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年度风云人物”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家

1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余青松

2 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 杜兰

3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应华江

4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伟

5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魏东

6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陈利浩

7 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顺清

8 广东道一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陈侦

9 广东轩辕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统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卓越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2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3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7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新粤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9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3 广东利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4 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8 招商华软信息有限公司

19 广州中长康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新锐企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1 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

2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4 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广东道一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兆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东莞市毅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广州辰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1 广州交信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东东方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13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广东邦盛北斗科技股份公司

15 广州伊的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广州市中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18 广州伊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9 广州掌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卓越 IT运维服务企业”
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1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3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4 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

5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8 广州中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 金税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州广电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州平云小匠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州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13 广州市诚毅科技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14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5 广州市申迪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6 广州宽带主干网络有限公司

17 广州市紫晶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东昆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9 恒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 广州阳光耐特电子有限公司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卓越企业家”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家

1 广州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赵兵

2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陈学军

3 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明武

4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王进宏

5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少白

6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龚勋

7 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进双

8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汪敏

9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刘忻

10 中数通信息有限公司 陈晓民

11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马学沛

12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姜涛

13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晓阳

14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陈友

15 广州宽带主干网络有限公司 张昉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新锐企业家”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家

1 广东新粤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林佳涛

2 广州极点三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戴振军

3 广东东方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军

4 金税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秦爱民

5 广东省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潘仲毅

6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解永生

7 广东万丈金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李廷威

8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吴华夫

9 广州辰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侍宇飞

10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杨钊

11 广州交信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欢

12 广州爱浦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吕东

13 广州小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梁国盛

14 益模（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易平

15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碧妍

16 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 胡文聪

17 广州平云小匠科技有限公司 张业青

18 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廖海英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卓越技术工匠”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家

1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翟杰

2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许红涛

3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少文

4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邱述洪

5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山驰

6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李美平

7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黄小鹏

8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陆生强

9 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彪

10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戚广杰

11 广州红海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廖勇

12 广州中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王彦桂

13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袁龙浩

14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徐勇

15 广东龙泉科技有限公司 林继贤

16 广州中长康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李超

17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姜磊

18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冯德洪

19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陈清明

20 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 黄志平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2021广东软件风云榜“广东省优秀软件产品”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企业名称

1 WinCloud 云管理平台软件 云计算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品高基础架构云资源管理软件 V9.0 云计算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 远光九天智能一体化云平台 云计算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4 远光全球司库管理系统 云计算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
经传多赢证券交易辅助决策主题猎手版软件

V1.0[简称：主题猎手软件]
云计算 广州经传多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 CNware WinStack 云计算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基于流媒体应用的视音频互动管理系统（AVA

录播在线互动软件、AVA 流媒体管理软件）
云计算 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高清图像采集与定位分析系统（AVA 高清摄像

机管理软件、AVA 教师/学生定位分析软件）
云计算 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数字化病房 云计算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0 伊的家员工成长进阶软件 V1.0 云计算 广州伊的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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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造云平台 云计算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2 明动信创 SaaS 化协同办公平台软件 V1.0 云计算 广州明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3 嘉为蓝鲸多云资源管理（CMP）软件 V5.0 云计算 广州嘉为科技有限公司

14 天影视频平台 云计算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5 智慧数享行业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

电子政务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6 退役军人大数据治理及应用平台
大数据-

电子政务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7 集约化趋势下基于安全内容管理的资源库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开普云内容安全生态治理平台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华资大数据治理套件软件 V1.0[简称：大数据

治理套件]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华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 职业技能提升认定监管服务一体化系统 V1.0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华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1 人社大数据管理应用平台 V1.0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华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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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资智慧政务人工智能能力平台软件

V1.0[简称：华资人工智能平台]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华资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3 城信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网上办事软件 V1.0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24 城信互联网+自然资源政务服务软件 V1.0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25
城信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管理软件

V1.0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26 城信三维立体自然资源数据治理软件 V1.0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27 港鑫智慧人大系统软件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东港鑫科技有限公司

28 生态易聚变平台[简称:EFPaaS]
大数据-

电子政务
广州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29 远光资金智能监控软件
大数据-

企业管理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0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多维成本智能分摊系统
大数据-

企业管理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1 伊智供应链管理软件 V1.0
大数据-

企业管理
广州伊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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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思迈特企业报表平台 V9.5[简称：Smartbi

Insight]

大数据-

企业管理
广州思迈特软件有限公司

33 伊的家新商城后台管理软件 V1.0
大数据-

企业管理
广州伊的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4 邦盛北斗-北斗车辆智能控制系统 DCRM 系统
大数据-

企业管理
广东邦盛北斗科技股份公司

35 科怡综合文档管理系统 V1.1
大数据-

企业管理
广东科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6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
大数据-

企业管理
广东科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7
天地车人一体化机动车排污监测与管控平台

V1.0

大数据-

能源环保
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8 新一代企业数字核心系统远光达普（YG-DAP）
大数据-

能源环保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9 聆鉴·大数据标签运营平台
大数据-

能源环保
佰聆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0 基于“能源范式”的工业经济大脑预警系统
大数据-

能源环保
南方电网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41 智能公交自动排班动态发班系统
大数据-

交通
广州交信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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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通慧眼”交通视频智能分析应用平台
大数据-

交通
广州交信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招商华软高速公路智慧收费云平台 V1.0[简

