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员服务
手册
北京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协会第十
届理事会
2023年1月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成立
于1986年10月21日，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软件行业协
会之一，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注册的社会组织。协
会秉承“提供价值服务  促进产业发展”的宗旨，践行

“服务企业 沟通政府 回馈社会”的职能，为北京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目前
拥有会员单位3000余家。
协会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利用数据优势，聚焦会员
需求，提供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受众广泛的 10 大服
务体系，其中包括行业自律、政企沟通、咨询服务、行
业研究、知产服务、品牌活动、国内外交流、上市培育、
宣传服务和技术培训。协会发挥沟通政府与企业、国
内与国外两个桥梁作用，努力与社会各界保持良好的
合作关系，探索开创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作机制，力
争成为一流的国际化行业协会。

我们的协会





实现产业政策信息的精准分类、个性推送、垂直搜索、精准搜索、专题定制等功能，助力会员实
时、全面、精准获取产业政策信息。

（3）北京软件产业政策大数据平台

从会员关系的建立、维护、服务和管理四个维度赋能协会，通过智能
名片、文章推送、海报、视频和直播等智能化工具，数字化服务助力
协会提供更加高效、全方位、多维度的精准会员服务。

（4）智能CRM管理系统

以会员为中心，以数据为基础，打造会员登记、活动管理、项目申报、
信息发布、专家入驻、行业调解等全流程、一体化的企业创新服务平
台，实现数据可视化。

（5）企业创新服务平台

数字平台
（1）官方网站（www.bsia.org.cn）

协会品牌建设、宣传服务的主阵地，设有政策法规、协会要闻、
会员动态、行业新闻、党建专栏、北京软件大讲堂等专栏。累计
访问量达920万余人次。

基于最新技术架构搭建，通过SaaS微服务，支撑协会和会员之间
的互动，实现政策、资讯、活动、技术、人才、资本、方案等资源的共
享。

（2）软件无限平台（www.ruanjianwuxian.com）



我们的服务



2. 研究咨询

利用组织优势和协会多年服务形成的产业数据基础，开展数字经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专精特新等各类研究和咨询服务，编制各类产业发展报告和案例集，为政府决策、企业发
展等提供参考依据。

1.评估评价

面向会员企业免费开展软件产品评估、软件企业评估、软件企业技能人才评价、软件企业
核心竞争力评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社会责任评估等评估评价服务。



3.品牌活动

主办、承办或协办各类行业论坛、会议，组团参加服贸会、数字经济大会、软博会等行业展
会，为会员企业搭建高规格的展示宣传和交流合作平台。

4.信用建设

依据《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诚信企业评估规范》
（T/BSIA 002-2022）开展北京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企业诚信创建活动，会员免费。
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北京企业评价协会合
作，共同开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用评价活
动。



5.标准创制

联合会员企业共同推进团体标准化创制工作；同时开展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
（DCMM）、软件成本度量、项目管理能力评估等国标贯标活动。

6.智库服务

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为核心，建立
行业专家库，服务协会战略引领、产业研究、行业标准，
服务会员专家推荐、咨询论证、会议活动等。



7.北京软件大讲堂

打造软件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政策服务大讲堂、财税小课堂等10大活动系列，每年组织
各类活动100余场，服务会员超3万人次。



8.专精特新企业服务

提供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咨询服务，开展企业家系列访谈、“上云数
转赋智”专精特新助企等系列活动。打造中小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协助对接投融资机构。

9.宣传服务

整合官网、微信公众号、智能CRM系统（加推）、电子刊、微信群等宣传资源，提供产业政
策、项目申报资讯、产业动态、企业新闻、产品技术和案例等全方面的宣传服务。



大系列               大主题              项服务

能力提升系列 创新服务系列 交流合作系列

行业自律服务
■软件企业评估
■软件产品评估
■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软件企业技能人才评价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社会责 
    任建设能力评估   
■数据流程服务（DPS）评价

标准制定与宣贯
■团体标准立项与发布
■中关村团体标准申报
■国家标准贯标

行业信用建设
■软件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    
    诚信创建
■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推荐

