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聚焦
云栖大会 10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杭州云栖小镇举办
2021 年，是云栖大会的第 13 年。本届杭州·云栖大会以"前沿·探索·想象力"为主题，于 10 月 19 日
至 22 日在杭州云栖小镇举办，为期 4 天，设置近千场主题演讲和 4 万平方米科技展。
重归线下，今年的这场科技盛宴，科技成果、前沿探索、展览活动都将迎来全面升级——
这是一场群星闪耀的科技论坛，上千名科学家、知名教授、技术大牛解密前沿科技，分享最新发展；
这也是一次琳琅满目的前沿科技分享会，芯片、航空航天、未来科技、机器人、元宇宙等最新技术。
这还是一次趣味横生的科技体验，据悉，大会精心设置了 VR/AR、仿生机器人、乒乓球机器人、AI
写小说、无人机等数十种互动项目，令参展的你耳目一新。
从飞天的“长征”系列比例模型，到潜入海底的“仿生鱼”，从代表世界最先进研发水平的高精度量
子计算机，到一颗小小的碳基芯片、生物芯片，本次大会前沿科技“上天入地”、“无微不至”。先进的计
算机技术也十分抓人眼球。超导量子计算机从高精度、而非多比特入手，代表着全球目前在高精度量子计
算机研发路径上的最高水平，其模型在本次展会展出；太章 2.0，全世界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模拟器，也一
同露面。
2021 年，云计算、AI、大数据等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在智慧城市、乡村振兴、双碳
等大型国家议题中，这些技术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智中国展区，为参会者完整地呈现技术是如何改变社会治理的。
其中有多项成果首次公开展示，包括城市大脑，从杭州城市大脑，拓展到北京交管局、成都 TOCC，
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在教育、医疗、数字乡村的整体能力，助力共同富裕和技术普惠、慈善公益。
在医疗领域，联合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健康、本地生活的线上医保，结合阿里云的国家医保云平台、区
域医共体、基层社区医疗、医院智慧化的能力，第一次完整呈现；

在教育领域，覆盖了高等教育、基础教育 K12、教育主管部门的解决方案；
在农业领域，覆盖了农村政务治理、数字化农业生产的解决方案，联合阿里巴巴集团资源，促进农业
产-供-销售的全产业链升级；
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谈道，在和多位 CEO 交流后他认为，中国企业数字化在未来三年是关键时期。
“现在大部分公司 CIO（首席信息官）是新一代 CIO，时刻在想公司如何实现数字化，应该做什么，而不
是买设备。这是中国数字化转型中的一个关键变化。
”
“向下做厚基础，向上做好产业应用。
”
这是张建锋认为这是向上做好产业应用所需要一步步实现的流程，也是阿里云在本次云栖大会上希
望展现答案的命题。

经信发布
2021 年度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
企业申报遴选工作启动
2021 年度拟确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00 家左右、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50 家左右。
）关于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根据工信部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总体部署，我省拟在
（一
（一）
关于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十四五”期间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000 家左右。原已评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原则上均转为浙江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今后不再认定隐形冠军培育企业。请各地对现有隐形冠军培育企业进行审核，凡符合条
件的均应纳入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荐名单，企业无需报送相关材料。原适用省级隐形冠军培育企业的
政策应继续适用于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已列为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的不再推
荐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各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遴选采取等额推荐方式，遴选工作采用备案制，由各设区市经信局负责组织
实施。申报企业于 10 月 28 日—11 月 15 日登录企业码平台（https://qymgw.jxt.zj.gov.cn）在线填报《浙
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表》，各县（市、区）经信局进行初审，各设区市经信局进行审核后，于 11 月
30 日前将拟确定的企业名单正式行文报省经信厅备案，省经信厅发文公布。
）关于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采取限额推荐方式，推荐需兼顾不同规模的企业，原则上以中型企
（二
（二）
关于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
业为主，超出名额推荐的不予受理。已列为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的，不再推荐。
申报企业于 10 月 28 日—11 月 15 日登录企业码平台（https://qymgw.jxt.zj.gov.cn）在线填报《浙江省
隐形冠军企业申报表》，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申报资料明细详见附件 5。县（市、区）、设区市经信局逐
级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设区市经信局拟定推荐名单，于 11 月 25 日前正式行文，并提供企业纸质申
报材料一式一份报送我厅。
各级经信部门要充分重视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的遴选和培育工作，认真组织推荐，
严格把关。同时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加大对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持
续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企业具体申报问题请直接咨询当地市经信局。纸质材料寄送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296 号 省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钟蓓收。

经信这一月
10 月 14 日
副厅长厉敏出席 2021 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十一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并就浙
江省数字经济系统建设情况和浙江省“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部署回答了记者提问。

10 月 18 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家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浩会见来杭出席 2021 世界 500 强峰会
的企业家代表及重要嘉宾。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奕君，副省长卢山，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忻参加会见。
厅长徐旭参加。

