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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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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行业解决方案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作为软件行业解决方案的评估参考。包括企业的基本条件、解决方案的市场前

景、创新型性、安全性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行业解决方案的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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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6-2007  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  

GB/T 11457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 14394-2008 计算机软件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管理  

GB/T 25000.10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

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GB/T 25000.5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T 30972-2014 系统与软件工程 软

件工程环境服务  

GB/Z 31102-2014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指南 

3术语和定义 

3.1 

解决方案 Solution 

解决方案就是针对某些已经显现出的，或者可以预期的问题、不足、缺陷、需求等，所

提出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并具备能够确保快速有效的执行。通常指解决问题的方法。 

3.2 

独创性 Originality 

独创性也称原创性或初创性，是指一部作品经独立创作产生而具有的非模仿性（非抄袭

性）和差异性。   

3.3 

软件安全 Software Security 

软件安全就是软件具备受到恶意攻击的情形下依然能够继续正确运行及确保软件被在

授权范围内合法使用。  

3.4 

软件可靠性 Software Reliability  

软件可靠性是软件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区间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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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条件 

4.1 企业基本情况 

4.1.1 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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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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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4.1.3 社会责任 

企业秉持市场经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履行对企业员工、客户和社会公益事业

的责任。 

4.2 解决方案情况 

4.2.1 新颖性 

解决方案具备新颖性，具有国际、国内首创的产品特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申请

相关的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4.2.2 技术创新 

解决方案采用了新的软件技术或者创新了软件技术的情况。 

4.2.3 应用创新 

解决方案开创了新的应用模式或应用领域的情况。 

4.2.4 市场创新 

解决方案的新市场开拓规模及市场前景情况。 

4.3 其他特性 

4.3.1 安全性 

解决方案在设备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 

4.3.2 可靠性 

解决方案保证应用的可靠、可用性方面采取相应措施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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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软件行业解决方案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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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具体信息 

解决方案名称（含版本号）  

2018年销售额（万元） 

（2018年合同额） 
 

2018年销售套数 

（2018 年合同数量） 
 

解决方案涉及的应用领域（请在合适选项前的□中划√，必要情况下可多选） 

□01集团管控；  □02企业资源计划（ERP）；  □03 财务管理； 

□04供应链管理；  □05 生产管理；  □06资产管理； 

□07客户关系管理；  □08 业务流程管理；  □09 人力资源管理； 

□10协同管理；  □11应急管理；  □12电子商务；  □13市场营销； 

□商业智能；  □15 网络安全；□16信息存储；  □17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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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电子政务；  □19智慧城市；□20 云计算与云服务； 

□21其他（请注明）       

解决方案涉及的行业（请在合适选项前的□中划√，必要情况下可多选） 

□01农、林、牧、渔业；  □02 采矿业；  □03制造业； 

□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5 建筑业； 

□06批发和零售业；  □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8住宿和餐饮业；   □0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金融业；  □11 房地产业；  □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6 教育； 

□17卫生和社会工作；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 国际组织； 

□21其他（请注明）                    

三、解决方案简介 

包括方案背景，主要内容，技术先进性，应用实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