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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政策 

1.中关村篇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方式） 时间 

小微企业研发费

用支持资金 

申报条件： 

1.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2.成立时间 5 年以内； 

3.从业人员 100 以下； 

4.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 

根据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支出额度，按一定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研发费

用总额在 10-100 万元的，按支出额的 5%给予补助。 

研发费用总额高于（含）100 万元，不足 500 万元的，按照每家 20 万元给予

补助。 

4-5 月 

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各分

园高精尖产业培

育项目 

按照固定资产投入 30%的情况，最高补助 1000 万。主要补贴在建项目，针

对 2017-1-1 到 2018-5-31 发生的固定资产收入，进行补贴。支持项目： 

1.重大前沿原创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2.重大协同创新平台； 

3.硬科技孵化平台； 

4.特色产业园区和创新创业社区产业集聚发展；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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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域整体转型升级和存量空间资源盘活利用。 

中关村现代服务

业 

扶持资金采取后补助的方式，中关村一区十六园每个分园扶持资金最高不超

过 6000 万元。各类项目的支持标准如下： 

（一）创业孵化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按照项目核定的投资额予以一定比例的

补助。其中，重点支持内容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核定的该类投资总额的

10%。单个项目的支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二）文化科技产业园发展建设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 30%予

以支持，每个项目的支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6-9 月 

中关村技术创新

能力建设专项资

金（专利） 

（一）国际发明专利 

对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每家企业年度国际专利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二）国内专利发明 

对于符合中关村示范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每件给予不超过 5000 万

元资金支持。 

（三）对于从未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中关村示范区企业，获得授权的前 5 件

国内发明专利按照每件 1 万元进行支持。同时，对代理该专利的服务机构按

照每件 1000 元进行支持，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 

7-8 月 

中关村前沿技术 支持额度：500 万元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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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项目 申报条件： 

1.中关村示范区注册的企业（团队） 

2.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注册的企业（团队）； 

3.人才团队：项目团队核心人员为国家或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或为国内

外知名企业，高校，研究院所等机构高端人才或行业资深专家。 

金种子企业申报 支持条件：授予证书 

1.优于推荐至中关村前沿技术储备项目库； 

2.享受优质孵化服务以及房租，服务费用优惠； 

3.优先推荐至银行机构，投资机构，享受融资对接服务；为企业提供项目推

介，市场和资源。 

申报条件： 

1.企业在中关村示范区注册，且成立 5 年以内； 

2.企业上一年度研发投入在 100 万人民币以上； 

3.企业从业人员 100 以下； 

4.企业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内； 

5.企业是中关村高新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11 月 

示范园专利战略

专项资金 

支持额度：10 万元 

申报条件：1.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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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助方向（开展专题专利数据库建设；开展专利竞争情报研究；建立专利

预警机制；建全和完善企业专利管理体系）。 

北京市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支持方式：资质认定 

申报条件： 

1.在北京市内工商注册登记 3 年以上； 

2.上年度企业营业收入在 1 亿元至 4 亿元之间； 

3.主营业务收入占本企业营业收入的 70%以上； 

5.至少获得 5 项与主要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或 15 项及以上产品相关的实用

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12 月 

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 

支持方式：授予证书，申请其他中关村政策给予优先支持 

申报条件： 

1.已经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且证书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2.尚未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全年 

2.文创类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方式） 时间 

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奖励 

项目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核定总投资的 30%，且不超过申报单位的申

请额度。其中，申报项目核定总投资高于 1000 万元的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申报项目核定总投资不高于 1000 万元的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

2-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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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北京市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贷款贴息 

贷款贴息支持资金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准进行测算，单

次最高支持额度不超过 500 万元。 

2-3 月 

 

3.资质类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方式） 时间 

北京市新技术新产

品（服务）认定 

政府首购，订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推广应用

等 

1，7，10

月共三批 
 

4.人才类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方式） 时间 

北京市留学人员回国

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支持额度：10 万元 

申报条件： 

1.法人具有留学经历并获得硕士以上的学位； 

2.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 

3.企业成立 3 年以内，注册资金 50 万以上。 

2 月 

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 支持额度：100 万元 3-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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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领军人才 申报条件： 