产业动态
2021 年前三季度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69007 亿元，同比增长 20.5%，增速较上半年回 落
2.7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 为 15.8%，较上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行业实现利润总 额 7937
亿元，同比增长 10.7%，增速较 1－8 月份提高 1.4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8.8%。我国
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796 万人，同比增长 7.3%，规模比上半年增加 43 万人；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同比增长 10.3%，较上半年回落 1.3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8.3%。
前三季度，软件业实现出口 3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 1－8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
点，较上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近两年复合增长率为 5.3%。其中，外包服务出口 10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0%；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 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55613 亿元，同比增长 20.9%，比上半年回落 2.8 个百分点，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0.4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222 亿元，同比增长 21.0%，比上半
年回落 4.5 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8194 亿元，
同比增长 19.3%，比上半年回落 1.8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978 亿元，同比增长
13.8%，比上半年回落 2.1 个百分点。四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 80.6%、
4.6%、11.9%和 2.9%。
全国 15 个副省级中心城市实现软件业务收 入 35850 亿元，同比增长 16.0%，比上半年回落 3.4
个百分点，占全国软件业务收入比重为 52.0%，占比较去年同期回落 1.3 个百分点。其中，广州和
济南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速超过全行业平均水平 。中心城市软件业利润总额 4618 亿元，同比增长
6.4%，比 1－8 月份提高 2.4 个百分点。

会员天地
阿里 AI 技术获国际视觉大赛双冠军
近日，国际计算机视觉领域顶级会议 ICCV 2021 举办的 VIPriors 挑战赛落下帷幕，赛事聚焦
前沿的 AI 神经网络学习等问题展开 ，试图探索在少量训练样本情况下 ，如何提升 AI 模型学习效率。
来自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以及南洋理工大学 、中佛罗里达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阿里
巴巴、海康威视、字节跳动、网易、松下电器等国内外研究 AI 技术的知名企业一同参赛。
最终，阿里安全团队通过 “数据增强”“动态网络结构”“伪标签方法”等方式结合解题，赢
得了图像分类赛道和工业检测赛道的双料冠军 ，不仅降低了超过 30%的 AI 模型算力成本，实现更
低碳的 AI 计算，同时还提升了检测模型的检测精度 。据悉，其新一代安全架构核心 AI 技术已应用
在阿里的图片安全业务场景，并进行了商业化输出，帮助更多用户规避多变的内容风险。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2021 年 10 月 12 日，“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揭牌仪式在中
国智谷 •富春园区 A1 座隆重举行。银江集团董事长王辉、银江技术首席执行官王腾、银江技术总
裁蒋立靓、银江技术执行副总裁王瑞慷 、银江技术执行副总裁花少富 、银江技术执行副总裁倪净等
领导一同出席揭牌仪式，与银江员工代表们共同见证公司新征程的开启。
银江技术首席执行官王腾在揭牌致辞中表示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银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是公司依托多年发展积淀的一种飞跃提升 ，也是公司全面拥抱技术面向未来的一个崭新
起点，鼓励全体员工应以永不懈怠的工作状态和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立足新起点、迎接新挑战 ，
为共同实现公司战略目标而奋斗。
伴随着热烈的掌声 ，11 点 18 分，银江集团董事长王辉 、银江技术首席执行官王腾 、首席科学
家吴越、股东代表共同揭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这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银江人吹响了全面转型变革 、开
拓创新的冲锋号角 ！在未来前行的路上 ，公司将始终秉承“共创、共享、共赢”的企业理念，深耕
城市大脑领域，加强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推进智慧经济发展

协会工作导航
” 专题研讨会成功举办
“ 全过程项目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
全过程项目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为了实现信息化与企业战略 、业务管理的深度融合 ，推进企业信息化发
展，不断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水平 。我协会联合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全过
程项目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专题研讨会。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钟韶 、总工程
师李伯鸣及 40 多位软件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新 中大 科技 董事 长石 钟韶 整体 介绍 了近 三十 年来 新中 大项 目管 理信 息化 建设 的发 展历 程以 及
新中大在项目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 2000 年后，新中大针对工程行业和系统集成行业推出
的项目管理系统产品 ，能够提升软件研发及交付环节工作效率 ，节约企业大量用工成本 。石董事长
还重点围绕软件企业的全过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部门（ PMO）建设、软件公司信息化建设等方
面作了专业内容分享 。 新中大科技总工程师李伯鸣从技术角度分析了当前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企
业面临的挑战 ，并介绍了项目管理系统搭建的理念和框架 ，同时结合具体案例详细介绍软件开发与
系统集成行业项目管理有哪些创新点，并为在座的技术人员进行了详细的方案解答。
新中大科技产品经理周建波 、吕勋从实际企业应用角度出发 ，结合上海中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实际项目管理案例 ，分享了项目管理系统对于系统集成行业和
服务型软件企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的业务和管理的提升。
参会软件企业代表从不同维度分享了关于项目管理的观点和看法 ，并结合实际应用问题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活动现场氛围活跃，现场讨论氛围浓厚。
本次会议加深了各企业对于项目管理的理解 ，提升了各企业对于项目研发、交付过程管理的重
视程度。后期协会也将继续根据企业需求组织更多主题、更多内容、更多形式的专题交流活动。

双软评估
” 统计
10 月 “ 双软评估
双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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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32 家，软件产品 93 件。
软件企业
项目

软件产品

所属地区
10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10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杭州

29

284

89

902

温州

1

5

0

37

嘉兴

2

15

1

28

湖州

0

2

1

24

绍兴

0

6

1

31

“双软评

衢州

0

1

0

4

估”统计

金华

0

6

1

18

丽水

0

0

0

3

台州

0

3

0

14

舟山

0

0

0

4

宁波

0

1

0

7

合计

32

323

93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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