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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会要闻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成功

召开

2022 年 1 月 7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简称“北京软协”）第

十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线成功召开。会议由北京软协会长刁志中

主持，350 位会员代表参会。北京市经信局和中关村科学城的领导作为特

邀嘉宾参会并发表演讲。

会员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第十届第一次理

事会工作报告》《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第十届第一次理事会财务工

作报告》和《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第十届第一次监事会工作报告》。

北京软协会长刁志中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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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十届理事会工作

在刁志中会长看来，过去一年北京软协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他表示，北京软协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在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推动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发

展，从行业，特别是会员企业最关切、反映最热烈、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入

手，通过一系列行动，为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北京软协秘书长龙飞以“启新 融变 聚势未来”为主题做了理事会工作

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龙飞首先分析说：“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

之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一年；2021 年，也是协会第十届理事会重装启航的第一年，

是协会开启全新篇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年。”

她从党建引领，固筑堡垒，驱动协会创新发展；规范运营，提升自我，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展会员，夯实基础，激发创新发展动力；紧跟战略，

引领发展，做好产业发展的推手；搭建桥梁，建言政策，当好政府服务的

助手；聚合资源，创新服务，做好企业发展的帮手六个方面回顾了北京软

协第十届理事会第一年的主要工作。

龙飞还对理事会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做了介绍。她介绍，2022 年协会在

保持常规工作外，将增加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重点打造“四个一工程”，

持续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不断推进北京方案，着力强化金融创新服务，

创新推出企业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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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务工作报告，北京软协经过 30余年的发展，在原有业务模式的

基础上，增加了多元化的合作项目，强化了会员服务，现已形成了各项收

入全面均衡发展的局面。在协会财务管理上，坚持加强内部控制，日渐完

善财务体系，严格执行财务制度，严格按照章程办事，严格会费管理，为

协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龙飞就第十届理事会财务管理的

执行情况、加强自身信用体系建设，以及第十届理事会财务收支情况等进

行了详细说明。

北京软协秘书长龙飞做《第十届第一次理事会工作报告》

接下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监事长邵凯做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邵凯介绍，一年来，第十届监事会在理事会和全体会员的大力支持配合下，

认真履行协会章程赋予监事会的各项工作职能，坚持“全面关注、重点监督”

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一是继续完善监事会自身建设，二

是积极配合理事会工作开展，三是有力监督财务工作规范运作，四是切实

为秘书处工作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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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软协监事长邵凯做监事会工作报告

助力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仝海威发表了主题为《北京建设全球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工作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北京将继续发

挥“两区”建设的战略带动作用，在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总体工作推进过

程中强调四个“突出”：突出“数字”驱动，把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作为城

市减量发展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路径；突出“全球”争先，

坚持全球化视野和高水平开放，努力争取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中处于领

先位置；突出“标杆”引领，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实施一批标杆工程，打造数

字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产业体系；突出“城市”孵化，把北京城市整体作为一个

超级孵化平台，加快构建数字社会生态。其中，北京市将孕育形成技术创

新型、数字赋能型、平台服务型和场景应用型等不同类型的标杆企业，并

对不同类型企业给予不同的支持政策。

仝海威特别透露，2022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按照搭建继服贸会、中关

村论坛、金融街论坛之后第四平台的标准要求，突出“高、实、新、活”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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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更高的站位、务实的作风、创新的思维和灵活的机制做好筹办工作。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仝海威发表主旨演讲

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服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刘春哲做了主题为

《升级创新服务体系，打造“北京创新”标杆》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近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跑出“加

速度”，为海淀区乃至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支撑。他透露，接下来中关

村科学城要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一是抓

基础前沿布局，二是抓数字经济引领，三是抓优势领域突破，四是抓创新

生态优化。他指出，北京软协众多会员企业是在海淀科技创新最前沿的实

践者，多年来为海淀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期望

会员企业继续共同携手，再创海淀科创新高度，为加快建设北京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核心区和现代化高品质海淀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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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服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刘春哲发表主题演讲

