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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治区第四期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系列培训及
IT 服务认证培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发布了《关于做好 2019 年信息技术服务标
准宣贯培训和应用推广工作的通知》（工信软函〔2019〕118 号），通知中对 2019 年 ITSS
宣贯培训和应用推广工作做了重要部署。根据通知要求，自治区工信厅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了宣贯培训和应用推广工作计划，进一步巩固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化成果。
新疆软件行业协会计划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26 日举办第四期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系列培训及 IT 服务认证培训班。（详见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关于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的告知函
各有关单位：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收款银行账户由交通银行变更为
建设银行，请按照以下账户信息安排汇款，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账户信息：
名

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

账

号：65001615800050000225

开户行：建设银行乌鲁木齐科学城支行
行

号：105881000743

关于缴纳 2019 年度会费的通知
各理事单位及会员单位：
根据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新疆计算机学会、新疆电子学会《章程》和《会费管理办法》，
缴纳会费是开展行业公益性服务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会员单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保
证协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各会员单位接此通知后，请做好 2019 年会费缴纳工作。（详见新疆
“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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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自治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 2018 年度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能力评估管理办法》及《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能力评估工作实施细则》（新软协［2016］17 号），依据《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能力评估标准》（T/XJSIA 001-2017），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
业能力评估委员会开展了自治区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 2018 年度检查工作，委员会评估办
公室组织相关专家对全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提交的年检材料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意见。
本年度通过 2018 年度检查企业共计 752 家，年检不达标降级企业 5 家，因企业注销及业务调
整取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证书 47 家，现将结果予以公布。
请通过年检的企业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到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详见
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软件企业年审结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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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企业评估标准》（T/SIA002-2017）、《软件企业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文件
规定。经评估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对自治区软件企业提交的年审材料进行评估，155 家软件
企业予以通过。现将名单公布如下：（详见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 工作动态 ◆ 》》》》》》》》》》》》》》》》》》》》》》》》》》》》》》》》》》》》》》》》》》》》》》》》》》》》》》》》》》》》》》》

新疆“IT 三会”学习习近平庆总书记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2 月 29 日，新疆“IT 三会”党小组组织开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活动。全体党员及秘书处全体职工参加学习，新疆“IT 三
会”党小组组长李万军主持学习。工信厅委属行业协会联合党支部副书记张启曾做重要讲话。
会上，全体人员各抒己见讨论学习心得并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张启曾副书记指出：我们协会的工作成果与改革大
环境息息相关，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协会紧抓改革变迁，提前筹划，顺利承接。
二是社团组织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得到了认可，国家大力提倡社会团体组织在有能力
情况下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三是协会能够顺利承接转移职能，源于政府多年的培育及规范化
管理。四是从严治党的改革，坚决打击腐败，协会工作才能执行严格管理、严格治理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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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为我们提高社会公信力提供了有利环境。他要求协会工作人员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精神实质，结合具体工作上下功夫，特别是当前要在如何提高服务质量上，在适应新
时期发展变化改革创新上等一系列工作中取得突破和发展。

新疆“IT 三会”理事长办公会顺利召开
2019 年 1 月 26 日，新疆“IT 三会”理事长办公会议在乌鲁木齐伊犁大酒店顺利召开。
新疆计算机学会理事长周俊林，新疆电子学会理事长、新疆“IT 三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启曾，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苏国平，副主任委员汪烈军，新疆“IT 三会”执行副理事长、副理事长
等 40 余人参加会议。
张启曾代表第一届新疆“IT 三会”理事会作《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
周俊林作《章程修改报告》。提请审议推荐给第二届新疆“IT 三会”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的专
家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及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秘书长、名誉理事长等候选人
名单和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及成员候选人名单，并介绍了主要负责人的简历。
与会人员认真听取并审议《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章程修改报告》和各项候选
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酝酿，补充完善意见，并分别进行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将审议后的三
个报告和各候选人名单提交新疆“IT 三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认为第一届新疆“IT 三会”成立以来，紧紧围绕新疆信息产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严格规范内部管理，依据团体标准、会员自愿、专家评审、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展各项工作。
积极探索新领域，拓展 ITSS 运维、云计算评估等新业务，认真主动服务会员企业，开展学术
交流、科普活动，培养各类管理、技术人才，积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完成了计划的各项任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受到政府和会员单位的
高度评价。

