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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动态】 

 工信部公开征求对《中国软件名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软

件名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发布 

 《关于加快福州市鸿蒙产业发展的三条措施》发布 

 1-8 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64368 亿元，同比增长 9.8% 

 Gartner 发布 2022 年人工智能四大创新类别 

 中科院软件所量子计算编程软件 isQ 正式开源 

 浪潮集团投资数据库软件企业瀚高 

 IBM 合并 Red Hat 存储产品线并承诺依然 100%开源 Ceph 

 广州数据交易所正式揭牌成立 

 美国提出法案加强开源软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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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发布 

工信部公开征求对《中国软件名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国软件

名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10 月 8 日，为贯彻落实国家软件发展

战略，加强中国软件名城、名园管理，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起草了《中国软件名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

国软件名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闻来源：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发布。9 月 22 日，上海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这

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部省级地方法规。《条例》指出，上海要加强算力基础

设施规划，推进公共算力资源平台建设；推动算法模型交易流通，加强对算法

模型的保护；突出人工智能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新闻来源：上海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快福州市鸿蒙产业发展的三条措施》发布。9 月 15 日，福州市

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关于加快福州市鸿蒙产业发展的三条措施》。《三条措施》

旨在加快“数字福州”建设，进一步落实数字经济领跑行动，瞄准数字经济新

风口，培育开源鸿蒙生态。《三条措施》包括，鼓励企业开展鸿蒙适配、支持

创新示范应用、营造产业发展环境三个方面，最高 200 万奖励，用于支持鸿蒙

产业发展。（新闻来源：福州市人民政府）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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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发布 

1-8 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 64368 亿元,同比增长 9.8%。1-8 月份，我国软件

业务收入稳步增长，收入 64368 亿元，同比增长 9.8%，增速较 1-7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速小幅回落，软件业利润总额 6952 亿元，同比增长

3.6%，增速较 1-7 月份回落 3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Gartner 发布 2022 年人工智能四大创新类别。9 月 15 日，Gartner2022 年

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成熟度曲线（Gartner Hype Cycle）发布，以数据、模型、应

用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被列为 2022 年人工智能技术和应

用中所必须了解的四大创新类别。（新闻来源：Gartner） 

 技术创新 

中科院软件所量子计算编程软件 isQ 正式开源。9 月 20 日消息，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开发的量子计算编程软件 isQ 正式开源发布，isQ 是一款支持经

典量子混合编程的量子编程软件，能够灵活地描述各类复杂的量子算法。isQ

将持续为国内外从事量子计算研究和应用的单位及个人提供服务，这对促进我

国量子计算行业的加速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新闻来源：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

所） 

华为云面向全球发布 15 项创新服务。9 月 19 日消息，华为全联接大会 2022

之旅首站在泰国曼谷开启。会上，华为云 CEO 张平安宣布，华为云印尼、爱

尔兰节点近期即将开服，并发布“Go Cloud，Go Global”生态计划，阐明“一切

皆服务”核心主张。华为云还在此次大会上发布了包括云原生、AI 开发、数据

治理、数字内容、软件开发、开天 aPaaS 等 15 项创新服务，这些服务是首次

面向全球落地。（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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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天翼云全面替换至基于开源欧拉（openEuler）的 CTyunOS。9

月 20 日消息，中国电信天翼云基于欧拉的自研操作系统 CTyunOS 已完成天翼

云公有云平台全业务适配，通过提供完整的迁移工具体系和工程能力，使天翼

云全场景业务无缝替换到 CTyunOS，累计上线 3 万套，运营商公有云首次实现

全场景国产原生操作系统的适配。（新闻来源：openEuler） 

百度智能云曦灵发布两大 SaaS 平台。9 月 26 日，百度智能云曦灵推出“数

字明星运营平台 1.0”及“数字人直播平台 2.0”SaaS 平台。数字明星运营平台

1.0 丰富了虚拟偶像的 IP 打造与运营功能，直播平台 2.0 可实现纯 AI 驱动数字

人 24 小时不停播。（新闻来源：北京商报） 

 企业动向 

IBM 合并 Red Hat 存储产品线并承诺依然 100%开源 Ceph。10 月 4 日，

IBM 发文宣布，Red Hat 正在将其存储产品组合和相关团队（包括 Red Hat Ceph 

Storage、Red Hat OpenShift Data Foundation (ODF)、Rook 和 NooBaa）转移到

IBM 旗下。ODF 是基于 Ceph、Noobaa 和 Rook 软件组件的云原生存储、数据

管理和数据保护组合，其中，Ceph 提供对象、块和文件存储，将保持 100%开

源。（新闻来源：InfoQ） 

浪潮集团投资数据库软件企业瀚高。10 月 11 日消息，瀚高基础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获得浪潮集团数亿元战略投资，浪潮集团成为瀚高股份第一大股东，

瀚高亦正式成为一家国有数据库软件企业。瀚高股份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

数据库软件产品开发商，涵盖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等领域，提供基础软

件研发、数据工具软件。（新闻来源：齐鲁软件园） 

微软 Azure CTO 呼吁停用 C/C++并推荐使用 Rust 编程语言。9 月 20 日，

微软 Azure 现任 CTO、Sysinternals 主要开发者 Mark Russinovich 在其个人推特

账号发表动态称是时候停止使用 C/C++启动任何新项目，并建议在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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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GC 语言的场景下使用 Rust 编程语言。Rust 是一个现代化、富有生产力、