1.申请人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 

2.注册在中关村示范区且成立时间 5 年以内； 

3.创始人占股超过 30%； 

4.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

一创新领军人才 

支持额度：100 万元 

申报条件： 

1.申请人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 

2.拥有发明专利； 

3.担任企业研发机构主要负责或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称。 

3-4 月 

北京市留学人员创办

企业开办费资助资金 

支持额度：10 万元 

申报条件： 

1.留学回国五年以内； 

2.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50 万元，申报人出资不低于 30 万； 

3.创业公司成立时间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 

4-10 月 

中关村雏鹰人才 支持额度：30 万元 

申报条件： 

1.创始人成立公司 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或不超过 35 周岁且获得投资机构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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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最低 500 万元； 

2.在示范区内初次注册企业，且注册时间 1 年以上 3 年以内 

3.企业有自主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 

4.企业属于下列至少一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金种子企

业，有发明专利的企业，获得创新创业大赛奖项的企业 

朝阳区“凤凰计划” 支持额度：80 万元 

申报条件： 

1.企业创办人为优秀海外人才； 

2.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 周岁； 

3.企业成立时间须 2018 年 8 月 1 日之前，注册资金不少于 20 万元，创

办人或其留学人员创业团队出资不少于 30 万元，且为第一大自然人股

东 

全年 

 

5.双创类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方式） 时间 

北京市优秀创业项目 支持额度：15 万元 

申报条件： 

1.申报人为项目主要创始人； 

2.项目所在企业注册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 日以后，且公司全职员工超过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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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 

3.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首都设计提升计划项

目 

支持额度： 

人才：80 万/50 万 

企业：80 万 

园区：100 万 

申报条件： 

1.人才：支持设计人才成长，发挥领军作用 

2.企业：支持设计领军机构增强核心竞争力，发挥带动引领作用； 

3.园区：支持设计专业园区发展，营造良好设计环境 

6-7 月 

 

6.荣誉类 

项目名称 支持金额（方式） 时间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贯标 

补贴额度：最高 10 万 

申报条件： 

1.建立了符合《规范》要求的体系文件； 

3.按《规范》建立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并运行三个月以上； 

4.完成了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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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少有一名通过《规范》培训考试合格的管理人员； 

6.近一年无严重违法违纪记录。 

北京市诚信企业创

建 

支持方式：颁发证书 

享受经信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文明办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优先，行

政审批绿色通道，招投标优先，纳入信用信息网，容缺受理服务，一次性

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发票用量，提供出口退税“绿色通道”，纳税信用评

价参考条件等多重政策便利。 

7-9 月 

企业信用评级/评价 支持方式：颁发报告/证书  

信用评级：海淀园企业享受 40，60%评级补贴，专项资金申报必备 

信用评价：纳入信用北京，市场监管信息网，协会等平台公示，展示企业

良好信用，招投标，商务拓展的重要依据 

全年 

 

以上部分内容是根据往年项目申报进度整理，具体进度以相关部门的正式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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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沿视角 

1. 全国 89 个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名单公示。 

根据《工业互联网 APP 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工信部信软〔2018〕79 号）要求，工信部软件处遴选

出 89 个 2018 年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其中北京地

区 5 个，包括北京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的“高价值

设备智能远程运维应用解决方案”，北京兰光创新科技有限

公司的“兰光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北京索为系

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制导飞行器总体快速设计集成

（APP 应用）平台”，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用友

精智设计云服务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和和利时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和利时 HolliMachine 智能设备云工业互

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初步确定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

15 个拟发布新职业。 

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电子竞技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新职业也层出不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初步确定人工智

能工程技术人员等 15 个拟发布新职业。既有现在流行的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人员；也有不常听说的农业经理人、

数字化管理师。 

序号 职业名称 序号 职业名称 
1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9 电子竞技运营师 

2 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10 电子竞技员 

3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11 无人机驾驶员 

4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12 数字化管理师 

5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13 农业经理人 

6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14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7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15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工 

8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检修工  

3.北京软协作为北京市唯一一家行业性社会组织代表在北京

市与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上发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五年来，三地坚持“一张图”规划，“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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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建设，“一体化”发展。2019 年 2 月 26 日，由北京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河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办）、北京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北京·廊坊北