新疆“IT 三会”圆满举办 2019 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联谊活动
3 月 7 日，新疆“IT 三会”举办了以“幸福女人，品味生活”为主题的红酒文化鉴赏、
摄影知识技巧培训及古生态园参观等一系列联谊活动。来自我区 50 余名 IT 界的女企业家、
女科技工作者们共聚一堂，喜庆节日。
联谊会由新疆“IT 三会”执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峡主持，新疆“IT 三会”常务副理事
长、新疆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启曾代表理事会祝女企业家、女科技工作者们节日快乐，青春永
驻。并衷心感谢她们为自治区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此次活动中，协会摄影师李羽丰做摄影基本知识及手机日常拍摄技巧讲座，丝路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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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品酒师介绍红酒的基本知识、如何品尝、保存、选购及参观红酒酒窖等的活动，引领大
家进入红酒品鉴世界。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教育基地——新疆野马古
生态园、硅化木群、胡杨枯木林、草原石人、鹿石、岩画等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
从 2013 年起,新疆“IT 三会”已经连续七年成功举办了三八妇女节女企业家联谊活动。
通过多种形式、非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凝聚了我们的业界精英，既增强了相互间的沟通和交
流，又陶冶了性情，增长了知识，展现了女企业家及科技工作者们的风采。活动得到了业界
女同胞们的普遍欢迎和认可，也成为新疆“IT 三会”的一项特色服务和品牌活动。

自治区第 43 期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理培训班圆满结束
2019 年 3 月 18 日，由新疆“IT 三会”举办的“自治区第 43 期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
经理培训班”在新疆石油培训中心如期开班。
开班典礼由新疆“IT 三会”综合部部长司马尉主持，执行副理事长、秘书长高峡、自治
区工信厅软件服务业处副处长陈勇分别讲话。
高峡首先代表新疆“IT 三会”执行副理事长张启曾对培训班的开班表示祝贺，向全体学
员表示问候！她从全国软件服务业发展、自治区软件服务业基本现状及信息化建设需求三个
方面进行了阐述，强调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提出实施《中国制造 2025》。
并希望学员们能抓住这次培训机会，学习相关知识，提升管理能力，加快企业发展，让信息
技术更好的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陈勇代表自治区工信厅软件服务业处对培训班的开班表示祝贺。并对此次培训班的所有
学员提出三点希望，一是珍惜机会，潜心学习，努力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二是尽快实
现"工作到学习的转变"，严守纪律，努力完成学习任务。三是将学习成果运用于实际工作中，
将企业发展与自治区总目标、行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全力做强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最后，新疆“IT 三会”副秘书长兼企业服务部部长、培训班班主任吕莲花就课程设置、
师资配备以及培训班的考勤、纪律等方面进行了安排布置。3 月 22 日，来自全疆 79 家 294
名项目经理参加了考试，培训班圆满结束。

新疆“IT 三会”组织召开技术创新项目、战新项目验收会
2019 年 3 月，受自治区工信厅委托，由新疆“IT 三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管理等
方面的专家，对若羌海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光伏电站智能运维系统研发及产业化》战新项目以及
吉木乃县海为支油风电有限公司的《风电机组振动在线监测系统中试及产业化应用》和新疆新研
牧神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技术图纸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技术创新项目进行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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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工作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通报
2018 年自治区电子信息业运行检测统计工作按照自治区工信厅党组的安排部署，落实自
治区“1+3+3+改革开放”工作要求，各信息技术企业以提高运行检测统计准确性为目标，圆
满完成了电子信息业主要指标报送等各项任务，为推动我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自治区工信厅决定对中通服公众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个统计工作先进企业、郑曼等
10 个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并希望收到表扬的企业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
模范带头和表率作用，努力争创新业绩。全区信息技术产业要以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为榜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我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新的贡献。
先进企业、先进个人名单如下：
一．先进企业
1.中通服公众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新疆欧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新疆金牛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新疆惠文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新疆中泰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7.新疆感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乌鲁木齐市保安服务公司
9.新疆希望电子有限公司
10.新疆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二．先进个人
1.乌鲁木齐市亿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冶梅娟

2.乌鲁木齐大鹏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刘

静

3.新疆蓝达安科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赵

霞

4.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周春梅

5.新疆大山恒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马春林

6.新疆智翔科技有限公司

武姝含

7.新疆桑达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李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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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通服公众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丽娟