两份报告引领北京软件高质量发展

会议期间，北京软协还重磅发布了《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

业综合实力报告》和《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两份报告。

据悉，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通过两大品牌活动助力北京软件高质量

发展：以核心竞争力评价寻找未来产业金种子，目前已连续开展了三年；

以综合实力评价催生世界级软件巨头，目前已连续开展了六年。

《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综合实力报告》由北京软协副会

长施水才代表协会发布。据悉，北京软协为服务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软

件产业战略，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企业加强标杆引领，提升企业综合

实力，发布了《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综合实力报告》。本次

综合实力企业聚焦北京市行业内业务规模大、效益好、自主创新能力强的

优秀企业，旨在通过此次评价活动促进这些企业强化品牌建设，助力龙头

企业做优做强，提升其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构建新的技术和品牌生态体系，赋能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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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本次入选企业具有以下五个关键特点：一是企业区域分布开始变化，

二是业务收入模式呈多元化特征，三是头部企业聚集效应明显，四是企业

海外业务发展较好，五是企业布局未来产业意愿强烈。

北京软协副会长施水才发布《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实力指数报告》

《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由北京软协副会长费振勇

代表协会发布。据悉，北京软协为服务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软件产业战

略，推动深化“专精特新”，促进企业对标行业总体情况，提升企业竞争力，

发布了《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本届核心竞争力企业

具有参与企业经济社会贡献大，科技创新成效显著；规模型企业是行业支

柱，创新型企业是行业主体；成长型与创业型参与企业数量形成对比，发

展环境出现分化；海淀是北京软件企业高地，但区域聚集格局开始发生变

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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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软协副会长费振勇发布《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

正如刁志中会长所言，有了 2021 年扎实的工作基础，2022 年北京软

协一定能够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实现更高

质量、更为安全、更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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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薛向东：

与数字生态共赢

大咖说

近年来东华软件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不断加大投入力量，在多

个行业积累了的市场优势。在此基础上，东华软件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技术支撑，积极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聚焦党政机关、

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逐步打造聚焦政企信息化

的全行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东华数字生态”。

——东华软件董事长 薛向东

成立于 1993 年的东华软件，可谓中关村的“常青树”，公司自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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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以来，经营业绩实现了高速增长，截至 2020 年末东华软件营收增长了

约 15 倍。在东华软件董事长薛向东看来，东华软件的成长与发展，与其生

态伙伴的合作密不可分。面对奔涌而来的数字经济浪潮，东华软件正着力

打造“东华数字生态”，旨在支撑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

1993 年，薛向东从国企辞职，“下海”创立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立志做中国人自己的高新技术企业。创立 28年来，东华软件经历了

互联网时代、产业互联网时代等多次产业迭变，从一家只有两台电脑的“小

作坊”成长为中关村里的“常青树”。

创新，是东华软件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

一直以来，东华软件践行“发展民族软件产业，以数字技术持续赋能用

户”的企业愿景使命，在经营中坚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业务模式创新，

立足技术前沿，专注于软件研发，联合产业上下游、产学研力量，在细分

领域技术、市场中精耕细作，为数千个用户提供优秀的软件和信息系统解

决方案，同时持续锻造数字产品解决方案标杆和品牌矩阵，持续为客户赋

能、赋值、赋智，助力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东华软件的用户涉及医疗、金融、政务、能源、水利、公安、

电信等多个行业，成功完成了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中国科学

院、水利部、国家气象局、国家工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华夏银行、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重要客户的应用软件开发和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项目。

东华软件在应用创新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基础软件和核心技术创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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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应用创新带动基础和核心技术创新，以基础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应

用创新。东华软件持续布局在基础数据库和国产中间件，投资并购东方通、

南大通用、人大金仓等公司。东华自主品牌数据库——东华龙腾数据库也

已落地使用。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更好的创新发展，东华软件首批入驻了国家网络

安全产业园经开区信创园，与园区很多知名企业一起，密切协作，合力构

建富有创造力和创新力的软件生态。

积极构建“东华数字生态”

东华软件发展壮大的另一大法宝是成功的生态战略。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东华软件独特的生态战略。“东华软件生态合作