称：智慧收费云]

大数据-

交通
招商华软信息有限公司

44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公交可视化安全管理平台

V1.0

大数据-

交通
广州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

医疗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46 血液云平台 V1.0
大数据-

医疗
广东穿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7
华奕医学影像存档与通讯系统 V3.3[简称：

GreatPACS]

大数据-

医疗
广州市华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8 南天数据可视化平台[简称:DVP]
大数据-

金融
广州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49
基于国产化软硬件平台的智能设备应用系统

[简称：RDP4CC]

大数据-

金融
广州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50 聚合支付管理系统
大数据-

金融
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 电子围网智能系统
大数据-

智慧城市
珠海大横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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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智汇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

智慧城市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53 智慧新监管智能实战平台
大数据-

智慧城市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54 数说睿见线下数字化商业策略地图软件 大数据 广州数说故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5
南方数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信息系统

V1.0
大数据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 谷云 API 管理软件 V1.0 大数据 谷云科技（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57
谷云 ETL 数据交换软件 V1.0[简称：数据交换

平台]
大数据 谷云科技（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58 无人指挥规划软件 大数据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
诚毅数据中台管理软件 V1.0[简称：诚毅 DC

软件]
大数据

广州市诚毅科技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

60 联奕高校完全学分制综合教务管理软件 大数据 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1 联通云犀应用平台 大数据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62
中建普联建筑材料造价信息管理软件

V6.0[简称：造价通]
大数据 广东中建普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3 智慧营销中台 大数据 广州市网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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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奥格城市信息模型（CIM）软件 物联网 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 奥格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系统 物联网 奥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无线网络智能水表嵌入式通信软件 V1.0.0 物联网 广州市铭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智慧城市照明自动化监控管理系统 物联网 广东正力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68 龙泉物联网数据采集平台软件 V1.0 物联网 广东龙泉科技有限公司

69 智慧园区物联网云平台 物联网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5G 智慧灯杆运营管理平台 物联网 广州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71 紫晶动力环境监控平台软件 V1.0 物联网 广州市紫晶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72
中浩流程型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管理软件

V2.0[简称：CH-MES Pro]
物联网 广州中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73 水利工程动态监管系统 V1.0 物联网
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74 国密 SIM+SE 物联网安全解决方案 物联网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志华环讯全渠道零售管理软件 V1.0[简称：

X2]
物联网 广东志华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76 5G 智慧农牧 物联网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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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安居家园 PLUS 应用软件 V1.0.0[简称：安居

家园 PLUS]
物联网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78 智塑智塑云MES管理软件V1.0[简称：智塑云] 物联网 广东智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79 宇罡智能设备自动化控制管理软件 V2.1 物联网 潮州市宇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0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数据中心 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数据中心 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 智慧园区（新区）智慧管理平台 数据中心 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 城信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管理软件 V1.0 数据中心 广州城市信息研究所有限公司

84 东方思维公路建设项目管理系统软件 数据中心 广东东方思维科技有限公司

85 CD2000 微模块管理系统 数据中心 广州南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86 VTRON 智汇融合平台软件[简称：ICVP] 数据中心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 天脉智能运维管理平台 数据中心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88 AI 社区管理软件 V1.0 人工智能 东莞市毅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9 智能执法办案管理平台 人工智能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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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智能枪弹业务一体化动态管理系统 人工智能 金税信息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91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 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

92 RPA 财务机器人实践教学平台 人工智能 广州市朗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3 智能 RPA 机器人管理平台 人工智能 广州翰智软件有限公司

94 云测试平台工具软件 V1.0 人工智能 广州掌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5
工业互联网+危化品动态监测预警系统解决

方案
人工智能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 智慧客服产品 人工智能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7 广电卓识人脸识别活体检测对比分析软件 人工智能 广州广电卓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8 工程造价大数据管理分析平台 V1.0 人工智能 广东中建普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夸克 人工智能 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100
轩辕 AI 科学计算平台 V1.0[简称：轩辕 AI+

科研平台]
人工智能 广东轩辕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 基于区块链的金融服务平台 区块链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2 北明城市一码通平台 区块链 北明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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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中国通服区块链平台 区块链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104 爱浦路 IPLOOK 5G 核心网应用软件 5G 广州爱浦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5 基于态势感知的 5G安全云系统 V1.0 5G 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

106 溢信 IP-guard 终端安全管理软件 应用软件 广州市溢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润普云盘管理软件 应用软件 广州润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8 明动云档案一体化平台 V1.0 应用软件 广州明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平云智慧党建云平台 应用软件 广州平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0 置信不动产登记业务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
广东置信勘测规划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

111 新一代协同 OA 应用软件 广东道一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2 红帆造船产品数据管理软件 应用软件 广州红帆科技有限公司

113 红海 E-HR 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 广州红海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114 鸿数隐私数据保护管理软件 应用软件 广东鸿数科技有限公司

115 红帆 ioffice20 信息管理系统 应用软件 广州红帆科技有限公司

116 Wisetop Cloud 智慧医院云 V1.0 应用软件 金蝶医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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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嘉为蓝鲸研发效能企业版 V3.0 应用软件 广州嘉为科技有限公司

118 极点三维木装智能设计软件 V1.0 应用软件 广州极点三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9
南方数码地理信息数据处理软件 V1.3[简称：

iData 数据工厂
应用软件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上述企业均未在征信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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