9.新疆嘉盛阳光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雅敏

10.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胡云峰

关于表彰“自治区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云计算服务应用示范企业”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云计算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国发〔2015〕5 号）
等相关政策，规范云计算服务市场，推动云计算服务能力提升，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
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以下称“ITSS 分会”）于 2016 年启动了云计算服务标准的符合性评估
工作，为云计算运营商、集成商服务能力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新疆软件行业协会于 2018 年
成为 ITSS 分会授权新疆唯一的云计算服务能力符合性评估机构，负责我区云计算相关评估及
应用推广工作。
为进一步促进我区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推动云计算服务的标准化，充分发挥企业的示范
引领作用，新疆“IT 三会”决定对我区率先实施应用 ITSS 云计算标准并取得显著成效、同时
获得 ITSS 云计算服务能力符合性评估证书的乌鲁木齐中科曙光云计算有限公司予以表彰，授
予“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云计算服务应用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再接再厉，加强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云计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继
续发挥表率作用，为我区云计算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自治区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运行维护服务应用示范企业”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简称“ITSS”）是在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的指导下，由我国自主研
制的一套体系化的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库。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是首批经 ITSS 分会认定的运行维
护服务能力符合性评估机构，负责在我区开展 ITSS 相关评估及应用推广工作。截止 2018 年
底，我区共有 51 家企业获得了 ITSS 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评估证书，此项工作在全国走在了
前列。
为进一步推动 ITSS 在我区的应用，充分发挥企业的示范作用，新疆“IT 三会”决定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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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施应用 ITSS 运行维护标准并取得良好成效的企业予以表彰，授予新疆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等 17 家企业“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运行维护服务应用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再接再厉，切实将 ITSS 标准规范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客户服务中，
不断提升标准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继续发挥表率作用，为我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快
速发展贡献力量。（详见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关于表彰 2018 年自治区优秀首席信息官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
28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发展，推动自治区信息化
建设和两化融合工作，为各个领域首席信息官搭建高效、广泛联络的平台，新疆“IT 三会”
决定对我区具有创新示范作用、引领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首席信息官进行表彰，授
予获得全国优秀首席信息官的 4 位同志“自治区优秀首席信息官”荣誉称号，并组织秘书处
会议对其余参选人进行了评审，经讨论研究，另有 7 位同志入选，共计 11 位同志荣获“2018
年自治区优秀首席信息官”，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及单位要再接再厉，为我区的信息化建设
做出更大的贡献。（详见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关于表彰“自治区第二届优秀软件产品”的决定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的通知》（国发[2011]4 号）、自治区《关于印发自治区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促进大数
据与云计算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新政发[2017]141 号）文件精神，推动我区软件产业发展，
提升软件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行业影响力，培育一批优秀软件产品。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
厅的大力支持下，新疆“IT 三会”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组织开展了“自治区第二届
优秀软件产品”评选活动。
经企业申报、材料初审、企业答辩、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等程序，评选出“智能访客系
统”等 5 项软件产品，授予“自治区第二届优秀软件产品”荣誉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企业
再接再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树立品牌形象，继续发挥表率作用，为我区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详见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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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信息 ◆ 》》》》》》》》》》》》》》》》》》》》》》》》》》》》》》》》》》》》》》》》》》》》》》》》》》》》》》》

我区网络安全服务企业获得国家首批“工业互联网
安全评估评测机构”资质授牌
2019 年 2 月 21 日-2 月 22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
网产业联盟、中国通信学会联合主办的 2019 工业互联网峰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工信
部党组书记、苗圩部长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本次峰会，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公布了第一
批 25 家“国家工业互联网安全评估评测机构”资质单位并举行授牌仪式，新疆天山智汇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疆唯一、西北 5 省仅有的 2 家资质企业，同全国 24 家优秀的工业互联网
安全服务支撑企业站在同一个舞台，共同接受授牌！

广东援疆手机生产项目即将落地喀什
1 月 14 日，自治区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卞明尧赴喀什出席广东援疆手机生产项目签
约仪式和手机产业调研座谈会。广东前指总指挥贺宇、喀什行署副专员冯建伟、广东前指副
总指挥王再华、喀什经开区副主任李阳，疏附县、伽师县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地直有关单位
负责人和签约企业代表参加了签约仪式和座谈会。
在会上，深圳市鼎誉实业有限公司与疏附县人民政府、新疆亿腾达电子有限公司与伽师
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手机整机生产项目。该项目涉及上下游工厂 16 家，预计总投资 4 亿元，带
动就业 6000 余人，预计年产值 13 亿元。同时，与会企业、政府等相关人员就落实项目配套
政策、做好项目跟踪服务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
会后，卞明尧副厅长一行赴疏附县南疆服装面辅料及配件展销中心、恩科电子、吉帆电
子、万唯电子、浩缘朋服装、世基卓业制衣等企业实地考察。
1 月 15 日，电子信息处唐远成、招商协作发展处丁荣赴伽师工业园区兴业中小企业孵化
基地、磁创电子和喀什经开区深圳产业园调研考察。

