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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成都维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项目管理专业委员会、

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宝国、付晓宇、张然、魏璞、王忠、居琰、童强、刘刚、韩鹏、

卢辰、刘慧明、尹斌、李白休、周密、鹿麟、张爱民、陈铸、刘翔、刘兰。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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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影响力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作为软件企业影响力评估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提高竞争力

提供参考。 

本标准可作为第三方测评机构、认证机构的评估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457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 13016-2018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软件企业 Software Enterprise 

软件企业指以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系统集成、应用服务和其他相应技术服务为其经营

业务和主要经营收入，具有一种以上由本企业开发或由本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或

者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等企业。 

3.2 影响力 Influence 

影响力是用一种别人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影响力又被解

释为战略影响、印象管理、善于表现的能力、目标的说服力以及合作促成的影响力等。 

3.3 创新能力 Innovation Ability 

创新能力是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

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  

3.4 企业创新 Enterprise Innovation 

企业创新是指企业进行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渠道创新等方面的某一点或几点创新活动。  

3.5 企业创新能力 Enterprise Innovation Ability 

企业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完成与创新有关地各项活动的能力。 

3.6 企业研发费用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st 

企业研发费用，即原“技术开发费”，指企业在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

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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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软件企业影响力评估要素 

软件企业影响力评估要求软件企业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并且在技术、人才、经营、

管理、服务等多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评估要素主要包括综合条件、创新发展能力、市场

竞争力3大类17小类。其中，综合条件包括基本条件、信用评价、资质与荣誉、知识产

权、人才基础、企业规模、经营状况、研发投入；创新发展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

创新；市场竞争力包括主营业务行业前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服务市场占有率、品牌

知名度及社会影响力、企业资源整合状况、对产业上下游带动状况。如图1所示。 

图 1  软件企业影响力评估要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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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条件 

5.1 基本条件 

企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产权关系明确，企业主营业务为软件或信

息技术服务。 

5.2 企业信用 

5.2.1 基础要求 

a) 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未受过行政处罚，符合国家的产业、安全以及有关社会责任等法律法规规定； 

b) 企业有良好的资信和公众形象，企业近三年无不正当竞争行为；  

c) 企业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近三年没有因企业原因造成验收未通过的项目或应由企业

承担责任的用户重大投诉。 

5.2.2 企业信用评价 

企业参加信用等级评价获得的信用等级。 

5.3 资质与荣誉 

5.3.1 双软评估 

企业参加软件企业与软件产品评估的情况。 

5.3.2 CMMI等级 

企业取得CMMI等级证书的情况。 

5.3.3 其他资质及荣誉 

企业获得的其他荣誉及资质，包括： 

a)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b) 近两年内获得过国家有关部委授予的创新奖项； 

c) 企业获得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推荐的优秀软件产品； 

d) 企业取得的ISO9000、ISO27000认证证书等。 

5.4 知识产权 

企业所拥有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的数量。 

5.5 人才基础 

5.5.1 研发人员 

研发人员数量与研发人员占比。 

 

 

 



T/SIA 015—2019 

5 

5.5.2 人才培养 

企业对于研发类及管理类员工的培训情况。培训的内容包括技术类个人认证培训、企业

管理培训、项目管理培训、企业内部技术培训等。 

5.6 企业规模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 

5.7 经营状况 

企业的盈利能力及经营发展状况。 

5.8 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6 创新发展能力 

6.1 技术创新 

6.1.1 技术鉴定 

企业主要产品或项目近两年内通过了企业研发技术经鉴定所达到的水平： 

a) 国内领先； 

b) 国际领先； 

c) 同行业领先。 

6.1.2 标准制定 

企业近两年内主导或参与的技术类标准的制定情况，包括： 

a) 国际标准； 

b) 国家标准； 

c) 行业标准。 

6.1.3 成果转化 

企业技术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的能力。 

6.2 管理创新 

企业近一年内在企业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组织、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提出的具有

改进、创新因素，有明显作用和效果的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现代企

业制度建设、经营机制转换、战略管理、集团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成本管理、资金

管理、质量管理、物流管理、风险管理、知识管理、信用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国际化经营

等方面的企业创新实践。 

6.3 服务创新 

企业在服务手段、服务体验、售前售后支持、服务模式方面所提出的新举措和新办法，

以及所取得的效果、直接或间接收益等方面的企业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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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其他 

企业在其他方面的创新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的创新： 

a) 企业品牌推广、营销方面的创新实践； 

b) 企业组织与战略方面的创新实践； 

c) 企业渠道建设、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实践。 

7 市场竞争力 

7.1 行业前景 

企业主营业务的行业前景。 

7.2 产品/服务的市场占有率 

企业主营产品/服务的销售量在市场同类产品/服务中所占比重。 

7.3 企业的客户管理能力 

企业采用客户管理系统管理客户的信息，具备客户信息管理、客户回访、客户跟踪等功

能。 

7.4 企业的上下游状况 

具备较为固定的上游客户，以保证原料质量和数量稳定；具备固定的下游客户，确保市

场的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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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软件企业影响力基本情况表 

一、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联系地址  

主营业务  

企业性质 
□国有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民营  □其他         
注册资本  

联系人  手    机  电子邮箱  

注册日期  高新企业 □是  □否 上市公司 □是  □否 

企业信用评价 级 CMM 认证 级 

是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

点软件企业（何年） 
 

是否 2018 年软件收入

百强企业 
 

其他资质（ISO/ITSS）  

二、主要经营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2017年 2018年 

企业总收入 万元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研发费用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员工总数 人   

研发人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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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数量 件   

人均年薪 万元   

软件出口 万美元   

三、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状况，承担国家或省部级项目情况及企业

所获得的奖励或荣誉证书,不超过 800 字。 

 

 

 

 

 

 

四、企业市场竞争力水平 

包括企业主营业务行业前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服务的市场占有率状况、企业的品

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企业资源整合状况（重大兼并重组）、对产业上下游带动状况

等,不超过 8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