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聚焦 

2021 年度“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工作展开啦 

一年一度的“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即日起展开。为进一步发挥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行业

自律作用，引导和推动软件企业诚信经营，帮助协会会员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大软件企业竞争

力宣传力度，结合浙江省软件行业实际，协会联合软件企业共同制定了《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规

范》（T/ZSIA 0001-2020）。该规范依据《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2017）等标准，结合软件

企业发展的实践，以及软件行业协会服务企业的成功经验，对软件企业的企业规模、经营业绩、研发

能力、创新成果、质量保证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并对竞争力评价过程提出了规范性要求，为从事软件

开发和服务的企业提供了管理实施规范，也为软件行业服务机构、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了评价依据。

现将开展 2021 年度“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工作 

本次评价面向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开展，会员单位可自愿提出申请、参加评价工作，

评价免费。协会将组织行业专家、财务专家严格按照《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规范》（T/ZSIA 

0001-2020）内容进行据实评审，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类型，分别是规模型、成长型、创新型、出口型

及创新创业型。经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协会向参加评价的企业颁发评价结果证明文件。 

本次评价的申请截止日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具体通知详见我协会官网相关通知 http://www.zsia.org/tztg/3985.html  

联 系 人：   李潇     王作栋 

联系电话：0571-87672630/88473227 

邮箱：xh3227@vip.163.com(电子申请材料提交指定邮箱)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科技大厦 A408 室 

 

  

  

http://www.zsia.org/tztg/3985.html


经信发布 

工信部 2021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公布 浙江省入选数量

位列全国第一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了 2021 年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名单，浙江省共有 8 个项目

成功入选，与北京市、江苏省并列全国第一。本次入选的项目，涵盖数字城市、数字创意、数字动

画智能辅助、智慧养老、惠民消费等各领域，呈现多态发展、多点融合的活跃态势。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信息消费，把推动信息消费作为促进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主要抓手，着力打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数字新基建为基础，以场景应用为突破口，

以融合应用为特色的信息消费新模式。2019 年、2020 年，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先后

入列国家级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下一步，省经信厅将深入贯彻国家关于扩大升级信息消费的战略部署，坚决落实数字化改革和

消费促升级的相关部署，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目标，加快构建智能化、融合化的新

型信息消费供给体系，支持创建国家级信息消费示范城市，积极培育和遴选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信

息消费项目，推动信息消费新模式、新标准、新应用的发展，持续激活市场活力，壮大发展新动能。 

此次入选的 8 个项目分别是： 

1.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数字动画智能辅助创作及服务平台  

2.杭州趣看科技有限公司    面对数字创意内容服务的“5G+4K+AR/VR+AI”云场端融合演

播制作技术应用 

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5G+ 掌上超声平台的新型便民、惠民消费服务。  

4. 浙江嘉科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家园融合·养医护智慧照料项目 

5. 嘉兴云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个性化定制的钢板切割行业新兴信息化服务平台  



6. 浙江出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制造出海数字服务云平台 

7. 湖州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数字城市操作系统 

8. 宁波易到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啾啾救援”-基于区块链的数智化共享救援平台  

 

  

经信这一月 

8 月 4 日 

副省长卢山赴杭州市钱塘区走访士兰微、立昂微、中欣晶圆等集成电路企业。副厅长吴君青参

加。 

8 月 17 日 

副厅长岳阳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进省小微企业园数字化管理平台和“一键找园”平台等

数字化改革多跨场景应用建设。厅企业服务处、开发公司负责人参加。  

8 月 19 日 

副厅长岳阳主持召开快递产业大脑对接推进会。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奔及财务处、市场监

管处、产业协同处、安全中心相关负责人，省经信厅产业数字化处、生产服务业处主要负责人，桐

庐县富春未来城、经信局、邮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  

8 月 20 日 

省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召开数字化改革专题会。厅长徐旭汇报数字经济系统建设进展及下步打

算。数字经济系统专班有关负责人参加。 

厅长徐旭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数字化改革专题会精神，研究部署数字经济系统建设下

步工作。副厅长吴君青、厉敏，数字经济系统专班和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  

厅长徐旭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数字经济系统场景应用开发工作。数字经济系统专班有关负

责人及各场景应用开发建设牵头部门、开发单位参加。  



产业动态  

全国 1-7 月软件业发展数据公布 

 1-7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态势平稳，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软件出口和利润总额增

速放缓，从业人数稳步增加。 

软件业务收入保持快速增长。1-7 月，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1441 亿元，同比增长 21.4%，