的理念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X+’。所谓

的‘X+’，就是东华软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薛向东表示。

据悉，东华软件非常注重同业界各类知名 IT 厂商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合

作关系，通过共享市场资源与技术资源跟踪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与市场动

态，用一流的服务把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带给用户。东华软件多年良

好的业绩及服务已经得到众多厂家的信任与认可，成为数十家国内外知名

IT 厂商的增值代理商、系统集成商或战略合作伙伴，为用户提供了全面的

解决方案和优质高效的服务。

东华软件在生态构建上的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是与腾讯的合作。早在

2018 年，东华软件便与腾讯携手，在医疗云及医疗互联网应用、智慧城市、

能源云、金融大数据四个方向开展深度合作。“腾讯的品牌和产品，加上东

华的行业应用，使得我们双方的影响力也都提升了。”薛向东分析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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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腾讯以 14.4 亿元入股东华软件，双方强强联合，进一步加强、加

深了双方在市场拓展、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东华医为联手腾讯云大力推进“一链三云”战略，基于区

块链，打造医疗云、卫生云、健康云，推出区域医疗、医联云等六大解决

方案。薛向东曾生动描述“一链三云”将要实现的一个场景：“一位病人在山

东看完病，再去武汉，或者再去北京协和，那么这个过程中，这位病人所

有的电子病历，包括医嘱等，都可以实时展现在当下医生面前。”薛向东总

结说，这对提升医疗水平和公民健康水平都将意义深远，意味着未来每个

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网上私人医生。

此外，在国家“新基建”发展目标的引领下，东华软件积极与华为公司进

行深度合作，参与到鲲鹏生态建设中来，其多款产品已经陆续移植到鲲鹏

生态中。在加入欧拉开源社区后，东华软件将持续打造基于华为鲲鹏的解

决方案联合生态。

薛向东表示，当前东华软件具有完备的数字技术力量，通过多个行业

的大量 IT 项目实践，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数字技

术领域有了深厚的人才、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积累。东华软件将凭借这

些优势，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支撑，积极构建实践基于人工智能

的行业应用，聚焦党政机关、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研

发，逐步打造聚焦政企信息化的全行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东华数字

生态”。

赋能产业数字化

在当前势不可挡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东华软件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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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薛向东认为，抓住数字经济战略机遇，集中力量推升数字技术高

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和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更有

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

他介绍，近年来东华软件一直围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

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科技便民利民，科技助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

理和精准治理等，在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智慧产业等领域精耕细作，推

出了一大批优秀标杆数字方案和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政企客户中，为客

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客户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在数字医疗领域，东华软件依托全资子公司东华医为，形成了涵盖医

疗数字化和互联网医疗的全面的数字产品和解决方案。东华软件进入医疗

行业市场 20 年来，东华医为累计为全国 800 多家医院、医疗集团、保险

公司、卫生健康委和社保局等机构提供各类产品解决方案，并且在由国家

卫健委排名的前 100 家医院中，有 30多家是东华软件的客户。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数字技术产品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

化、数字化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引领、规范、保障作用。

在智慧金融领域，东华软件推出了金融智数、开放银行、反洗钱工作

平台、银企 E+等系列智慧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通过数字科技助

力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难题痛点，为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提供

资金支持。

薛向东透露，接下来东华软件将加快融入“十四五”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步

伐，继续加大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智慧产业等业务战略布局和投入力度，

为我国社会和经济数字化转型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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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华软件

东华软件成立于 2001 年 1 月，2006 年 8 月在深圳主板上市，注册资

金 31.15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 91.67 亿元。拥有职工 10000 余人，其中

研发人员 5200 余人，拥有 180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

东华软件是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特一级计算机信息系

统集成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计算机服务及软件特大型

企业。

东华软件自成立以来，不断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

的力度，已为数千个用户提供了优秀的软件和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公司旗

下品牌有东华医为、健康乐互联网医院、银企汇、东华金融云、东华智慧

城市、HARRY data、东华大数据平台、东华企业云、东华网智、神州新桥、

威锐达、联银通、博育云、东华雪亮、厚盾预算、互联宜家、阿凡达工业

大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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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的通

知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其发展程度直接关乎我国制造

业质量水平。发展智能制造对于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建成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快推动智能制造

发展，编制本规划。

识别二维码 获取全文信息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北京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业互联网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推进北京市工业互联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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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支撑打造服务全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制定本行动计划。

识别二维码 获取全文信息

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

关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

中小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和高质量发展，

我办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关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现予印发，请认真抓好落实。

识别二维码 获取全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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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北京市“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自荐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小企业综合竞争力，指导相

关企业申报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根据《关于推进北京市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我局拟开展 2022 年北京市“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自荐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自荐为敞口申报，全年开放，每季度认定。每季度首日 0：