新疆加快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步伐
近年来，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成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上数百台设备
平稳运转，生产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故障报警和诊断分析、生产过程质量集中控制均由
数字设备进行处理。新特能源通过对传统车间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了企业转型升级。建成
国内首个高纯晶体硅材料智能工厂，新特能源只是我区企业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缩影。数
据显示：去年，我区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800 亿元以上，同比增速超过 10%。按照自治区“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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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上云”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安排，在已完成 6300 家上云企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
和支持企业“上云上平台”，指导云服务提供商提高云服务能力，打造自治区云应用标杆企
业 20 家，带动万家企业上云。
（信息详见：http://www.xjdaily.com.cn/c/2019-02-24/2063483.shtml）

◆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 》》》》》》》》》》》》》》》》》》》》》》》》》》》》》》》》》》》》》》》》》

关于发布自治区 2019 年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运行维护服务能力
符合性评估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运行维护服务能力符合性评估工作，新疆软件行业协
会现将 2019 年工作安排和重要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单位认真执行。
一、新评估工作安排
新疆软件行业协会随时接受企业新评估申请，每个月 1 日至 15 日提交申请的企业，于当
月开展文件评审及现场评估工作，每个月 15 日以后提交申请的企业，于次月开展文件评审及
现场评估工作。
二、年度监督评估工作安排
获得证书的单位，应每年接受一次年度监督评估。获证日期为 20 日以前的单位，应在获
证日期（月/日）前 3 个月向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提交年度监督评估申请。获证日期为 20 日及
以后的单位，应在获证日期（月/日）前 2 个月向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提交年度监督评估申请。
三、再评估（换证）工作安排
运维服务能力成熟度证书持证单位需延续证书有效期的，可在证书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向
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提交再评估（换证）申请，同时应在证书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完成再评估（换
证）工作。（详见新疆“IT 三会”网站 http://www.xjsia.org.cn）

新疆“IT 三会”组织开展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
符合性评估工作
信息技术服务标准（简称“ITSS”）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领
导和支持下，ITSS 工作组研制的一套体系化的 IT 服务标准库，包括咨询设计、集成实施、运
行维护、云计算等业务领域的一系列标准。ITSS 符合性评估是就申请单位在某一领域的信息
技术服务能力与标准的符合性所进行的评估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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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是在 2015 年初，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
（简称“ITSS 分会”）认定的西北地区首家、新疆唯一一家 ITSS 运行维护服务能力符合性评
估机构。ITSS 运行维护标准的实施及符合性评估工作，有助于企业建立规范化、标准化和产
品化的运维业务，提高企业的服务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让企业在业
界树立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2019 年第一季度，新疆软件行业协会完成了 11 家企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标准（ITSS）运行
维护服务能力符合性评估工作，其中初次评估企业 6 家，包括新疆众上信息科技有限、新疆
蓝达安科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巴州冬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熠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新
疆诚德汇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中电通科技有限公司等；年度监督评估企业 5 家，包括
乌鲁木齐天耀伟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新疆时讯立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林
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阿克苏金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新疆金洋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
截止目前，我区共有 56 家企业获得 ITSS 运行维护服务能力符合性评估证书，其中二级 3
家、三级 34 家、四级 19 家。

◆ 双软认定 ◆ 》》》》》》》》》》》》》》》》》》》》》》》》》》》》》》》》》》》》》》》》》》》》》》》》》》》》》》》

关于公布 2019 年第一批通过软件产品评估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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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 003-2017）、《软件产品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文件
规定。经审核，28 件软件产品的申报材料符合软件产品评估有关规定，审核予以通过。现将
名单公布如下：
自治区 2019 年第一批通过软件产品评估的名单（28 件）
序
号
1
2
3

4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新疆大蓝鲸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立信中孚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立信中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奎屯智慧物流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 V1.0
数据综合应用平台 V1.0

