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聚焦 

软件企业核查常见问题解答 

1、申请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后，可否同时享受小微企业、高新企业所得税优惠？ 

答：如企业同时符合小型微利、高新企业条件，由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优惠不可叠加，可比较后选择

最优惠的税率进行享受。 

2、如何判断企业是否在税收优惠期内？ 

答：申请“两免三减半”的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其获利年度是指软件企业开始生产经

营后，第一个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的纳税年度。软件企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期限应当连续计算，不得

因中间发生亏损或其他原因而间断。 

3、 符合软件企业条件，但因为亏损没有用到优惠政策，还需要参加软件企业核查吗？ 

答：公司因为亏损没有用到优惠政策，则无需参加软件企业核查。 

4、45 号公告执行以后，企业不符合新规定，还能否继续享受原有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答：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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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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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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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5 号，以下简称 45 号公告）第一条至

第四条规定但不符合原有政策规定的企业或项目，在 2019 年（含）之前已进入优惠期的，如

何享受税收优惠？（主要是集成电路和重点软件企业领域） 

答：符合 45 号公告第一条至第四条规定但不符合原有政策规定的企业或项目，可按规定自获利年度

或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开始计算优惠期，从 2020 年开始，就剩余期限享受相应的优

惠至期满为止。 

6、软件企业所得税是先交后退还是直接免交呢？ 

答：财税〔2016〕49 号规定，为切实加强优惠资格认定取消后的管理工作，在软件、集成电路企业

享受优惠政策后，税务部门转请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对经核查不符合软件、集成电路



企业条件的，由税务部门追缴其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

软件企业是先行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的。 

 协会附加问答： 

  软件企业核查和软件企业认定是一回事儿么？  

“双软认定” 即：1.软件产品登记证书；2.软件企业认定证书。2015 年以前，软件企业依据双软认

定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2015 年以后，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5〕11 号），行政审批取消后，软件企业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符

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申报享受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省经信

厅要求填报企业核查材料。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后，税务部门转请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对经核

查不符合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条件的，由税务部门追缴其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

的规定进行处理。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针对软件企业的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这项工作。  

双软评估是什么？软件产品和 软件企业评估证书的作用。 

双软评估是 1.软件产品评估 和 2.软件企业评估。 2015 年“双软认定”取消后，协会推出了“双软

评估” 的业务。 全国的“双软评估”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负责统筹安排，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承担浙江

省范围内的“双软评估”具体工作。 

“双软评估”的作用是帮助企业证明其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的能力，帮助企业在招投标，项目申报中

体现核心竞争力。 同时在企业进行“双软评估”的进程中会给予企业专业的是否具备软件企业基本属性

和享受税收优惠资格的判断。帮助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时降低涉税风险。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软件企业评估年审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软件企业： 

依据《有关“双软评估”工作的决定》（中国软协〔2018〕2 号）、《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2019）

的要求，决定开展 2020 年度软件企业评估年审工作，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5 月 28 日在公告栏发布了关

于开展 2020 年度软件企业评估年审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对年审范围、年审标准、申报办法和需提交的材料做了详细解释。  



http://www.zsia.org/tztg/3934.html 

软件企业评估年审服务采取企业自愿委托原则，由企业自愿提出申请。 

评估结果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双软评估公共服务平台”（https://srpg.csia.org.cn/）和本协会网

站 （http://www.zsia.org/）共同发布供查询。  

经信发布 

浙江省工业互联网平台活跃度位居全国前列 

工业互联网平台活跃度指数主要由平台工业 APP 服务、平台设备上云、平台用户服务、平台开发者

服务、平台订单等五类指标构成，反映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普及、应用和服务能力。近几年，我省大力推

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全省“1+N”平台体系基本形成，supET 工业互联网平台、supOS 工业操作系

统等获评 2020 年国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全国共 15 家），并入选 2021 年工业互联网先

锋榜 TOP100 前十，创元信息、迈迪信息、中之杰、陀曼制造、创博龙智、安恒信息、蒲惠制造、海康威

视、兆丰机电等 9 家企业也进入榜单，展示出较强的技术支持、服务赋能、创新应用和生态汇聚能力；建

立行业级（突出行业共性支持）、区域级（突出特色产业集群）、企业级（突出产业链协同）工业互联网平

台梯度培育模式，累计创建 210 家省级平台，基本实现“一行业一重点平台、一区域一重点平台”发展目

标。截至 2020 年底，全省“1+N”平台体系共连接工业设备产品超 5000 万台、服务工业企业 11 万余

家，开发集成工业 APP 超 3 万款。 

经信这一月 

5 月 13 日。 

省数字化改革数字经济组在杭召开首批数字经济系统多跨应用场景“揭榜挂帅”揭榜大会。省政府副秘

书长蒋珍贵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经信厅副厅长厉敏主持会议。会上公布了 12 项多跨应用场景的揭榜单位，

发榜方、揭榜方和业务指导单位进行了现场签约。会后召开了省市县三级数字经济系统建设问题解答会，

门户组、产业大脑组、未来工厂组、资源要素组、数字贸易组、科创平台组负责人分别解答了有关问题。 

5 月 17 日 

省经信厅与省通信管理局联合举办“数字化改革，我们在行动——浙江信息通信行业 5·17 主题论坛”。

副省长卢山参观信息通信行业助力浙江数字化改革成就展。副厅长厉敏出席并致辞。 

https://srpg.csia.org.cn/）和本协会网站
https://srpg.csia.org.cn/）和本协会网站


5 月 21 日 

副省长卢山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嘉兴市关于打造“互联网+”高地金名片、承接世界互联网大会红利、参