人才培养服务
■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     
■北京软件人才继续教育平台
■特色课程体系共建
■行业专家库入驻

咨询服务
■专利申请咨询
■软件著作权登记咨询
■软件产品测试服务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

专精特新企业服务
■创新型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申报咨询
■企业定制服务包
■投融资对接服务
■上市辅导服务
■专精特新企业家系列访谈
■北京软件“上云数转赋智”专 
     精特新助企系列活动

政策支撑服务
■产业政策宣贯
■政府项目申报咨询
■政策诉求对接
■智慧城市场景开放对接

研究咨询服务
■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行业发展态势研究与发布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研究
■产业政策研究与解读
■企业发展调研研究
■企业案例征集与研究
■社会责任研究与发布
■软件市场研究与推荐
■专家咨询论证服务

网安产业融通创新平台
服务
■网安前沿最新资讯服务
■创新策划行业活动服务
■生态协同报告咨询服务
■网安人才对接培训服务
■生态资源协同综合服务

推优评价服务
■著名商标推荐
■各类人才推荐
■市场占有率评估
■北京市科协项目推荐

宣传服务
■《北京软件之窗》电子刊
■企业动态、产品、解决方案  
     等专题宣传
■专家观点、公益爱心等原  
     创内容合作

行业活动服务
■年度会员代表大会
■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
■京台科技论坛
■京港洽谈会
■主题行业峰会、论坛
■国际交流与合作

北京软件大讲堂
■行业自律课堂
■软件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
■财税小课堂
■政策服务大讲堂
■技术实战沙龙
■知识产权能力提升课堂
■项目管理大讲堂
■人力法务讲座
■软件企业B2B营销大讲堂
■中小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市场拓展服务
■市场活动主办、承办
■软件产品推广
■创客大赛海淀区级初赛

企业交流服务
■党建联建活动
■CEO互访交流
■数字生态共建交流会
■“创新案例 北京实践”系列 
      分享
■区域对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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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活动



1.CEO互访活动之走进标杆企业（一）

2.数字经济生态共建交流会 
■数字孪生与智慧城市发展
■云原生应用创新

3.北京软件“上云数转赋智”专精特新助
企系列活动
■联合代表性企业共同开展2期

4.软件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 
■团体标准化与标准创制实务

5.中小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价值评估
■软企-金融互通专场需求对接会

6.决策沙龙 
■数字经济时代的开源生态构建

7.行业自律课堂 
■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诚信创建活动宣贯及 
    申报实务

8.政策服务大讲堂 
■《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解读会
■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新创建政策解读
■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  
     报政策解读

9.“创新案例 北京实践”系列分享 
■面向全体会员企业征集，形成20大议题

10.财税小课堂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风险和应对
■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解读

11.技术实战沙龙 
■企业一线技术实践分享，2期

12.项目管理大讲堂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与PMP认证

13.软件企业B2B营销大讲堂 
■B2B企业如何做好内容营销？

14.人力法务讲座 
■企业招聘、入职环节的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

15.知识产权能力提升课堂 
■北京市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及试点示范单位申报 
     政策解读
■软件企业商业秘密管理
■字体字库图片的使用风险及防范

第一季度



1.CEO互访活动之走进标杆企业（二）

2.数字经济生态共建交流会 
■Web3.0推动虚实融合
■“AI+RPA”应用创新实践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

3.北京软件“上云数转赋智”专精特新助
企系列活动
■联合代表性企业共同开展2期

4.软件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 
■2023年新设博士后工作站及创新实践基地申 
     报交流会
■软件行业高质量专利培育与投资价值提升

5.中小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股权融资与上市的N个关键问题
■注册制下的资本市场分析和企业上市路径选择
■企业股权融资风险控制判断及实务

6.决策沙龙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探讨

7.行业自律课堂 
■协会各项评估评价工作介绍及申报培训会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国标宣贯 
       及软件价值评估实务

8.政策服务大讲堂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宣讲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与申报实操培训会
■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促进专项等项目政策解读