新疆博誉华城建筑智能化有
限公司

机场信息（Airport
Information Integrated
System）集成系统
V7.03.316

运维管理系统 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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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类别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新 RC-2019-0001

2019-1-16

新 RC-2019-0002

2019-1-16

新 RC-2019-0003

2019-1-16

新 RC-2019-0004

2019-1-16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5

新疆亚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人脸识别系统 V1.0

6

新疆亚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掌上党建平台 V1.0

7

新疆乐云宝信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8

新疆云威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9

克拉玛依市易达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10

新疆英华软件有限公司

11

新疆杰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

乌鲁木齐华瑞联成信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13

新疆锦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4

新疆锦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

新疆微启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16

新疆瑞鼎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17

新疆瑞鼎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18

新疆瑞鼎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19
20
21
22
23
24
25

新疆华兴信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润泽华汇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阿拉尔市万维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产品
类别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新 RC-2019-0005

2019-1-16

新 RC-2019-0006

2019-1-16

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精
准管理及预警系统软件
平台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07

2019-1-16

出国出境证照管理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08

2019-1-16

新 RC-2019-0009

2019-1-16

新 RC-2019-0010

2019-1-16

新 RC-2019-0011

2019-1-16

新 RC-2019-0012

2019-1-16

新 RC-2019-0013

2019-1-16

新 RC-2019-0014

2019-1-16

新 RC-2019-0015

2019-1-16

新 RC-2019-0016

2019-1-16

新 RC-2019-0017

2019-1-16

新 RC-2019-0018

2019-1-16

新 RC-2019-0019

2019-1-16

新 RC-2019-0020

2019-1-16

新 RC-2019-0021

2019-1-16

新 RC-2019-0022

2019-1-16

新 RC-2019-0023

2019-1-16

新 RC-2019-0024

2019-1-16

新 RC-2019-0025

2019-1-16

材料档案化管理信息系
统 V1.0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综
信息平台 V1.0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数据采集系统 V1.0
软件
华瑞联成国家通用语言 应用
文字教学平台 V1.0
软件
新疆锦润交警集成指挥 应用
平台软件 V1.0
软件
移动警务信息采集及处 应用
理系统 V1.0
软件
微启点 P2P 网贷平台系 应用
统软件 V1.0
软件
兵团中小企业服务智能 应用
客服子平台 V1.0
软件
兵团中小企业教育培训 应用
子平台 V1.0
软件
兵团中小企业大数据分 应用
析子平台 V1.0
软件
应用
协同作战管理系统 V2.0
软件
Multi Dimensional 数据
应用
前台管理系统 V1.0.0
软件
万维网络全目标视频结 应用
构化分析系统 V1.0
软件
基于语音技术的“双语” 应用
教学软件 V2.0
软件
“双语”教学资源管理 应用
应用平台 V1.0
软件
“双语”水平评测系统 应用
V1.0
软件
基于语音技术的“双语”
应用
教学软件（Android）版
软件
V1.0
12

序
号
26
27
28

企业名称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新疆西北星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掌新动力电子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
类别
基于语音技术的“双语” 应用
教学软件（网页版）V1.0 软件
基于语音技术的双语教 应用
学软件（IOS 版）V1.0
软件
掌心系统集成平台
应用
PalmFramework 软件
软件
V1.0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新 RC-2019-0026

2019-1-16

新 RC-2019-0027

2019-1-16

新 RC-2019-0028

2019-1-16

关于公布 2019 年第二批通过软件产品评估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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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 003-2017）、《软件产品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文件
规定。经审核，17 件软件产品的申报材料符合软件产品评估有关规定，审核予以通过。现将
名单公布如下：
自治区 2019 年第二批通过软件产品评估的名单（17 件）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企业名称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新疆凯力智慧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凯力智慧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车牌识别软件 V 1.0.1
红外活体识别软件
V1.0.0
年龄性别识别软件
V1.0.0
驾驶行为分析软件
V1.0.11
碰碰脸软件 V1.0.4
锁屏画报软件 V1.0.3
文管王软件 V1.0.9
盈搜软件 V1.2.2
多人脸考勤软件 V1.1.12
种畜禽监管系统 V1.0
丝路北斗 GPS 定位监控
系统 V1.0
新疆凯力星道路运输车
辆技术管理系统 V1.0
13

