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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通知 

 
推荐申报“中国优秀软件产品”评选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开展“推广优秀软件产品活动”，帮助企业拓展产

品市场，将质量高、功能强、实用性好、技术先进、服务好的软件产品作
为优秀品牌培育和推广。向各级政府采购、集团大宗采购、大型信息化工
程招标评标单位推介，为遴选适合出口的优秀软件产品、制定优秀产品采
购目录等做准备的服务性工作。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负责大连企业的推荐工作，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申报条件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在主管部门登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软件产品。 

 商品化程度高：具有规范化的软件名称、完善的使用手册和
技术服务。 

 技术水平先进：采用先进的软件工具和研发方法，具有新颖
特色及创新特点。 

 质量稳定可靠：产品经过 6个月以上实际运行，至少有三个
以上用户实际应用，对其软件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实用
性表示满意的用户使用报告。 

 拥有较大用户群和市场销售量：经过较大用户群的实际应
用，不断地听取用户反馈意见，进行反复地修改完善，日益
成熟。 

 提供优质服务：客户对软件产品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质量
的评价较好。 

二、申报与评审 
1.  申报程序 

 凡符合上述条件，申报单位向大连软件行业协会申报，大连
软件行业协会择优推荐。 

 2 月份被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评选为“大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优秀软件产品”可优先推荐。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向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统一申报。 
2.  资料要求 

 填写软件产品申报表。申报表可从“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www.dsia.org.cn）网站上下载，填写后加盖单位公章随
资料一同报送。 

 提供包装完整的正版软件产品一套，请勿提交演示版软件。 
 用户使用手册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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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年 10 个以上用户名单（包含用户联系电话、联系
人）。 

 3 份以上盖有使用单位公章的用户使用报告，杜绝内容相
同的“拷贝”报告。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复印件、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省市级有资质机构的获奖证书复印件、产品测试报告、鉴
定证书等。 

 已参加过推优的软件产品申报时，须提交该产品近一年中
在功能、性能等方面改进、更新、增强，以及市场拓展情
况的书面说明及往年获奖证书复印件。 

 300 字以内的软件产品功能简介 word 电子版，作为在媒体
上宣传推介资料。 

 申报软件产品资料清单 
3.  软件产品名称规范 

 申报的软件产品名称必须符合《软件产品名称规范》 
 具有全中文名称 
 名称中应包含三要素，即：品牌+产品用途+版本号 

4.  产品推广及宣传 
 为通过评审的软件产品颁发证书和奖牌； 
 在相关网站及刊物上进行推广宣传； 
 获得优秀的软件产品，可在产品包装、宣传广告和产品说

明书上标明“××年度优秀软件产品”称号；同一产品三
次获得年度优秀软件产品，可获得“中国优秀软件产品”
称号；称号有效期为三年。 

5.  报名时间及相关事宜 
 报名时间：2015 年 9 月 20 日前 
 评审时间：2015 年 11 月 
 材料报送地址：高新区七贤岭爱贤街 10 号设计城 A702 室 

电话：83643362  联系人：秦健  qinj@dsia.org.cn
 通过评审的每件软件产品发布及宣传费：1 万元（由中软   

协收费，评审不成功不收费）

  
邀请企业与华为软件开发云一对一对接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近日，华为公司发布了软件开发云，为软件企业提供的云上开发工具
平台，包括项目管理、配置管理、代码检查、编译、构建、测试、集成部
署、发布等云上服务。华为希望推动软件云服务平台的创新与落地，提升
大连企业的软件研发效率与质量。 

mailto:qinj@d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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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满足大连软件企业对云上研发工具平台的诉求，华为计划
对大连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主要是介绍开发工具平台，了解企业的软件开
发流程、使用的研发工具等情况，以便更好地向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本次调研需求具体如下： 
 企业规模: 中小企业（50-200 人左右） 
 企业类型：软件研发企业 
 企业个数：20 家左右 
 调研对像：企业技术负责人 
 调查内容：软件开发流程、软件开发工具的使用情况 

对此开发工具感兴趣的企业，联系软件协会，以便安排对接。 
联系电话： 秦健   83643362  qinj@dsia.org.cn

 
Startup USA 2015 Building Value to Exit-Sept 21-22, 2015 Chicago 

 
各会员单位： 

 
以下美国芝加哥活动是协会会员思凯尔集团组织，欢迎企业通过此活

动了解国际市场动态。协会会员参加活动有协议优惠价格，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人：83643362  秦健 

9 月 21-22 为期两天，来自全球的投资人，战略合作伙伴，优质创业
公司，高成长型公司，企业家代表等共同参与，思凯尔集团隆重启动
STARTUP USA 2015，我们将 ROCK CHICAGO！ 

以“Building Value for Exit”为主题，Startup USA 包含全球范围的成
功商业案例展示，专题研讨，企业家互动，还会有 25 个卓越的创业及高
成长企业路演，与全球投资人一起重新解读创业环境与创业家精神。详细
内容，请见网站：startupusa.rocks   

