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聚焦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经信局、人社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函〔2022〕

31 号）和我省职称评审工作有关规定，现就 2022 年度全省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

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推荐时间及范围 

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0 日，用人单位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 日，各地市审核

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7 日，评审专业范围详见附件 1。为保证工作进度，请各单位在截止时间

之前上传和报送有关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报评审条件 

（一）信息技术专业申报评审条件按照《浙江省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评价条件（试行）》

（浙人社发〔2017〕93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2022 年度评审工作按照《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

格量化评价标准》（2018 年修订）的评价标准执行。未达到《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

78 号）文件规定的担任高级工程师职务学历资历条件，但主持过一个以上（含一个）相关专业领域项目、

或产品、或维护工作，且按照量化评价标准自评分达到 80 分以上人员，也可申报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

师职务任职资格。有关评价条件及评价标准见附件 3。 

（二）高技能人才申报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相关条件和要求详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

行）>的通知》（浙人社发〔2019〕31 号）。 

（三）关于外语和计算机能力。外语和计算机能力不作为申报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的必备条件。 

（四）继续教育要求按照《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试行）》

（浙经信人事〔2018〕99 号）文件执行。申报人员需在“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学时登记管理系统”（登录路径为“浙江政务服务网-数字经济系统-浙企要素-人才服务-浙里工程师-

继续教育”）登记，申报时核验近三年学时证明。 

三、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报。申报人员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

称职称管理服务平台，网址：http://zcps.rlsbt.zj.gov.cn）进行申报，上传相关材料，并对填报信息真实

性做出承诺。符合《浙江省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评价条件（试行）》（浙人社发〔2017〕

93 号）第五条（一）相关要求的，职称申报方式选择“正常申报”，符合第五条（二）相关要求的(自评

分 80 分以上)，选择“自评分申报”，符合第七条相关要求的（直接申报条件），选择“标志性业绩直接

申报”。 

（二）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登录职称管理服务平台（首次登录需先提交授权委托证明），负

责对申报人员业绩档案信息和职称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并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情况录入职

称管理服务平台。 

（三）审核推荐。市、县申报材料由各市经信局会同人力社保部门审核；省直单位申报材料由省主管

部门审核；无主管部门的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可通过其人事代理机构，经各市经信局会同人力

社保部门审核；审核后根据专业对口的原则报送至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法人登录账号相同，自行注册。 

四、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对象的现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时间计算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考核情况指任期内考核情况，至少近 3 年，需逐年填写考核结果。 

（三）信息技术专业申报人员对照《信息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量化评价标准》（2018 年修

订）进行个人自评，所提供的评分依据必须真实，并提供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的不予评分,最终分值由高

评委专家确认。 

（四）送审材料必须真实规范，各单位应对申报人员申报材料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并将公示情况录入系统，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等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和推荐单位负责。高

评委办公室在评审前，将评审对象基本情况和资格审查情况在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网站、浙江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网站、浙江省政务服务网同步公示 5 个工作日。 

（五）在个人业绩档案信息齐全的前提下，社保缴纳证明、2001 年以后的学历学位、照片、论文等

信息可在系统中自动提取。2001 年之前毕业及不能自动提取学历学位信息的申报人员需上传学历学位证

书、《高校毕业生登记表》等证明材料。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如近三年内有在外省交纳社保或无法提取社保

缴纳信息的申报人员，需由个人提供社保缴纳的相关证明。 

（六）事业单位人员按照评聘结合要求（在“浙江省事业单位人事工资管理服务系统”中核定岗位）

申报推荐，确保申报推荐质量。 

（七）报送材料严格按规定填报，具体要求见附件 2，相关文件及表格见附件 3。 



（八）送审材料要严格按专业对口原则报送至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五、申报纪律 

根据《浙江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浙人社发〔2020〕47 号）规定，对在申报过程中

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由人力社保部门或省经信

厅撤销其职称，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纳入全国和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期限为 3 年。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职称评审材料提交、审核、缴费、电子证书下载等业务均在“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中办理。个人业绩档案维护工作将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专业技术人员每年

应登录系统，及时维护有关信息。 

（二）申报人员在用人单位审核完成、评委会评审资格审查通过后，按照系统提示完成评审推荐费用

在线支付。 

材料报送单位：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地址：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科技大厦 A408 室 

联系人：沈卓憬 蔡蕾蕾 

联系电话：0571-89719267 89719268 

                                                               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经信发布 

浙江日报头版头条点赞！重点“小巨人”，浙江领跑全国 
省党代会报告提出，持续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和“专精特新”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质

量强省。日前，好消息传来：在工信部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浙江有

59 家企业入选。自 2021 年以来，浙江累计入选重点“小巨人”企业已达 201 家，总数居全国第一。 

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优中选优而来，是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代名词。从产业结构上看，浙江 201 家重点“小巨人”企业中，193 家聚焦制造业领域，占比

高达 96.02%。同时，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

集型行业相关企业达 166 家，占企业总数的 82.58%。 

省党代会报告提出，建立更大力度激励创新制度政策体系，打造最优创新生态。重点“小巨人”企业

正是最优创新生态中的重要支撑节点。 



从创新水平上看，浙江 201 家重点“小巨人”企业 2021 年平均研发经费支出占比高达 6.16%，约为

同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2.2 倍。 

2021 年至 2025 年，中央财政累计将安排 100 亿元以上奖补资金，重点支持 1000 余家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浙江已争取到中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奖补资

金 4.2 亿元。 

   产业动态 

2022 年 1－5 月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本文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1—5 月份，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呈平稳向好运行态势，软件业务收