产品
类别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新 RC-2019-0029

2019-2-26

新 RC-2019-0030

2019-2-26

新 RC-2019-0031

2019-2-26

新 RC-2019-0032

2019-2-26

新 RC-2019-0033

2019-2-26

新 RC-2019-0034

2019-2-26

新 RC-2019-0035

2019-2-26

新 RC-2019-0036

2019-2-26

新 RC-2019-0037

2019-2-26

新 RC-2019-0038

2019-2-26

新 RC-2019-0039

2019-2-26

新 RC-2019-0040

2019-2-26

序
号
13
14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新疆昆仑卫士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中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视频监控网络漏洞扫描
系统 V1.0
安康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V6.0
HLCMS 虹联多语种构建
平台 V2.0
车务段安全风险动态预
警系统 V1.0

15

新疆虹联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6

新疆虹联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7

乌鲁木齐新太博软件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数据摆渡服务系统 V1.0

产品
类别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应用
软件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新 RC-2019-0041

2019-2-26

新 RC-2019-0042

2019-2-26

新 RC-2019-0043

2019-2-26

新 RC-2019-0044

2019-2-26

新 RC-2019-0045

2019-2-26

关于公布 2019 年第三批通过软件产品评估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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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产品评估标准》（T/SIA 003-2017）、《软件产品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文件
规定。经审核，20 件软件产品的申报材料符合软件产品评估有关规定，审核予以通过。现将
名单公布如下：
自治区 2019 年第三批通过软件产品评估的名单（20 件）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产品
类别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1

乌鲁木齐华亭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监狱亲情会见管理系统
V 3.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46

2019-3-29

2

新疆斯普德软件有限责任
公司

可信病案数字化归档系
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49

2019-3-29

3

新疆双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水撬巡检指挥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0

2019-3-29

4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天富综合业务管理一体
化平台软件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1

2019-3-29

5

新疆中信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安康基层医疗信息管理
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2

2019-3-29

6

新疆汤立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社区门禁管理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3

2019-3-29

7

乌鲁木齐朴厚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湿地生态监测与管理平
台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4

2019-3-29

8

新疆正方人合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SKJSOFT 水利信息化系
统软件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5

2019-3-29

9

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肉制品追溯系统 V1.0.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6

2019-3-29

14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产品
类别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10

新疆科宇技术开发公司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样木
定位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7

2019-3-29

11

新疆惠文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惠文高职收费管理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8

2019-3-29

12

新疆惠文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惠文高职招生管理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59

2019-3-29

13

新疆惠文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惠文通讯录管理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0

2019-3-29

14

新疆惠文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惠文高职排课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1

2019-3-29

15

新疆成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锦综合档案管理系统
V3.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2

2019-3-29

16

新疆华兴信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智能大数据分析平台
V2.2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3

2019-3-29

17

新疆宏泰视讯安防科技有限
公司

新疆宏泰视讯安防智能
平台软件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4

2019-3-29

18

新疆天山智汇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天智终端管理控制系统
【互联网】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5

2019-3-29

19

新疆华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韬图汉语动漫教程软件
V2.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6

2019-3-29

20

新疆天山智汇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天智多媒体远程视频培
训及监督系统 V1.0

应用
软件

新 RC-2019-0067

2019-3-29

15

征

稿

《新疆软件、电子信息行业简讯》是新疆软件行业协会/新疆计算机学会/新疆电子学会秘
书处主办的行业信息交流简报，主要内容有综合信息、工作动态、双软认定等，目的是更好
的促进新疆电子信息行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工作沟通、交流与合作。
为了及时和尽可能完整的反映我区信息化建设及产业发展的动态，《新疆软件、电子信
息行业简讯》编辑部衷心希望新疆“IT 三会”会员单位、业界政府部门领导、企业家及专家
学者关注支持本简报的编辑，积极提供软件、电子信息相关的信息资料，并欢迎各位对进一
步办好本简报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踊跃投稿。
1、所有来稿请用 WORD 文档格式，并通过邮件以挂附件的方式投递。
2、稿件中请注明单位名称、姓名、联系电话。
联系人：张雪婷

电话：0991-7793921

邮 箱：xjshmsc@126.com

IT 三会网站：www.xjsia.org.cn

微信公众平台：xjitsh

主送：新疆“IT 三会”会员单位
抄送：自治区工信厅各处室
发送媒体：天山网

自治区各委办厅局信息中心

自治区科协

新疆经济报

自治区民政厅

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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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各地州（市）经信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