00-末日 24：00 为一个申报周期。

识别二维码 获取全文信息

北京市人才工作局 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人才”评选表彰工

作的通知

为大力实施首都人才发展战略，表彰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营造“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根据《北京市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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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专项表彰奖励项目评选表彰办法》，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开展第十

四批“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第六批“北京市有突出

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第六批“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农村实用人才”评选表彰

活动，现将 3个奖项组织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申报时间：网上填写申请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3月 10 日。

识别二维码 获取全文信息



19 活动抢先看

（1）在线直播 | 【行业自律】软件企业评估申报辅导培训

时 间：2022 年 1 月下旬

（2）在线直播 | 【行业自律】北京市诚信创建标准宣贯及申报实务

时 间：2022 年 1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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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信息安全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 预计 2021 年增长率

将达 31.83%

在 12 月 8 日举行的 2021 年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上，《中国工业信

息安全产业发展白皮书（2020-2021）》发布。白皮书预计，2021 年我国

工业信息安全市场增长率将达31.83%，市场整体规模将增长至167.01亿元，

在政策加持、技术创新、需求升级等多因素综合驱动下，我国工业信息安

全产业将继续保持高景气度。

白皮书显示，2020 年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规模在疫情背景下逆势上

扬达 126.69 亿元，增长率为 27.02%。其中，工业信息安全产品类市场规

模达 43.97 亿元，占市场总额的 81.3%,全服务类市场规模为 10.11 亿元，占

比达 18.7%。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局长隋静表示，近年来，工业

和信息化部围绕工业互联网安全、工控安全等已经开展大量工作。在“十四

五”开局之年，网络安全事业将开启新征程，下一步将从四个方面做好工业

领域网络安全工作。一是充分认识工业领域网络安全风险严峻形势。二是

持续强化工业企业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政策供给和标准指引，加

快建立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基础管理制度，分行业、分领域制定分类分

级系列防护标准。三是着力提升工业领域网络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围绕工

业互联网安全、工控安全等重要领域和关键对象，进一步优化工业互联网

安全监测服务体系，加快工控安全监测预警平台功能建设，持续开展工控

安全漏洞收集评估和处置工作。四是培育壮大高质量网络安全产业生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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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加大工控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应用，引导资本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培育工业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示范标杆。

（人民网）

工信部：2022 年要稳妥有序开展 5G 和千兆光网建设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强调，2022

年要稳妥有序开展 5G和千兆光网建设，到 2022 年底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

过 4亿户家庭的能力。加大 IPv6 应用创新和推广，加快 5G在垂直行业的

融合应用。纵深推进App 专项整治，健全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安全保

障体系，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利用水平。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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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胜天成集团与衡阳市签订合作协议，助力城市安全，共建韧性

城市

12 月 13 日，在湖南省衡阳市隆重举行华胜天成集团与衡阳高新投、发

展投合作签约仪式，华胜天成集团拟与衡阳市政府携手打造高水平的区域

应急中心、救援基地，助力衡阳城市安全，共建韧性城市。

（华胜天成集团）

晓羊集团与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共建“智慧校园新生态中

心”正式揭牌

12 月 14 日，北京晓羊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

中学合作共建的“智慧校园新生态中心”揭牌仪式在华迈实验中学隆重举行。

未来，晓羊集团与华迈中学将基于先进的AI 互联网技术与对教育信息

化和教育改革政策的深刻理解，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和管理模式中，实

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应用和创新，共同推动“智慧校园新生态”和“互

联网+教育”的发展及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教学和管理模式的变革。

（晓羊集团）

产教深度融合，彩虹无线联合浙江大学启动新能源整车 PHM 项目

12 月 27 日，彩虹无线与浙江大学联合研究的新能源整车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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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M项目在杭州正式启动。双方将联合研发新能源整车故障预测、整车健

康管理评价体系以及整车健康管理技术，以大数据驱动为主，结合系统机

理和专家经验，为车企提供新能源汽车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服务，助力产

业提质增效。

（彩虹无线）

旷视助力赣锋锂业智能立体仓储系统正式运行

12 月 30 日，赣锋万吨锂盐工厂智能立体仓库揭牌仪式在江西新余召

开。本次智能立库的建设方案，由人工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旷视提供。

智能立体仓库由立体货架、堆垛机、AMR、RGV、自动拆码垛等设备

组成，依托智能化操作系统，可自动快速完成震实、称重、封包、打托等

环节，节约人力、提升效率。

（旷视MEGVII）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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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综合实力报告》发布