三县项目推介会在大厂县成功举办。北京软协作为北京市唯

一一家行业性社会组织在大会上发言和签约。 

  

三、 新会员展台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自 1986 年成立至今，专注于服

务会员，目前，北京软协收费会员企业已突破 2000 家，以下是

1-2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1 月份新会员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会员级别 

1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2 北京和利时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3 北京森创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4 北京汇智共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5 北京鸣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6 北京原力棱镜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7 北京摩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8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9 北京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0 国信双创科技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1 北京微昂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2 国信致远（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3 北京捷足先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4 北京华控智加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5 北京爱科赛尔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6 北京久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7 北京得领天沅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8 北京力聚特种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9 北京凯信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0 北京艺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1 北京香侬慧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22 京保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3 北京流体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4 乐立方（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5 北京软信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6 北京众拓达科贸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7 中知互联（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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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财税智库（北京）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9 北京禾壮慧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0 北京中联天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1 北京京诚鼎禹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2 北京汇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3 北京道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4 北京云知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5 北京立迈胜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会员 

36 北京时空易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7 北京领深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8 北京小云淘客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39 北京微瑞集智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40 招商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41 北京新致君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42 北京天宇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43 北京国信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019 年 2 月份新会员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会员级别 

1 北京动力协合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2 优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3 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4 北京入思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5 北京博琛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6 华软汇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7 深度好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8 北京微智富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9 北京企鹅童话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0 北京日日信易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1 北京东方金指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2 北京中科凡语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3 易道信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4 北京艾迪信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5 优哥（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6 中京信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7 优信数享（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8 中链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19 北京经纬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0 北京尚洋易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1 艾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2 北京谛测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23 况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普通会员 

欲了解更多会员名单信息，请登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官网 www.bsia.org.cn，

点击“会员名单”进行查看。 

 

 

http://www.cnecloud.com/
http://www.loongson.cn/index.html
http://www.rostec.com.cn/
http://www.cnsoftware.net/
http://deeplycurious.ai/#/
http://www.llhlec.com/
http://www.qqikids.com/about.php
http://www.anylangtech.com/
http://www.ideathink.com.cn/
http://www.ugekeji.com/
http://www.sinochain.com/
http://www.bjjwwl.com/
https://qutke.com/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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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统计 

1.全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据统计 

2018 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软件实现利润总额 8079 亿

元，同比增长 9.7%；行业从业人数 64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5 万人，同比增长 4.2%；行业人均创造业务收入 98.06 万

元，同比增长 9.6%。 

全行业实现软件产品收入 19353 亿元，同比增长

12.1%，占全行业比重为 30.7%。其中，信息安全和工业软件

产品实现收入 1698 和 1477 亿元，分别增长 14.8%和 14.2%。  

全行业实现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34756 亿元，同比增长

17.6%，增速高出全行业平均水平 3.4 个百分点。 

全行业实现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8952 亿元，同比增长

6.8%。（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据统计 

2018 年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3859.0 亿

元，同比增长 19.0%，增速居各行业之首，占全市 GDP 比重

12.7%，创历史新高。 

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达 10913.3 亿元，同比增长 16%；

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营收 3.4 亿元，同比增长 16%；人均营收

125.9 万元，同比增长 11.5%。 

大中型企业内部研发经费 250.32 亿元，同比增长

16.0%；每亿元研发费用产出有效发明专利 132.5 件，同比提

高 69.8 件。（数据来源：北京市经信局） 

五、 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19 年 2 月，根据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免费为会

