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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举办国发 8 号文政策的视频宣贯会

为更好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国发〔2020〕8 号），根据国发 8 号文调

整协会工作，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于 1 月 28 日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了国

发 8 号文政策的视频宣贯会，进一步梳理协会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

制，明确工作目标，推动软件高质量发展。

会议分别从软件产业现状与发展趋势、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挑战

和软件产业政策情况与分析。现状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软件产

业大而不强，高端软件长期依赖国外，供应链安全受制于人。我国软

件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基础软件之痛，缺失基础软件影

响产业结构；工业软件之失，核心工业软件长期依赖国外；软件价值



━ 4 ━

之困，重硬轻软价值失衡政策滞后；人才供给之缺，产用脱节人才错

位短缺；知识产权忧，开源生态挑战产业环境这五个方面。同时介绍

了我国软件产业政策国发[2011]4 号文件落实情况，作为产业政策的延

续国发[2020]8 号文件的覆盖范围、政策变化和特点分析，还有持续的

财税政策、丰富投融资、扶持软件创新、强化人才供给、提升产权能

力、知识产权之春和提倡全球开发等方面进行解读。

最后，在新时期的产业政策的建议方面，强调每一项政策都应依

照当前产业发展和国内外形势出台详尽的实施方案，并落实到具体负

责部门，这样在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时才有据可循，才不会走样。同时

将提出将落实推进 8 号文作为全国软协网络体系的核心战略。

河南软件服务业协会将会按照落实推进 8 号文的战略部署，在省

工信厅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指导下，致力通过做好宣贯工作，发挥

好行业的发声筒；做好工作的转型，由桥梁纽带角色，向智库和平台

转变；做好政策咨询，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数据、加强数据分

析和研究的能力，应对行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推介河南省软件服务业表彰活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的精神，抢抓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展示新时期我省软件产业的新

技术、新成果、新变革，聚焦产业发展，促进交流合作，按照《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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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河南省软件服务业表彰活动推介的通知》的要求，经企业申报、

专家评审和网站公示等程序，向行业推介 30 家企业为 2020 年度河南

省重点软件企业、40 家企业为 2020 年度河南省优秀软件企业、30 家

企业为 2020 年度河南省高成长软件企业、85 个软件产品为 2020 年度

河南省优秀软件产品、40 位企业家为 2020 年度河南省软件服务业杰出

企业家、30 位企业家为 2020 年度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优秀企业家、50

位工程师为 2020 年度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优秀工程师、50 位工作者为

2020 年度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先进工作者、4 家科技园区为 2020 年度河

南省软件服务业最具活力科技园区。

公布河南省 2021 年第一批双软评估名单

根据国务院《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国发〔2011〕4 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软件企业评估标准》

（T/SIA 002-2017）及有关文件规定，经专家评审，15 家软件企业评

估申报材料符合软件企业评估的有关规定；84 件软件产品评估的申报

材料符合产品评估的有关规定，其中 65 个软件产品为非嵌入式软件，

19 个软件产品为嵌入式软件。经审核，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双软评估公

共服务平台（https://srpg.csia.org.cn）及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

网站公示无异，予以通过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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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举行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员会

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20]8 号）的精神，充分发挥

专家在河南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智囊团作用，

进一步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河南省软件服

务业协会于 2021 年 2月 2日在亿达郑州高新城市展厅二楼报告厅举办

了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

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员会顾问、河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元教

授，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张英瑶秘书长，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校长甘勇教授，原河南省工信厅

软件处邹建华处长，协会副理事长、郑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学

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孔金生教授，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省日立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汪献忠教授，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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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建华教授，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郑州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李学相教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河南工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德贤教授，专家委员

会委员、郑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周清雷教授，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原工学院软件学院院长车战斌教授，专家委员会委员、亿达郑州科

技园区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闫莉萍等领导和专家出席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由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校长甘勇教授主持。

会上，软件协会张英瑶秘书长，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员会顾

问、河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元教授和亿达郑州科技园区党支部书记、

副总经理闫莉萍女士分别致辞；依据《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章程》

和《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有关专

家推荐，候选人所在单位申请，协会秘书处审议并通过，郑州大学学

术委员会办公室、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孔金生教授通报了 2021 年协

会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增补专家名单，宣读了河南省软件服务业专家委

员会 39 位技术专家的名单。同时，协会颁发了河南省软件服务业聘任

专家证书。特别聘请河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元教授担任河南省软件

服务业专家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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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协会秘书处和专家委员会分别全面总结了 2020 年的工作，

对 2021 年的工作进行全面研判和重点部署。会上由行业专家开展了“基

于模型驱动的软件开发方法”的专题技术报告。最后，专家们分别在

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如何通过协会搭建企业和高校的就业平台、

通过提前规划知识产权来提高企业的服务能力和特色化软件学院与合

作企业建立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工作进行座谈交流。大家一致希望通过

协会为专家提供的展示智慧，发挥作用的平台，共同推进我省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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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发布的 T/HNIT/HNAQ 1—2021《企

业双重预防体系信息平台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

信息平台公布

2020 年 2 月 10 日，由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河南省安全生产与

职业健康协会牵头、联合国内 16 家软件开发企业和省内 6 家生产经营

单位共同编制的《企业双重预防体系信息平台技术规范》在全国团体

标准信息平台发布。

构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以下

简称双重预防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部署,是新形势下推动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是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治本之策。2018 年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南省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行动方案》（豫政办〔2018〕68 号）；2019 年 6 月，河南省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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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1/T 1852-2019《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规范》，明确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体系的建设要求。为了更好地支撑生产经营单位及软件