为服务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软件产业战略，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促

进企业加强标杆引领，提升企业综合实力，2022 年 1 月 7日，北京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协会（以下简称“北京软协”）副会长施水才在北京软协第十届会

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协会发布了《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企业综合实力报告》。据悉，北京软协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连续六年

开展了“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综合实力”征集活动。

本次综合实力企业聚焦北京市行业内业务规模大、效益好、自主创新

能力强的优秀企业，旨在通过此次评价活动促进这些企业强化品牌建设，

助力龙头企业做优做强，提升其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动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构建新的技术和品牌生态体系，赋能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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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副会长施水才发布《2021 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综合实力报告》

北京软协结合软件企业发展的实践和软件行业协会服务企业的成功经

验，依据会员企业提交的参报数据和公开材料，围绕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展开，形成由规模效率、研发能力、引领能力、全

球影响力四个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将所有参与企业分成潜力企业、较强

企业和领先企业三个等级。满分为 100 分，其中最高得分的为 81.65 分；105

家达到领先水平；有 35家达到较强水平。报告主要对达到领先水平，且具

有代表性的百家企业进行发布和分析（名单后附）。

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企业区域分布开始变化

从企业区域分布来看，大格局没有变化，海淀区 63家，朝阳 23家；

经开区、通州区第一次进入百家，共有 4家。

第二，业务收入模式呈多元化特征

从业务细分领域分布来看，百家企业的分布没有明显变化，以行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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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为代表的企业服务占据主体地位。从业务模式分布来看，百家企业

呈现多元的特征，既有传统的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定制开发模式，也有

云服务、开源等先进模式。

第三，头部企业聚集效应明显

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分布情况分析，两项指标整

体呈现向头部企业集中的现象；尤其利润方面，前十企业占比超七成。头

部企业的经营情况对行业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1.百亿级企业收入增量更为突出

2020 年百家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最高收入为 544.6 亿元，

较上一年增加 118 亿元，增长率为 27.6%。2020 百家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总收入 3878.4 亿元，较上一年增加 443.8 亿元；其中 100 亿元以上的

有 8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为 1816 亿元，较上一年增加 324 亿元；

8家 100 亿级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增量收入占百家企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增量收入 73%。

2.头部企业人才聚集效应明显

百家企业仍然在争相抢夺人才，2020 年百家企业员工数量超 86万人，

增长 24.6%；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达到 38.8%；前 10 家企业员工人数占比超

过 65.6%，吸引了绝大部分人才。对于后起之秀，吸引人才的难度在加大。

3.头部企业研发强度突出

百家企业重视创新，研发投入总计达到 1217 亿元，研发投入占比达到

32%；百家企业累计发明专利达到 34796 项。其中前 10 企业的研发投入达

到 908 亿元，占比 74.6%；发明专利达到 20352 项，占比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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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较好

百家企业中，有海外收入的企业 51 家，超过一半，其中有 16 家的海

外收入突破 1 亿美元。百家企业拥有海外分支机构共计 232个，海外员工

6267 人，产生海外收入 245.28 亿美元。其中，海外收入最高的企业达到

192.3 亿美元。

第五，企业布局未来产业意愿强烈

百家企业在未来产业开始布局，其总收入达到 805.77 亿元，收入占比

已超过 20%，达到 20.8%。在云计算、大数据方面，百家企业的产品与业

务布局基本完成，两者收入占到未来产业总收入的 70.7%；智能网联汽车、

区块链等是百家企业布局的重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百家企业的未来产

业收入还没有明显的聚集效应。

1.AI 领域企业布局最多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实施方案中重点布局的重要行业。百家企业将为北京的数字基础技

术标杆企业提供重要支撑。AI 收入成为百家企业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收入达到 94亿元。AI 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有 3家。百家企业中，34家企