9.“创新案例 北京实践”系列分享会 
■面向全体会员企业征集，形成20大议题

10.财税小课堂 
■软件企业增值税优惠相关政策解读
■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解读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题培训

11.技术实战沙龙 
■企业一线技术实践分享，3期

12.项目管理大讲堂系列 
■项目管理与数字化转型
■软件项目管理能力评估（CPMM）项目宣讲会

13.知识产权能力提升课堂 
■商标注册和使用风险及化解途径
■专利挖掘与专利查新检索

14.软件企业B2B营销大讲堂 
■数字时代的品牌营销

15.人力法务讲座 
■企业离职管理的法律风险防范

第二季度



1.CEO互访活动之走进标杆企业（三）

2.数字经济生态共建交流会 

■网络安全与工业互联网发展

■关键应用的开源实践

■区块链应用场景创新

3.北京软件“上云数转赋智”专精特新助
企系列活动
■联合代表性企业共同开展2期

4.软件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
■保密资格申请流程及审核的重点难点解读

■企业组织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分享会

5.中小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企业上市前税务风险清理和税务优化思路

■“专精特新”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审核要点分享

6.决策沙龙 

■Web3.0的机遇与挑战

7.行业自律课堂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国标宣贯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CS）宣讲会

8.政策服务大讲堂 

■《数据安全法》解读及合规应用培训

■中关村示范区“1+5”系列资金支持政策宣 

    讲会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相关政策解读

9.“创新案例 北京实践”系列分享 

■面向全体会员企业征集，形成20大议题

10.财税小课堂 

■技术市场优惠政策解读及技术合同登记实务

11.技术实战沙龙 

■企业一线技术实践分享，3期

12.项目管理大讲堂 

■项目管理体系建设与能力提升

13.知识产权能力提升课堂 

■专利快速申请与资助政策解读

■专利布局与高价值专利培育

■企业知识产权监控预警与维权

14.软件企业B2B营销大讲堂 

■怎样构建一流B2B营销组织竞争力

15.人力法务讲座 

■加班管理存在的常见问题和法律建议

第三季度



1.CEO互访活动之走进标杆企业（四）

2.数字经济生态共建交流会 

■智慧医疗场景创新

■元宇宙与工业互联网发展

3.北京软件“上云数转赋智”专精特新助
企系列活动
■联合代表性企业共同开展2期

4.软件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 

■ITSS运维符合性评估申报培训

5.中小企业上市培育计划 

■上市企业的股权结构设置及控制权认定

6.决策沙龙 

■信创背景下的数据安全发展

7.政策服务大讲堂 

■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   
    报政策解读会

■关注高新认定变化 掌握高新核查要点

8.“创新案例 北京实践”系列分享 

■面向全体会员企业征集，形成20大议题

9.财税小课堂 
■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解读

■软件企业年终所得税筹划实务培训

10.技术实战沙龙 

■企业一线技术实践分享，2期

11.项目管理大讲堂 

■软件项目管理领域标准宣贯会

12.知识产权能力提升课堂 

■软件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与投资价值提升

■软件技术开发合同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

13.软件企业B2B营销大讲堂 

■数字经济下B2B企业营销全路径

14.人力法务讲座 

■人力资源法律风险防范及实务

（注：最终以活动实际举办为准）

第四季度



入会流程



登录协会官网
www.bsia.org.cn

我要入会 注册登录 填写会员信息

上传营业执照+申请表
（加盖公章）

提交审核

审核通过
（24小时内）

颁发会员证书缴纳会费

1

5

32

7 86

4

会员级别及会费标准

■副会长及以上，40000元/年
■常务理事，30000元/年
■理事，10000元/年
■普通会员，2000元/年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甲21号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A座206-207（100080）
协会官网：www.bsia.org.cn
协会公众号：BSIA-WX
微信群：专属会员服务微信群，请联系服务专员，及时入群。

联系电话

会员服务部 010-82358771、62564219

研究发展部 010-62565314、82358631

培训合作部 010-82358631

市场部 010-62567119

提供价值服务　促进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