主题演讲嘉宾——Robert Herjavec, Herjavec 集团的创始人与 CEO，是
一个精力充沛，持续的创业家，创立多个 IT 公司并成功卖给大型公司，
如 AT&T。 还担任美国 ABC 获艾美奖的创业真人秀“Shark Tank”创智赢家
的首席导师。想要了解更多，请登录：RobertHerjavec.com 
 
PIPA 动态 
 

2015 年第三次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召开 
 

2015 年 8 月 27 日下午，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召开了 2015 年第三次个人
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 

此次工作委员会，评价组分别对 1 家初审企业吉林市伯瑞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及积水(大连)住宅技术有限公司、大连希潽可拇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盟世热线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3 家复审企业的评价状况进行
了汇报。工作委员会在听取汇报后，对 4 家企业的评审情况进行了讨论，

mailto:qinj@d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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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决定 4 家企业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评价企业的审批。 
企业审批后，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公室对 2015 年评价工作和企业认

定情况进行了汇报。最后，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公室希望各位委员今后在
评审、管理、培训、扩大评价员队伍等方面提出各种宝贵建议。 

 
PIPA 公示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评价管理办法》，大连软件行业协会个人信息保

护评价机构对吉林市伯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出的 PIPA 申请进行了评
价，并通过现场审核，特此公示。如对以上单位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持有
意见，请在公示期限内向 PIPA 管理办公室投诉或质疑。 

 
[PIPA2015 第 07 号] 

单位名称：吉林市伯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受理号：PIPA05(15) 
审查组长：郭玉梅 
文件审查通过时间：2015 年 7 月 3 日 
现场审核通过时间：2015 年 7 月 17 日 
公示期限：2015 年 7 月 18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 
 

协会活动 
 

协会荣获“第九届大连市职业技能大赛特别贡献奖”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根据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大政
发[2011]46 号）精神，2014 年大连市政府举办第九届大连市职业技能大
赛。同时，为了促进大连市动漫产业的发展，挖掘动漫优秀作品和人才。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负责承办此次大赛的动漫制作大赛部分。 

大赛历时五个月，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第九届大连市职业技能
大赛全部赛事于 2015 年初鸣金收兵。并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举行了第九
届职业技能大赛表彰会。大连软件行业协会荣获“第九届大连市职业技能
大赛特别贡献奖”。希望能以本次大赛为契机，借鉴、摸索、研究，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竞赛设置的标准化方案；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寄望于今后
每一届大赛都能成为新兴职种的孵化器和行业推崇的风向标。 

 

行业动态 
 

2015 年全球 IT 业界富豪榜 马云 227 亿领跑亚洲 
美国权威经济杂志《福布斯》于 8 月上旬发布了“2015 年度全球 IT 业界



 

 6 

富豪排名 TOP100”，根据排名显示，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位列第 7，腾
讯总裁马化腾位居第 13 位，而日本乐天董事长三木谷浩史排列第 19 位。 
 
据 RecordJapan 网站 8 月 24 日报道，按照国家地区划分，美国以 51 人高
居榜首，其后依次为亚洲地区 33 人、欧洲地区 8 人、中东地区 2人以及 拉
丁美洲 1人。前 100 名当中，纯资产最低达到了 2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8
亿元)，其中共有 40 人生活于美国加州。（凤凰科技）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排名 1  日本“京”排名 4 
世界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最新排名 TOP500 已于近日在德国举行的国际会
议中发表，位于中国广州超级计算机中心的“天河 2号”连续 5年以持续
计算速度每秒 3.39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蝉联榜首，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开发的超级计算机“京”排列第 4 位。“京”曾于 2011 年夺得第一，之
后逐渐被中美等国家的超级计算机赶超。中国 “天河 2 号”的计算速度
是“京”的 3.2 倍。（凤凰科技） 
 
日本过半企业质疑统一编号制度 担忧信息泄露 
“My Number” （相当于我国的身份证）是一个 12 位数的身份编号，今
年 10 月起，日本政府将为每位国民分配一个编号，并从 2016 年 1 月起正
式实施，率先适用于税收、社会保障以及灾害对策 3大领域，同时还将应
用于个人所得、养老金额度、健康保险、护理保险等个人信息领域。日本
某企业信息管理服务公司以全国 4,942 家企业为对象实施的调查显示，6
成以上日本企业对“My Number”制度表示质疑，认为其会增加信息泄露的
风险。（凤凰科技） 
 
婚外情网站用户信息泄露：8 名欧盟官员是会员 
据“中央社”报道，婚外情网站 Ashley Madison 近期遭黑客入侵，大批用
户个人资料外泄，调查发现，至少有 8 名欧盟官员以及 3 位欧洲议会人员
是该网站会员，据称其中一人还是身居高位的人士。（人民日报海外版） 
 
2 年发 2700 万条垃圾信息 美国垃圾信息王被定罪 
曾经在 Facebook 平台上发送 2700 万条垃圾信息骚扰用户的美国人瓦列斯
（Sanford Wallac），和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协议，除了三年牢狱之外，瓦列
斯也将被罚款 25 万美元。（ENGADGET ：'Spam King' guilty of posting 27 
million Facebook messages） 
 