业明确表示有人工智能收入；既有以第四范式为代表的AI 算法企业，也有

众多像京北方等提供AI 应用和场景解决方案的企业，从布局上看，主要以

第二类为主。

2.区块链是企业布局热点

有超过七成的百家企业在不同领域布局区块链，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健

康医疗大数据、电子合同、存证场景、金融及结算、数据共享平台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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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家企业明确表示有区块链业务收入。

3.多家企业进军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要重点突破的基础技术，

也是未来要打造的数字基础技术标杆企业。向硬件、向集成电路进军，成

为近年来北京软件企业尤其是百家企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百家企业集

成电路总收入达到 5.3 亿元，已有企业相关收入超过亿元。汽车芯片、人

工智能芯片、安全芯片成为其中的重要方向。

4.多家企业布局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重点布局产业，也

是未来要打造的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进军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是近年来北

京软件企业尤其是百家企业的另一个重要战略。百家企业智能网联汽车业

务收入共计达到 16 亿元，已成为一些企业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其中，有

2家企业相关收入超亿元。

5.产业互联网已成企业重要方向

产业互联网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重要工程，也是北京

软件的优势所在。10 家有行业解决方案基础的百家企业对产业互联网高度

重视，已形成相应的成熟方案。这 10 家企业都是百家企业中的重点企业，

其收入占到百家的 20.5%，研发人员占 29.2%；北京软件百家企业主要在

智能制造、建筑、医疗、房地产、农业、烟草等领域形成了自身的产业互

联网优势。

报告对北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接下来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抢抓机遇，共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二是瞄准四个面向，实现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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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突破；三是面向四大新场景，实现收入上台阶；四是胸怀全球，向世界

级软件巨头迈进。

详细报道请查看 https://www.bsia.org.cn/site/content/9323.html

（北京软协官网）

《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

为服务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软件产业战略，推动深化“专精特新”，促

进企业对标行业总体情况，提升企业竞争力，2022 年 1 月 7 日，北京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以下简称“北京软协”）副会长费振勇在北京软协第十届

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协会发布了《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

争力评价报告》。据悉，北京软协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连续三年开展了“北

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活动。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副会长费振勇发布《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

2021 年，北京软协依据《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规范》（T/B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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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019）团体标准，在会员企业中开展了核心竞争力评价征集活动，并

采用统计性评价和行业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对 465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

进行分析，得出了 2021 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评价结果显示，

这 465 家企业分别在规模化、成长性、创新性、创新创业和国际化等方面

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从数量上来看，2021 年参与评价企

业相比上一年增加了 71 家，增长率达到 18.0%。

本次参评企业，总体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参与企业经济社会贡献大，科技创新成效显著。

参与企业贡献了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 17.8%的软件收入、24.7%

的研发投入、32.8%的经营收入、43.6%的员工数和 64.8%的授权专利量。

参与企业对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行业的支撑作用明显。

参与企业纳税总额达 216.16 亿元，吸纳就业人员 42.47 万人，为北京

市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参与企业研发投入共计达499.34亿元，聚集企业研发人员25.13万人，

近三年授权专利数和软件著作权登记数分别为 22755 件和 28598 件。参与

企业正在成为北京市重要的科技创新组成部分，为行业的科技要素聚集、

创新成果培育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贡献重要力量。

第二，规模型企业是行业支柱，创新型企业是行业主体。

参与企业中规模型企业软件收入占了 83.8%，从业人员规模也将近总

体的 80%，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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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成长型与创业型参与企业数量形成对比，发展环境出现分化。

相比上一年，2021 年参与企业总数增长超过 17%。其中成长型企业增

长尤其明显，增长率超过 62%。但同时创新创业型企业数量下降了 46%。

显示受国际形势和新冠疫情等多因素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面临的发展环境

出现显著差异。

第四，海淀是北京软件企业高地，但区域聚集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分区域来看，海淀区、朝阳区和丰台区的参与企业数量最多，且海淀

区是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最主要的聚集地。海淀区不但企业数量

多，而且创新水平高、社会贡献大。2021 年海淀区参与企业数达 247 家，

占参与企业总数的 53.1%；软件收入占参与企业总数的 73.0%，纳税总额

占比为 79.9%，研发费用和三年专利授权量占比分别达到了 69.8%和

83.3%。

但是从变化的角度来看，通州区参与企业的增长最快，从 2020 年的 3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12 家，其次是西城区和丰台区，增长率分别为 75.0%