入保持较快增长，利润总额增速扭负为正，软件业务出口增长放缓。 

一、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5 月份，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36184 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

较 1—4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增速扭负为正。1—5 月份，软件业利润总额 3747 亿元，同比增长 1.9%，增速实现由负

转正（1—4 月份为同比下降 1.4%）。 

二、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增速稳中有落。1—5 月份，软件产品收入 9190 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较 1—4

月份回落 1.2 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25.4%。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838 亿元，同比增长

10.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5 月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23457 亿元，同比增长 12.1%，

增速较 1—4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在全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4.8%。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

收入 3628 亿元，同比增长 8.8%，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比重为 15.5%；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995 亿元，

同比增长 15.1%；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3334 亿元，同比增长 17.0%；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同

比增长 19.3%。 

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长放缓。1—5 月份，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 568 亿元，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 1—4 月份回落 1.3 个百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加快增长。1—5 月份，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2968 亿元，同比增长 3.8%，增

速较 1—4 月份提高 3.3 个百分点。 



三、分地区运行情况 

东部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平稳增长，西部地区增势突出。1—5 月份，东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0023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与 1—4 月份持平；中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1544 亿元，同比增长

13.4%，高出全行业整体增速 2.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3912 亿元，同比增长 16.6%，

高出全行业整体增速 6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705 亿元，同比增长 6.2%，增速较 1—4

月份提高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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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4.3%、10.8%和

1.9%。 

主要软件大省平稳向好发展。1—5 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居前 5 名的省份中，北京市、广东省、江

苏省、山东省、浙江省软件收入分别为 7609 亿元、6919 亿元、4942 亿元、3250 亿元和 2928 亿元，

分别增长 11.4%、8.5%、9.2%、18.3%和 4.2%，五省（市）合计软件业务收入 25648 亿元，占全国比

重为 70.9%，占比较去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  

 

会员天地   

恒生电子再次获奖 

 

近日，国际知名金融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机构投资者》）公布了“2022 All-Asia 

Executive Team Ranking”（2022 年度亚洲区公司最佳管理团队评选榜单），恒生电子再次从 18 个行

业共 1612 家上市公司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在科技/软件服务行业，各个奖项综合评分都为第一。 

《Institutional Investor》（《机构投资者》）杂志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杂志之一，杂志每

年针对亚太地区上市公司开展管理团队评选，因其评选标准客观且严格，参与评分的全球机构投资者众多，

被业内公认为全球投资风向标。 

本次评选共有破纪录的 4,854 名买方基金经理和 670 名卖方分析师参与，评选标准包括投资者有

效与企业高层接触沟通、投资者关系团队资料充足并能代表公司发言、及时适度披露财务信息、迅速详尽

响应咨询、企业管治架构完善性以及能提供洞悉 ESG 指标的深入报告等维度 

评选旨在表彰最能坚守企业管治原则并以高透明度方式接触投资者的企业和 IR 团队，其评选结

果在业内具有极高权威性和代表性。 

恒生高度重视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交流，坚持科技向善，恒生连续 4 年发布《ESG 暨社

会责任报告》，本次再度斩获各奖项，彰显了资本市场对恒生的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及环

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的高度认可。     



    

四家软协会员荣登独角兽百强 

6 月 22 日，由工信部旗下赛迪科创编制的《赛迪科创独角兽百强（2022）》正式发布。该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新能源及新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从经营增长力、技术创新力、社会价值力等

方面建立了指标体系，全面解读了独角兽百强的分布格局和发展特征，为当下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提供蓝

本。 

赛迪科创独角兽百强研究组对符合遴选条件的独角兽企业展开研究，筛选出 100 家发展潜力大、

增长速度快、创新驱动强、社会价值高、资源禀赋好的独角兽企业。其中同盾科技、城云科技、数梦工厂、

太美医疗四家软协会员企业荣登百强榜。  

 协会工作导航   

  软协大讲堂第十六期：企业如何应变新趋势，进行税务规划 

随着金税四期来势汹汹，我国正向“以数治税”时期迈进，税务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

时，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能力不断优化，纳税监控力度再上新台阶。因此，了解金四系统的运作原理和管

控特征，积极适应智慧税务新生态。企业如何从增值税、企税和个税三个维度合理进行税务规划，有效控

制纳税风险，成为企业及薪税人员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为加强会员单位应变新趋势，进行税务规划，我

协会特举办本次专题培训，具体安排如下： 

一、 活动时间：2022 年 7 月 6 日 14:00-16:00 

二、 活动地点：滨江区南环路 3788 号税友大厦 1207 会议室 

三、  培训主题：金税四期，企业如何应变新趋势，进行税务规划 

四、  培训讲师： 

钱力：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原吉利集团非汽车事业部财务总监，浙江省企业培训师协会副会

长，《企业盈利关键点—全面预算管理》畅销书作者。 

曹帅，亿企赢人资产品资深专家，企业福利类 SaaS 产品资深专家。 

 



    双软评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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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共评估软件企业 40 家，软件产品 114 件。 

项目 
所属地

区 

软件企业  软件产品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6 月当月数  当年累计数 

“双软

评估”统

计 

杭州 37 171 98 583 

温州 1 3 4 35 

嘉兴 2 6 0 12 

湖州 0 0 0 13 

绍兴 0 4 0 5 

衢州 0 1 0 1 

金华 0 5 2 13 

丽水 0 1 0 2 

台州 0 0 5 50 

舟山 0 1  0 1 

宁波 0 0  5 7 

合计 40 192     114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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