兼顾性能和安全的通用编程语言，在未来有很大可能将替代 C/C++语言。（新

闻来源：CSDN） 

浪潮云收购信息安全厂商思福迪。9 月 27 日，浪潮集团旗下浪潮云信息技

术股份公司收购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约仪式在济南举行。此次签

约，双方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合作空间、

放大合作成果，共同努力将安全品牌做大做强，提升浪潮云在安全产品能力方

面的竞争力。（新闻来源：搜狐网） 

EDA 企业芯华章科技宣布收购瞬曜电子。9 月 27 日，国内半导体 EDA 智

能软件和系统企业“芯华章科技”宣布，其收购了高性能仿真软件领先企业“瞬

曜电子”，并进行核心技术整合。芯华章科技表示，收购瞬曜电子的核心技术，

将超大规模软件仿真技术融入芯华章智 V 验证平台，以增强其丰富的系统级验

证产品组合，巩固芯华章敏捷验证方案。（新闻来源：维科网电子工程） 

 产业生态 

广州数据交易所正式揭牌成立。9 月 30 日，广州数据交易所揭牌仪式在广

州市南沙区举行，这标志着广东省级数据交易机构正式成立运营。当日，首批

数据经纪人、数商企业签约进场，在交易所已申请挂牌的交易标的超 300 个，

进场交易标的超 200 个，并达成首日交易总额超 1.55 亿元。在当天揭牌仪式上，

广州交易集团还发布了广交易“保函通”“融资通”两项数据产品并在广州数

据交易所上线。（新闻来源：和讯网） 

欧盟启动开放 Web 搜索项目。9 月 24 日消息，欧盟 7 个国家 14 个研究

和计算中心共同合作启动了开放 Web 搜索项目 (OpenWebSearch)，为欧盟的

Web 搜索构建开放的基础设施。欧盟委员会现已批准为该项目提供 85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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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此项目将推动欧洲的数字主权发展，并促进建立以人为本且开放的搜索

引擎市场。（新闻来源：OSC 开源社区） 

 

 

广州 

 9 月 22 日，“广州市涉密领域信创工程适配中心”在麒麟软件广州公

司正式挂牌成立。该适配中心由广州市保密局和麒麟软件牵头发起，

相关行业专家和科研机构共同支持，旨在为机关单位无偿提供政策宣

传、技术支持、系统适配和产品展示等服务，帮助解决不熟悉政策要

求、不了解信创技术、系统运行速度慢、故障率高等问题。 

上海 

 9 月 29 日，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数据集团是以数据

为核心业务的具有功能保障属性的市场竞争类企业，功能定位是构建

数据要素市场、激发数据要素潜能、保障数据安全。集团将承担本市

公共数据和国企数据的授权运营，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

数据生态领域开展布局，致力于成为国内数据要素交汇、供给、配臵

及市场化开发利用的领军企业。 

无锡 

 9 月 29 日，无锡市举办工业软件产业链党建联盟成立暨产品发布与供

需对接会。无锡市工业软件产业链党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代表线下参

会，100 余家工业和软件企业线上参会。会上，无锡市工业软件党建

名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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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强链先锋”行动方案同期发布，宣布“无锡市 FPGA 产业共性

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重庆 

 9 月 29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创

新应用行动计划（2022-2025 年）》。《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全

市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建成全国领先的智能网联

生态，打造以基础平台支撑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样板，在全国率先开展

规模化、多场景示范应用，基于车路云一体化的感知、决策、控制等

服务在示范区域实现全覆盖。 

 

 

 美国提出法案加强开源软件保护 

 事件回顾：9 月 25 日消息，美国两党合作提出法案加强开源软件保护。美国

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Gary Peters）与美国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

会主席兼共和党成员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提出了一项两党立法，旨

在加强保护开源软件，以应对 2021 年 12 月出现的 Log4j 漏洞产生的安全问

题。立法要求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确保联邦政府，关键基础

设施和其他机构安全可靠地使用开源软件。（新闻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相关评论（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Gary Peters）：开源软件是数字世界的基石，

Log4j 漏洞映证了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这一事件对联邦系统和关键基础

设施公司——包括银行、医院和公用事业公司都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人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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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依赖这些公司提供基本服务。这项常识性的两党立法将有助于保护

开源软件，并进一步加强美国对网络犯罪分子的网络安全防御。  

 相关评论（美国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兼共和党成员 Rob 

Portman）：正如我们在 Log4shell 漏洞中看到的那样，我们每天使用的计

算机、手机和网站都包含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的开源软件，两党合作的《保

护开源软件法案》将确保美国政府预测并减轻开源软件中的安全漏洞，以

保护美国人最敏感的数据。 

 赛迪评论（李昕跃）：在软件吞噬世界、开源吞噬软件的今天，开源技术

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基础设施之一，提高开源软件供应链的安全性极为重

要。美国正在立法层面推动开源安全实践，国际开源巨头企业也围绕开源

安全发布漏洞奖励计划等，这一系列举措对我国有重要启示。一方面，我

国要逐步建立开源供应链安全防御机制，不断加强中国自主开源生态建设

和开源软件安全生态建设。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要建立开源软件使用规范，

建立相应的软件供应链安全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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