和 57.1%。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京软件产业区域格局的变化趋势。

第五，参与企业中有众多小巨人和专精特新。

参与企业中有 3家隐形冠军，分别是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有 34家小巨

人企业，其中已上市 6家，未上市 28家。有 74家专精特新企业，其中已

上市 8家，未上市 66家。

报告按照规模型、创新型、成长型、创新创业型、出口型这个五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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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别对核心竞争力企业进行了分析。

规模型企业分析。参与评价规模型企业有 101 家，比上一年增加 23家。

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企业 4家，50-100 亿元企业 6家；10-50 亿元企业 31

家，低于 10 亿元企业 58家。规模型企业合计实现软件收入 2356.06 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 23.33 亿元；平均企业营收也从 21.9 亿元上升到 50.66 亿元。

规模型企业平均研发费用、专利授权量等创新指标都保持较高水平。规模

型企业中，利润超 10 亿元的有 11 家，其中互联网企业 6家；利润率超过

20%的有 22 家，其中互联网企业有 11 家。互联网服务利润领先。规模型

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多，纳税多。企业平均员工数量 3309 人，其中超平均值

的企业有 22家；企业平均纳税额 1.74 亿元，其中超平均值的企业有 21 家。

创新型企业分析。参与评价的创新型企业有 230 家，在国内外公开上

市的企业 22家。大唐移动和国双科技专利授权数量都超过 1500 件，显示

创新成果量还是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但整体上来看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

和产出效率最高。

参与评价的创新型企业人均研发费用 24.84 万元，低于规模型企业的

37.16 万元；但创新型企业整体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45.5%，超过规模型企业

的 13.2%。在产出方面，按照研发人员数量来算，创新型企业人均拥有专

利 0.23 件，多于规模型企业的 0.10；人均拥有软件著作权 1.07 件，是规模

型企业的 4倍。可见，创新型企业已经成为带动技术创新活力的中坚力量。

其中人均拥有专利超过 1件的企业有 13 家，前两家的授权专利总量都

超过 900 件。排名第一的国双科技，人均拥有专利数更是超过了 6件。

成长性企业分析。参与评价成长型的企业有 99家。这些企业近三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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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年均增长率平均达到 98.7%，人员规模年均增长率平均达到 37.4%，利

润年均增长率平均达到 146.8%，说明企业增长速度较快，成长性较好。2020

年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平均为 20.8%，研发人员占比平均为 54.7%，说明企

业重视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这是软件企业不断快速稳步发展的动力。

在参与评价的 99家企业中，2020 年营收 10 亿以上的企业 1 家，为北

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营收平均增长 41.47%。

创新创业型企业分析。参与评价创新创业型的企业有 29 家，2020 年

总体经营收入达到 9.2 亿元。企业间差距非常悬殊，收入排前两位的牡丹

电子和智游网安，营收合计超过 6.6 亿元。除这两家企业以外，创业型企

业平均经营收入 957万元。

整体来看，创业型企业研发总投入超过 2亿元，平均达到 694万元，

平均研发强度超过 157.1%，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平均达到 60.49%；

从研发成果看，创业型企业近三年授权专利总数达到 158 件，软件著作权

登记总数达到 636 件，说明企业发展创新驱动力较强，这些充分显示出创

业型企业普遍是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并且总体上还处于在产品市场化

前期阶段，收入尚不足以弥补研发投资。

出口型企业分析。2021 年参与出口竞争力评价的企业有 6家。出口额

总计超过 1.3 亿美元，总量较上年增长 61.84%；出口合同登记额 11104.63

万美元，同比增长 27.94%。全球疫情提升了中国外包服务的出口竞争力，

野村综研、讯和创新、北方新宇三家从事对日软件开发和 IT 技术服务外包

的企业出口额趋稳。二六三软件、智明星通、盖娅互娱三家企业均为海外

市场提供自有软件产品和服务，国际化程度高，但受全球疫情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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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业务都不同程度受阻。

报告还对接下来北京软件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是软件产业

要不断融入实体经济，在融合创新中做深做实做强大；二是软件企业要持

续深耕消费互联网生态，加快布局产业互联网生态；三是软件企业要提升

开源社区参与度、贡献度，在开放共享共赢中发展。

详细报道请查看 https://www.bsia.org.cn/site/content/9323.html

（北京软协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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