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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维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软件行业协会项目管理专委会、解放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宝国，付晓宇，杨根兴，陈信祥，强茂山，秦志光，李白休，魏
璞，王忠，居琰，童强，刘刚，韩鹏，卢辰，刘慧明，尹斌，王涛，张建，刘兰。
T/SIA 009—2020代替T/SIA 009—2019，与T/SIA 009—201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由“软件服务商交付能力模型”变更为“软件服务商交付能力评估标
准”；
——修改完善了交付能力模型，并根据新的交付能力模型新增和修改了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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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商交付能力评估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软件服务商对照检查评估与持续改进服务能力的参考。同时也适用于指导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或机构选择软件服务商。
本标准可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认证机构的评估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31102-2014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指南
T/SIA 002-2019 软件企业评估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软件服务商 Software Service Provider
可承接采购单位发布的软件采购需求项目并提供软件服务的组织，即所称的乙方。
3.2
软件交付能力 Delivery Capability On Software Service
是指软件服务商依据采购单位的需求，在软件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持续提供高质量产
品和服务所具备的综合能力。软件服务商的交付能力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
条件和基础保证。
3.3
采购单位 Purchasing Unit
发布软件需求的单位或机构，即所称的甲方（雇主）。
3.4
项目 Project
是一个独特的将被完成的有限任务（产品、服务或成果），是在一定时间内，满足一系
列特定目标的多项相关工作的总称。
3.5
项目交付 Project Delivery
软件服务商已依据采购单位发布的需求，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完成的产品，并将其成果
物转移给采购单位。
3.6
技术人员 Technical personnel
直接从事与软件服务相关的人员，包括研发人员、测试人员、运维人员、产品经理、项
目管理人员等直接参与项目的人员，但不包括市场人员、行政人员、财务人员等。
4 交付能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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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能力要素采用树形结构予以表达。其中能力要素用6个维度集合来描述，交付能力
要素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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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交付能力模型
5 交付能力要素要求
交付能力要素的维度包含基本能力、技术能力、人员能力、项目管理能力、财务和信用
能力、履约能力。这些维度又被进一步分解为下一级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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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能力
5.1.1 企业基础
软件服务商的企业基础条件包括以下内容：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且注册时间大于2年，产权关系明确；
b)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或所有者权益应具备一定的实力；
c）软件服务商应通过了软件企业评估。
5.1.2 人员规模
软件服务商的人员数量应具备一定的规模。
5.1.3 营业收入规模
软件服务商的总收入具备一定的规模。
5.2 技术能力
5.2.1 研发成果
软件服务商的技术研发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软件服务商所获得的软件著作权数量；
b) 软件服务商获得的信息技术发明专利数量。
5.2.2 开发工具和平台应用
软件服务商具备和使用的先进的开发工具和开发平台。
5.2.3 资源数据库和知识库建设
软件服务商应建有资源数据库与知识库。
5.2.4 创新能力
研发成果获得的国家、省级科技进步表彰以及全国性协会组织颁发的创新类奖项数量。
5.2.5 软件质量保证
对交付软件的编译性、规范性、可维护性、可靠性、安全性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估，通过
评估情况来反映项目过程中的软件质量。
5.3 人员能力
5.3.1 技术人员
软件服务商的技术人员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软件服务商具有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数量。
b) 软件服务商具有从事软件研发、软件运维的技术工作人员数量。
5.3.2 人员稳定性
软件服务商的人员流动率应处于合理的范围。
5.4 项目管理能力
5.4.1 质量保证
软件服务商质量保证包括以下内容：
a) 建立了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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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在有效期内；
c) 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了软件服务的范围。
5.4.2 项目管理人员
软件服务商具有与业务相匹配的项目管理人员的级别和数量。
1）项目管理人员是指拥有项目经理证书或高级项目经理证书且在有效期内的人员。项
目经理证书包括：PMI认定的PMP证书或ACP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信息系统管理工程
师证书、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认定的软件项目管理师从业人员证书。
2）高级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包括：PMI认定的PgMP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信息系统
项目管理师（高级）证书、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认定的软件项目管理师高级能力从业人员证书。
5.4.3 软件能力成熟度等级
软件服务商获得软件能力成熟度等级情况。
5.4.4 组织级项目管理体系
软件服务商的组织级项目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并具有支撑项目管理信息化的系统。
5.4.5 项目级管理能力
软件服务商应当具备与其业务规模相当的项目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计划与需求管理、
风险管控、度量分析等方面。
5.4.6 交付安全保证
软件服务商应当制定安全交付保证机制，如：获得安全等级保护认证等。
5.4.7 知识复用机制
软件服务商应当建立了完备的知识复用机制。
5.4.8 组织过程资产保证
软件服务商的组织过程资产处于受控状态。
5.5 财务状况
5.5.1 财务状况
软件服务商的软件收入状况、软件及信息服务收入占比情况，净利润、净利润率，及各
项的增长情况应处于正常状况。
5.5.2 项目/产品规模与效益
软件服务商已交付项目的项目总额和软件产品销售总额具有一定的占比，且其代表性项
目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
5.5.3 研发投入
软件服务商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率应大于6%。
5.6 信用与履约能力
5.6.1 项目/产品经验
软件服务商在对应核心业务领域中，实施项目或软件产品研发具有一定的年限。
5.6.2 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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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商信用要求，应是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信用评价的或其它有资质的信用评价机构
评价的AA级以上的组织、银行资信状况应满足评估指标要求。并且不在以下名单中：
a) 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组织名单；
b) 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c) 国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诚信黑名单。
5.6.3 履约效果
软件服务商不存在因自身原因造成项目未成功交付及由其承担责任的重大诉讼情况。
5.6.4 客户反馈机制
软件服务商应具备完善的客户反馈机制。包括：CRM管理体系、客户联系人、应急联系
人、定期回访、反馈意见处理机制等。
5.6.5 应急反应机制
软件服务商应具备完善的应急处理机制。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重大事故等处理
机制。
6 交付能力评估要求
1）本标准定义了能力评估的基本要素要求，基本要素分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要素下
定义能力项要求，能力项要求分为基本项要求和评分项要求。评估方式与流程要求参见《软
件服务商交付能力评估实施细则》。
2）软件交付能力的评估结果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依据对基本能力、技术能
力、人员能力、管理能力、财务和信用能力和履约能力等6个要素的基本项和评分项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的分数确定相应的级别。
3）采购单位可采用交付能力要素考察软件服务商的能力，以寻找技术能力较强、交付
风险较低的软件服务商。
7 交付能力模型应用场景
1) 根据采购单位发布的需求，通过交付能力评估优选承接此需求的软件服务商的范围；
2) 采购单位可通过所关注的相关子维度的分值进行筛选；
3) 在评标过程中，可通过软件服务商交付能力总分，或通过所关注的相关项子分值来
辅助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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