0

2

0

10

舟山

0

2

4

11

宁波

0

0

0

5

合计

21

366

114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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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厅、
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送：各市信息主管部门、省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科技大厦 A408
邮编：310012 电话：0571-89719267
E-mail:zsiacyyj@163.com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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