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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江苏软件产业发展大会在宁召开 

 
12 月 27 日，在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民政厅指导下，由江苏省软件行业

协会主办，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江苏省软件人才发展基金会协办，上海市软件

行业协会、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中南高科江苏区域联合

支持的第三届江苏软件产业发展大会在南京召开。南瑞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省软协理事长冷俊为大会致辞，省工信厅副厅长池宇到会并讲话。省工信厅软件

与信息服务业处副处长陈昆，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二级调研员张成标，省软

协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兴，省软件产业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雷，省人工

智能学会秘书长房伟，省软协上届理事会理事长徐凯，省内重点软件企业、省辖

市软件行业协会负责人等 150 余人参会，2000 余人通过视频在线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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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俊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加速创新，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

有。软件作为信息技术之魂、网络安全之盾、经济转型之擎、数字社会之基，正

通过“软件定义”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驱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推动智慧社

会加速到来。他强调，面对“数字中国”战略纵深推进、我省奋力打造全国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新高地等大好机遇，江苏软件企业必须抢抓机遇，不断创新，才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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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宇作总结讲话。他指出，当前，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

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但与此同时，软件赋能下的数字经济正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特别是随着

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广泛渗透，软件从基础技术、算法、平台到应用均已进入全面革新调整的

关键期。他强调，实现全省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产学研行各方携手共进。

他表示，省工信厅作为产业主管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全省软件产业发展，相信在

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期间，江苏软件产业必将迎来新一轮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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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享环节，陈昆作《江苏省“十四五”软件产业发展规划》政策解读。他

表示，2020 年，我省累计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产

业规模再创新高；截至 2020 年年底，省内软件企业总数达到 6219 家，从业人

员总数超 128.1 万人，企业数量及从业人员规模均居全国第一。他强调，虽然江

苏软件产业规模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一

是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关键软件领域还存在技术短板和弱项；二是缺乏具有

行业引领和生态培育能力的头雁型领军企业；三是人才缺口依然较大，结构性供

求矛盾突出；四是软件价值失衡；五是标准化建设水平不高。为此，《规划》提

出，围绕高端软件、重点行业应用软件等领域培育 10 家百亿级头雁型软件企业、

30 家国家重点软件企业、300 家省级重点软件企业，建成 1 个国家级软件产业

集群；骨干软件企业研发投入比例超 7%，全省软件技术中心达到 200 家，建成

2 个关键软件协同攻关和体验推广中心，部署实施 20 项关键软件研发攻关项目；

全省创建至少 1 家中国软件名园、培育 5 家江苏软件名园，打造“名城-名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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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软件产业体系；力争到 2025 年，江苏省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规模达到 1.6 万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处于全国

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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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南京数睿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李争辉，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

究员吴敬征，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任勇，桑弧工业互联网（南京）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杰，智器云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志军，中国软件

网、海比研究院院长曹开彬分别作《企业级无代码开发，数字化转型新思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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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软件供应链基础设施及安全关键技术研究》《可信技术赋能农业产业数字化》

《 数字孪生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业大脑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国企

业数智服务市场趋势洞察》主题报告。 

 

张兴作《省软协 2021 年度工作报告》。他表示，2021 年，在省工信厅指导

下，在省科技厅、省民政厅以及中软协的支持下，在各市软协、会员单位和广大

软件企业的配合下，省软协秉承服务会员的宗旨，充分发挥连接政企之间的桥梁

纽带作用，主要开展了 13 项工作，包括积极做好党建工作、做好“双软评估”工

作、完成软件企业备案资料核查和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省级初审工作、做好

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工作、开展 2021 年江苏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综合实力指数评估工作、编纂《江苏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业年鉴（2021 卷）》、

做好经济运行分析等信息服务工作、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工作、开展会员活动、开展兄弟协会之间的交流学习、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帮

扶需求服务、搬迁到新办公地点办公等。他表示，2022 年，省软协将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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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为全省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省软协副秘书长夏冰莹介绍了 2021 年江苏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综

合实力评估指数百家企业评价情况（完整名单见附件 1），南瑞集团、满运软件、

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浩鲸云、润和软件等入围榜单。她同时公布了 2021 江

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结果（完整名单见附件 2）。南瑞集团、诚迈科技、

富士通南大、焦点科技等 22 家企业获评 2021 江苏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规模型