开发企业做好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系相关信息化配套基础建设，河南省软件服务业协会与河南省安全生

产与职业健康协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制《企业双重预防

体系信息平台技术规范》的课题任务，目的是通过比较和分析河南省

内有效运行的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系信息平台的运转情况和效果，总结提炼出来一套最佳实践，规范企

业双重预防体系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双重预防信息平台）的技术要求，

包括双重预防信息平台建设规范、系统架构、功能规范、数据规范、

运行指标、信息安全要求，使双重预防信息平台的系统设计更加科学

化、合理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本标准是全国首家由社会团体牵头编写并发布的双体系建设信息

平台技术规范。该标准的编制标志着河南省在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

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探索走在全国前

列，也为河南省乃至国内企业双重预防信息平台的产品标准化和持续

改进提供重要支撑；为后续我省安全生产管理与信息技术融合类的标

准编制与产业引领提供可借鉴的方法，提高我省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领域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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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单位风采：

开拓华为新领域|众诚科技连续获华为 CSSP 服务解决方案伙伴

认证和华为智慧园区集成服务伙伴认证

喜讯，继获得华为 CSSP 服务解决方案伙伴认证后，众诚科技凭借

多年 ICT 综合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包括优秀软件开发实力和多年成功交

付经验，再次拓展华为认证服务新领域，成功获得华为智慧园区集成

服务伙伴认证授权。

此次认证通过意味着众诚科技的集成服务能力获得了认可，可实

施华为智慧园区解决方案集成服务，能够提供智慧园区集成管理、集

成验证、平台部署及前端集成实施服务，同时可以指导并协助行业应

用在华为平台的部署、调测、上线等，为项目提供持续的全生命周期

的一体化运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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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鹏信息：一封来自郑州市河长制办公室的信，请查收

1 月 22 日，国家水利部发布《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名单公示》。河南省郑州市水利局和河南省郑州市

水利局河长制工作处处长岳克宏榜上有名，分别拟获先进集体和先进

工作者称号。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水利部官网截图）

交出优秀答卷的背后，郑州是如何做的？

近年来，为加快推进生态郑州建设，提升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郑州市水利局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的发展

理念，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河长

职责，通过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的搭建，全面提升全市河湖管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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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水平，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金鹏信息自 2018 年开始与郑州市水务局携手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通过“一体系、一平台、一中心”建设，形成了“全面感知、可靠保

障、精细管理、科学调度”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

是郑州市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系统上线以来已实现全市

116 条河流、143 座水库和 16 个湖泊河长制管理全覆盖，服务各级河

长、工作人员、巡查人员近 5000 人，利用河长制 APP 日均巡河 1800

余次，解决了河道问题上千条，全市江河湖库水质水环境明显改善，

面貌焕然一新。

作为国内领先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提供商，金鹏信息深耕水利行业

多年，以河湖涉水事件为主线，以各级河长业务需求为导向，以日常

巡查和公众监督为抓手，结合一河湖（库）一策，研发了一整套河湖

（库）长制解决方案，助力河长制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为我国水利

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客户第一赢口碑丨中科九洲收到多封服务表扬信

数九寒天，冰封雪地，寒冷的冬天并没有阻挡中科九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员工努力工作，不断前行的步伐。凭借成熟完善的技术方案、

先进的服务理念及扎实高效的工作作风，中科九洲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信赖与鼎力支持，频频受到客户单位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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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中有河南省社会保险中心对我公司工程师技术水平过硬，工

作责任心强提出的书面表扬；也有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对我公司工程师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出色的表现、优质的服务表示感谢；河南省信

访局对我公司工程师工作期间对待工作耐心细致，技术好，服务周到

提出的表扬；河南省生态环境执法监督局对我公司工程师在工作中表

现出较强的责任心和职业素质进行表扬；河南省水利信息中心对我公

司工程师的优秀表现及热情优质服务提出的表扬；河南省省直机关住

房资金管理中心对我公司工程师出色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和表扬；河

南黄河河务局会计核算中心对我公司工程师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及热

情优质的服务提出感谢；河南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心对我

公司工程师兢兢业业、刻苦认真的工作表现提出表扬；河南省民航食

品有限公司对我公司项目组成员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出色的完成工

作任务提出表扬，并得到领导的高度认可和大家的一致好评；郑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对我公司工程师在工作期间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的优

秀表现及优质服务表示感谢；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对我公司客户经理和

运维工程师扎实认真、尽职尽责的优秀表现及热情的服务提出表扬；

郑州新兴产业技术研究促进中心对我公司工程师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牺

牲小我、保全大我提出的表扬；中原大河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对我

公司运维工程师热情、优质、专业、高效的技术支持服务表示感谢；

南阳市信访局对我公司工程师良好的工作态度、优质的服务提出感谢；

以及周口市委对我公司项目组成员在工作中加班加点、客服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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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完成既定任务，表现出专业的管理协调能力、认真的态度

和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为一家优秀的数据服务型企业，基于先进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技术，公司为客户提供覆盖 IT & DT 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

案、软件产品和系统的专业服务。公司自成立之始，始终坚持“技术

立足，服务创牌”的经营理念，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凭借在信息技

术领域成熟的技术、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中科九洲始终把客户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不负众望，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投入服务工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相关政策：

一图读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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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花园路 144 号信息大厦 802 室

电话：（0371）65982852 65509836

网址：http://www.hnsia.org.cn/

微信公众号：河南软件与服务

邮箱：hnsrjfwyxh@163.com

mailto:hnsrjfwyxh@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