2015 中国企业 500 强出炉 
根据央视新闻，近期，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2015 中
国企业 500 强榜单”， 在三大运营商排名中，中国移动排在首位，位于
榜单第 9 位；互联网公司中，京东商城排名 123，腾讯排名 171，阿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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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排名 188，百度排名 257。（凤凰科技网） 
 
警惕 Win10 激活工具破坏系统 
近日，微软调整 Win10 系统激活政策，系统升级或者重装时不需要输入产
品密钥。新规则让重装激活变得更加简单，不过，全新安装可能会碰到没
有密钥激活的窘境，与此同时，Win10 一键激活工具也应运而生。腾讯反
病毒实验室发现，不少 Win10 激活工具附有木马功能，一旦使用，木马会
恶意篡改浏览器主页，窃取用户隐私信息等。建议用户使用正版系统，同
时，在 Win10 系统下载软件后也需要使用安全软件扫描查毒，避免感染木
马病毒。 
 
兵器集团牵手阿里巴巴 20 亿“砸向”北斗应用 
兵器集团与阿里巴巴近日宣布合资成立的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千寻网络)正式挂牌。据了解，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0 亿元人民币，双方
各出资 50%。兵器集团官网显示，千寻网络以“互联网+位置(北斗)”的理
念，通过北斗地基一张网的整合与建设，基于云计算和数据技术，构建位
置服务云平台，以满足国家、行业、大众市场对精准位置服务的需求。（凤
凰科技网） 
 
Linux 基金会迎来首个中国互联网公司会员阿里巴 
2015 年 8 月 14 日，阿里巴巴集团今日宣布正式加入全球知名非营利性组
织 Linux 基金会，作为 Linux 基金会中首个来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阿里
巴巴集团对于 Linux 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将持续加大对技术的投入以促进
Linux 的发展。（搜狐网） 
 
我国液晶显示技术首次跃居世界前列 
近日，国家显示技术研发基地东南大学显示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监测报告
称，海信 ULED 综合指标跃居第一，超越号称下一代显示技术的 OLED。
三星、LG、海信是全球 4K 电视前三强，也是全球中高端电视的销量前三
名。东南大学今年选取三大品牌同为 4K 且画质最高端的三款产品。由 20
名博导、教授及研究生对清晰度、色彩等 10 项核心指标进行对比研究。
（环球网） 
 
索尼无人机原型机可垂直升降 时速 170 公里 
索尼移动的合资公司 Aerosense 日前在 Youtube 上发布了其无人机原型机
的飞行状况。据报道,这架无人机能负重 22 磅（约 10 公斤），以时速 170
公里连续飞行 2 小时，还能像直升机的垂直升降方式起飞。 Aerosense 将
使用无人机从空中捕捉图像，并结合云数据处理，提供一系列服务和数据，
协助测量、观测以及检查等任务。索尼表示计划从 2016 年开始为企业提
供服务。（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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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买卖合同缘何无效？ 
 
案例：  
  由于孙先生身在外地，于是用书面委托的形式委托自己的父亲以周先
生作为中间人，以孙先生本人的名义与杜先生签订了一份二手房屋买卖合
同，购买位于某地的商品房一套。随后孙先生的父亲按合同约定交付给杜
先生定金 3 万元。合同签订后，孙父将合同传真给孙先生。孙先生发现该
合同上卖方写的是张某，而在上面签名的却是杜先生，经到房产局咨询和
核实后，得知该房屋是刘某为张某购买的，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孙先生找到杜先生，要求退还定金 3万元，而实际上孙先生的父亲所
交的 3万元定金已经交到刘某手中。于是孙先生再次找到刘某，经交涉，
刘某同意退回 2.5 万元。孙先生在收到 2.5 万元后，出具了收条。而后孙
先生在向刘某索要 5000 元未果的情况下，诉讼至人民法院，要求刘某返
还剩余的 5000 元定金，杜先生对刘某的返还义务负连带责任。 
律师点评：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孙先生委托其父与卖方杜先生、中间人周先生签
订的二手房屋卖卖合同，因杜先生并非房屋的所有权人，而刘某亦未依法
登记领取该房屋的权属证书，故该房地产经纪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关条款中的“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
不得转让”的规定，系无效合同。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因此刘某应当返还全部定
金 3 万元;被告杜先生与孙先生签订了房地产经纪合同，并收取了定金，
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法院依法判决了刘某应返还孙先生 5000 元
定金款，以及被告杜先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断民事合同的效力，其法律依据是民事法律法规，是《民法通则》、
《合同法》，而不应该是行政法规。本案中当事人签订的二手房屋卖卖合
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签订人杜先生既不是房主本人，其甚至与房
主没有任何联系。杜先生明知刘某不是房主，自己既没有房主的委托手续，
也没有刘某的委托手续，而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并收取定金，其主观存
在过错。并且杜先生将定金转交给刘某也是没有任何法律和合同依据的，
该转交行为也存在过错，因此杜先生对二手房屋卖卖合同无效和定金的转
交均存在过错，其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
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
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联系人：任厚诚律师，电话：
0411-82783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