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1.8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14.8%，较上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增长持续放缓。1-7 月，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5838 亿元，同比增长 12.3%，比上半年回落

1.3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8.8%。 

软件出口稳中趋缓。1-7 月，软件业实现出口 2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6.6%。其中，外包服务出口 8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 1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从业人数规模小幅扩大，工资总额增长平稳。1-7 月，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767 万人，同比增长

6.4%，规模比上半年增加 14 万人；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11.6%，增速与上半年持平，近两年复合

增长率为 8.0%，较上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 

工业互联网迎来快速发展期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不断壮大，2020 年产业规模达到 9164.8 亿元。目前，全国已培育 100 个

以上具有行业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工业设备数量超过了 7300 万台，工业 APP 突破

50 万个，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未来 3 年是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成长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宏说：“下一步，要打造更多工业

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推动‘5G+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在更广范围、更高水平的融合创新，持续降低

中小企业用网门槛。” 

“5G+”是创新发展主战场 



“5G+工业互联网”不仅是 5G 融合应用的主阵地，更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主战场。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统计，全国各地均已开展“5G+工业互联网”探索，在建项目超 1500 个，覆盖 20 余个国民

经济重点行业。 

  “工业互联网另一条发展路径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共性服务，包括数字化采购平台、资源对接平台、企业

内部管理平台等。”胡坚波说。工信部印发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中也明确

提出，打造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带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提

升和订单、产能、资源等共享。 

 

 

会员天地  

创业慧康“基于 5G 的医疗设备智能物联监控平台”入选工业和信

息化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 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 

 

为充分发挥 5G 技术的特点优势，着眼丰富 5G 技术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应用场景，培育 5G 智慧医疗

健康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公司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组织

开展 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通信函〔2020〕270 号）的有关要求，经

项目申报、专家初审、复审等程序，创业慧康研发的“基于 5G 的医疗设备智能物联监控平台”入选了

此次试点项目。    

 

浙江省第二届企业码场景应用创新大赛决赛结果公布，        

协会多家会员榜上有名 

 

近日，浙江省第二届企业码场景应用创新大赛决赛在长兴举行。大赛由省经信厅主办，省中小企业服

务中心和长兴县政府承办，目的是通过大赛挖掘一批企业码典型应用，推进企业服务数字化建设。 



本次大赛共有 192 个项目报名参赛，项目数量较去年增加 133%。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最终

有 30 个项目脱颖而出，获得全省决赛奖项，协会多家会员单位榜上有名。费尔斯通、融象数科、润缘信

息荣获二等奖，齐圣科技荣获三等奖，蓝景科技、北冥星眸、中通服慧展荣获优胜奖。 

 

协会工作导航 

 

“企业如何做好税务管理及风险控制”培训会成功举办 

 

为提升会员单位税务管理能力及风险控制意识，8 月 6 日，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联合浙江省企业培

训师协会成功举办了“企业如何做好税务管理及风险控制”专题培训会，60 多位企业高管和相关人员参

加了此次培训。浙江省企业培训师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胡能武主持了此次培训活动. 钱力老师从“风险来

源”、“涉税后果”和“纳税筹划”三个方面，重点介绍了纳税筹划的八大工具方法：优惠政策、股权架

构、组织形态、企业身份、征收方式、关联交易、税收洼地和财政返还等。课堂上分享的理念和方法让

大家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譬如说：税务风险，不是来自于财务核算，而是来自于公司的决策和业务的

执行；纳税筹划，不是筹划财务，而是规划业务；纳税筹划，不是找关系找人脉，而是找方法找措施，

创造条件将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用好用足！ 

 

本次培训会，培训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重点突出，钱老师的授课风格也很受学员的欢迎：案例分

析为主，理性感性并重，有干货有趣味，有理论重实践，与会学员普遍反映受益匪浅，对今后的纳税规

划和风险控制带来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方法、给到了新的工具。未来，我协会将继续与浙江省企业

培训师协会一起会共同主办更多公益培训活动！  

 



双软评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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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53 家，软件产品 109 件。 

项目 所属地区 
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 

8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8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双软评

估”统计 

杭州 48 225 92 715  

温州 2 4 0 37 

嘉兴 0 12 3 26  

湖州 0 1  4 23  

绍兴 2 6  5 26  

衢州 0 1  0 4 

金华 0 4  1 14 

丽水 0 0 0 3  

台州 1 3  2 12  

舟山 0 0  0 4  

宁波 0 1  2 7  

合计 53 257   109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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