企业；未来智慧、新竹信息、奥途信息、先维信息等 10 家企业获评 2021 江苏

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成长型企业；猎宝网络、飞搏软件、维拓科技等 77 家企业

获评 2021 江苏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型企业；联迪信息、横新软件获评 2021

江苏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出口型企业；万生华态、佰倬信息获评 2021 江苏软件

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创业型企业。 

颁发证书环节，2021 江苏省软件核心竞争力规模型、成长型、创新型、出

口型、创新创业型企业及 2021 年江苏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综合实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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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指数百家企业现场领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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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江苏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综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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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估指数百家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区 

1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 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3 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南京 

4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6 南京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 

7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 

8 南京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 

9 亚信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 

10 江苏南大苏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1 江苏国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12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13 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4 南京维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15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16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17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18 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9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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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1 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2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3 南京长峰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 

25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6 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 

27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8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9 友谊时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30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31 南京国电南自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 

32 南京中新赛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 

33 帆软软件有限公司 无锡 

34 邦道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35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36 中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37 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38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39 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0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 

41 无锡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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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43 南京中科创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44 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45 江苏长天智远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46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47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48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 

49 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0 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51 江苏新视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2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53 江苏云学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4 企查查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5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56 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 

57 江苏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8 蓝深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59 大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60 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 

61 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62 南京网觉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 

63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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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恩梯梯数据(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65 速度时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66 徐工汉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 

67 南京创维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68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69 南京百敖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 

70 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71 江苏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72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73 盟拓软件(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 

74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75 延锋伟世通电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 

76 南京天溯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南京 

77 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78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79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80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81 江苏量为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82 大唐融合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 

83 南京万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84 江苏达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85 南京捷希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5

86 博智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87 凯美瑞德(苏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88 南京富岛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 

89 江苏海隆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90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 

91 江苏华骋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 

92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93 扬州万方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 

94 南京擎天全税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95 江苏瀚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96 江苏亿友慧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97 中船重工奥蓝托无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98 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 

99 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100 南京中卫信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附件 2 

2021 年江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工作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2021 年江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规模型） 
1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 

2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3 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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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6 南京东大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 南京 

7 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 

8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9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0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1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2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3 南京欣网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4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5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16 中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17 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8 南京欣网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9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20 苏州市科远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 

21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22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 

 

2021 年江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成长型） 
1 江苏未来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 江苏新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3 南京奥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4 南京先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5 邦道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6 江苏微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7 江苏中科惠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8 无锡微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9 江苏森德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 

10 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 

 

 

2021 年江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创新型） 
1 大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 飞驰云联(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3 江苏达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4 江苏飞搏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 江苏荣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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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泰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7 江苏易安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8 江苏智谋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9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10 南京创维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11 南京百敖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 

12 南京飞搏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13 南京瀚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14 南京机敏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5 南京金水尚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16 南京津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7 南京雀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8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19 南京中卫信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0 钛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1 南京铉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2 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 

23 南京维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4 南京磐能电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25 江苏小旗欧飞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6 南京怡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27 江苏颐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 

28 南京联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9 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 

30 南京长城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31 江苏澳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32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33 江苏意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34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35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36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 

37 文思海辉元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 

38 无锡德望科荣科技系统有限公司 无锡 

39 无锡市朗珈软件有限公司 无锡 

40 无锡耘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41 无锡中铠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42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 

43 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 无锡 

44 江阴驿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 

45 江苏雷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 

46 常州万联网络数据信息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47 常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苏州 

48 江苏瀚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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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昆山华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0 苏州博宇鑫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1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52 苏州嘉扬云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 

53 苏州沁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4 苏州亿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5 苏州易佳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56 苏州云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57 江苏风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 

58 江苏敏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59 江苏未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60 苏州金螳螂怡和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61 昆山双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62 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63 苏州博纳讯动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 

64 苏州广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65 苏州申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66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67 江苏超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 

68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 

69 江苏金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 

70 江苏茗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 

71 江苏仪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 

72 爬山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 

73 扬州明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 

74 扬州远梦科讯有限公司 扬州 

75 镇江多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 

76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 

77 江苏联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 

 

2021 年江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出口型） 

1 南京联迪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2 横新软件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 

 

 

2021 年江苏省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创新创业型） 
1  南京万生华态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2 佰倬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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