员企业提供的软件企业评估服务的数据，北京软协特推荐 32

家软件企业和 50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证书编号 企业名称 
京 RQ-2019-0017 北京佰加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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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RQ-2019-0018 北京麟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19 北京动力协合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0 华软汇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1 北京锐盾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2 北京中科凡语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3 北京艾迪信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4 北京微瑞集智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5 北京互动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6 北京曾益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7 北京领深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8 北京小云淘客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29 北京世纪中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0 北京趣玩天橙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1 中链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2 北京北通品读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3 北京道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4 北京时空易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5 况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6 优哥（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7 中知互联(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8 北京世纪天宏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39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0 亿度慧达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1 北京新唐思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2 北京易真学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3 优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4 优信数享（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5 北京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6 北京比格大数据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7 北京爱米欢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48 北京企鹅童话科技有限公司 

b) 软件产品名录 
申请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申请产品类型 

久安世纪统一安全运维平台软件[简称：LS-SOP]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微机联锁操作表示机软件[简称：操作表示机软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微机联锁逻辑软件[简称：联锁逻辑软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麟卓应用管理中心软件[简称：麟卓应用管理中心]V1.0 网络应用软件 

信安终端安全管控系统 V3.0 信息管理软件 

Power+ 集中式采集器软件 [简称：Power+ 集采软件】V3.0.0.0 数据库系统设计 

能源互联网云平台 POWER+易巡系统[简称：易巡]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智能搜索引擎服务软件【简称：搜索引擎】V2.0.1 网络应用软件 

物联网云端管理平台 V1.2 信息管理软件 

无纸化智能会议系统[简称：无纸化智能会议]V5.0.0.0 办公软件 

可疑人员智能筛查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件 

网络漏洞扫描系统[简称：漏洞扫描系统]V1.0 网络漏洞扫描系统 

优轩采购质检分类管理平台 V1.0 办公软件 



 

17 

 

优轩供应商结算平台 V1.0 办公软件 

优轩源数据采集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优轩大数据优选业务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优轩网络资源搜集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发动机参数和综合电子调节器检查仪测试软件 V1.0 控制软件 

中俄东管道工程物资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统一建模与仿真工具软件[简称：MTE-Modeler]V1.0 行业应用软件 

多文档格式解析软件[简称：FormatConvert]V1.0 模式识别软件 

易道观软件(Android 版)【简称：易道观】V1.0 行业管理软件 

智慧警务大数据分析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博睿思达综合档案管理系统[简称：博睿思达档案管理系统]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优哥直播平台 V1.0 操作系统 

安优易设备安全管理系统 V12.453 网络系统 

Wordtopia字谜乐园益智游戏软件系统（IOS版）[简称：

Wordtopia（IOS版）]V1.2 游戏软件 

Wordtopia字谜乐园益智游戏软件系统（Android版）[简称：

Wordtopia（Android版）]V1.2 游戏软件 

淘客小程序自助生成软件[简称：淘客小程序]V1.0 网络应用软件 

基于大数据的数据资产集成管理与共享交换平台[简称：数据资

产集成管理平台]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筒纱瑕疵检测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SinoChain区块链基础平台[简称：SCOS]V2.3 行业管理软件 

道远课堂安卓手机应用 APP [简称：道远课堂 APP]V1.0 教育软件 

森创电机数字系统控制软件【简称：电机数字系统控制软件】

V1.0 控制软件 

和利时电机伺服系统控制软件【简称：伺服系统控制软件】V1.0 控制软件 

和利时电机步进细分控制软件【简称：步进细分控制软件】V1.0 控制软件 

物联网智能定位管控平台 V6.0 网络应用软件 

况客 FOF投资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智能图书馆终端应用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文书智能督查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协同监管平台 V2.0 行业管理软件 

车辆信息数据查询平台 V1.0 专业测试软件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信息数据调用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用友 NC-E管理软件【简称：NC-E】V5.6 信息管理软件 

智慧电力云平台【简称：电力云】V2.0 行业管理软件 

SmartDBM敏捷数据商业机器软件平台[简称：SmartDBM]V7.0 大数据挖掘分析软件 

隧道漏缆故障智能识别软件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件 

BC Cloud 比格容器云平台【简称：BC Cloud】V1.0 信息管理软件 

宝贝童话手机阅读软件[简称：宝贝童话]V1.0 网络应用软件 

 

欲了解更多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信息，请登陆 www.ruanjianwuxian.com，点击“企业

评估”栏目进行查看。 

 
欢迎会员企业踊跃投稿，邮箱：yangy@bsia.org.cn，需求收集及业务咨询电话：

010-62565314，联系人：杨洋。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
mailto:yangy@bsi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