与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桐乡“乌镇之光”超算中心申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工作汇报。副厅长厉

敏参加。 

 

产业动态 

2021 浙江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 

以“助力改革·赋能创新·智绘未来”为主题的 2021 浙江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省内 11

个地市将设置分赛并陆续启动。 

大赛官方网站报名通道 6 月 3 日同步开启，省内外企业、科研院所的团队和个人开发者等均可报名

参赛  

大赛由省大数据局、省委网信办、省经信厅、省总工会主办，数字浙江技术运营有限公司承办，11

个市大数据局、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阿里云、浙江金控、浙旅投集团协办。 

大赛目标是：打造专业化、全国性赛事。依托浙江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鼓励省内外企业、

科研院所和个人开发者探索开展数据创新应用，激发市场活力，助力数字产业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推进“数字浙江”建设。 

今年大赛在赛程、赛题设置和数据资源保障等方面均进行了调整优化。自 6 月 3 日启动起，本届大

赛将持续全年，共分为报名、省市初评、复赛、模型验证、决赛和应用六个阶段。6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

省市两级同步启动报名，之后进行省市初评；8 月 4 日至 8 月 6 日，省市初评筛选出的作品将由评委会

按照统一评价指标，评审出 30 强作品；8 月 12 日，30 强作品队伍将入驻浙江数据开放实验室开展模型

验证；10 月下旬，将举行决赛并组织现场作品答辩和评委打分，评选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

奖 6 名并分别给予奖金鼓励，另设优胜奖、个人荣誉奖若干名，其中个人荣誉奖将由省总工会颁发“浙

江金蓝领”称号。大赛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获得持续的数据支持，实现落地应用。 

相较于去年大赛，本届大赛的赛题也更加丰富，聚焦时代感强、社会关注度高的七大领域： 1.数字

经济、2.数字社会、3.乡村振兴、4 共同富裕、5.生态文明、6.全民健康、7.公共安全。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执行主任、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蒋汝忠表示，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创新

应用，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内在要求，是推进数字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顺应数字化发展浪潮，通过举办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创新应用，

这是浙江引领全国的一大举措。”  



 

   

大赛官网链接：    2021 浙江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 (zjzwfw.gov.cn) 

 

会员天地  

宇视新品 | 热成像中载云台；疫苗接种大巴；4G 警戒小球… 

五月底，宇视科技推出 6 款新产品，这里介绍其中三个： 

宇视热成像中载云台：具有烟火识别、居中放大、火点区域屏蔽等功能，适应林场复杂环境，自动

发现火情并预警，以科技力量守护自然。 

宇视 4G 警戒小球机：内置 4G 模块全网通，无线直接使用。同时具备警戒小球家族所有功能，例如

音画同录、声光报警、人形跟踪以及双向对讲等功能。 

放心接种疫苗： 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把新冠疫苗接种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实现高效、

安全、有序的流动式接种。 

      再突破，迪普科技获浙江省创造力百强企业第六名 

浙江省创造力百强企业榜单于近日发布，榜单以 2020 年底数据为基准，首次以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存量、

高价值发明专利量和近三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为主要指标构建企业创造力综合指数模型，并根据计算结果形

成百强企业综合指数。2020 年 ，迪普科技新申请专利 328 件，授权专利 212 件，包括发明专利 199 件，

经综合指数计算，榜单排名升至第六名！ 

 

https://odic.zjzwfw.gov.cn/#/


协会工作导航 

 

“重温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题党日活动省经信领域行业协会党委       

第一党总支---走进海康威视 

 
5 月 25 日，为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达行业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大力推进我省数字化

改革，坚定信心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按照省经信领域

行业协会党委第一党总支的工作部署，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党支部承接“重温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各支部书记及部分党员重访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考察地，活动当天，第一党总

支先是走进海康威视桐庐生产基地感受科技的魅力 ，深刻体会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给祖国带来的科技进

步，国力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后续又参观了周恩来浙西抗战讲话旧址追忆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

岁月中鼓舞浙西人民抗战信心的历史时刻。序厅门头上的周恩来的一句名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

时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党正带领着全体中华儿女，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前行，作为共产

党人，我们更要振奋精神，鼓足干劲，满怀激情的投入工作中去，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

加瓦。 

与会各书记还对建党 100 周年“七一”活动安排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也广泛交流了各支部在开展

党建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得体会。 

 

 

《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税收优惠核查详解》线上培训成功举办  

 
2021 年初始，围绕国发〔2020〕8 号文的各项落实文件及公告陆续发出。为帮助企业充分了解软件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切实使我省软件企业全面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红利，5 月 27 日下午，由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主办，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协办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税收优惠核查详解》“企业码”平台

直播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省经信厅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处寿伟帅就“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展开解读，详细

解读了政策条款，并对比了新老政策的变化。省软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杨岚从实操方面详细讲解了享受税

收优惠的操作流程、软件企业核查材料要求及核查平台的具体操作。活动视频播出期间，共计吸引上千人

次观看学习，得到了软件企业的一致好评和积极反馈 

 视频链接：  http://zb.tv189.com/live/review/pc/89971 

 



双软评估 

5 月“双软评估”统计 
根据《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 2019）、《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003 2019），

经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评估，2021 年 5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43 家，软件产品 114 件。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 

5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5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双软评

估”统计 

杭州 36 110  89 429  

温州 1 1  2 18 

嘉兴 1 7 5 14  

湖州 0 0  5 13  

绍兴 2 4  2 15  

衢州 1 1  1 4 

金华 1 4  0 6  

丽水 0 0 3 3  

台州 1 1  5 10  

舟山 0 0  2 4  

宁波 0 0  0 5  

合计 43 128   114 5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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