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冈三华大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杨浦区

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

腾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区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黄浦区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阑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淇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米哈游天命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快钱支付清算信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中通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

巨量引擎（上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

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浦东新区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

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静安区

达疆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点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珍岛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

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区

汇付天下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基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上海七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虹口区

国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浦区

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静安区

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

翼集分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虹口区

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一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司 静安区

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长宁区

上海耳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花旗金融信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东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达索析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江区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

银联国际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中软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闻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电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浦区

上海连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鱼泡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合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世熠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嵩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心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闵行区

易安信信息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杨浦区

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徐汇区

盛趣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分泽时代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海隆软件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荣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易百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新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九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山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收钱吧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众源网络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亿企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赛韵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兆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

2021 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百强

2021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成长百家

上海牛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圆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上海紫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天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康希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华院计算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中电金信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区

锱云（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亘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奉贤区

上海文思海辉智科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播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云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晶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上海阅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晓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歆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特赞（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即科智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势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谐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

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奉贤区

上海商涌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盛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建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灵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乐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帆一尚行科技有限公司 虹口区

上海艾拉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创先泰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宝山区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云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冰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戴西（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闵行区

新智道枢（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上海艾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崇明区

上海积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欣辅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达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云知声（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徐汇区

鉴真防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宝山区

好人生（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软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科敦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烽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虹口区

上海直真君智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魔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凭安征信服务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金大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上海众恒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静安区

仟传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嘉定区

亮风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安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山区

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硕恩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黄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应谱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上海雷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龙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崇明区

上海翰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浦区

达音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聚水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层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百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宁区

上海沐瞳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上海云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讯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软素科技有限公司 青浦区

中云开源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星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万物新生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上海韦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虹口区

上海鹰觉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环纺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观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速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卓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佳投互联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普陀区

飞书深诺数字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臻客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崇明区

上海云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中智关爱通（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普陀区

上海金仕达成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嘉定区

上海华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东方数据广播有限公司 静安区

上海丽人丽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松江区

上海联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伊邦医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熠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杨浦区

中标软件有限公司 徐汇区

上海文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华立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

上海飞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闵行区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开店宝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东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软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世熠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盛趣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隆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收钱吧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巨人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赛韵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序言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易居企业（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数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格蒂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上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迪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联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金信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复深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逗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炬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征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金仕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上海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结果公告
为进一步打响上海软件品牌，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推动企业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竞争力，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采取企业自愿、免费服务的原则，在 1500 多家会员企业中开展了“2021 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活动”。依据《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规

范》（T/SSIA 0001-2018），以行业统计数据为基准，对参与企业的竞争力要素进行了评价，并结合专家评议，产生了 2021 上海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结果，现予以公告，以资鼓励。

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2021 年 12月

上海润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宏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齐智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合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亘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铭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菲斯科（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德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柏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泽鑫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网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智慧水务有限公司
新智道枢（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连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万位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直真君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朝阳永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惟亚（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易保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哲凌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点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艺赛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光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触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派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玖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帜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同豪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上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冰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红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鸿翼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互联网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海勃物流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汉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掌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金仕达成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技贸联合有限公司
达而观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民航华东凯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上海创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卓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百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盈优创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擎云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屹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金融期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亿企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
上海文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大汉三通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逸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欣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延华节能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空间（上海）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乐线软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霄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天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数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肯耐珂萨人力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贝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软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聚水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悦锦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同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德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聚微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凯盛朗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帝焚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波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博观创新（上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点掌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亚太计算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商客通尚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佳克计算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埃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文华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成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西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晶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存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智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望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景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博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麦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维宏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建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申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卫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领扣网络（上海）有限公司
广联达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彩虹鱼瑞德(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合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喆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易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益盟科技有限公司
三体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富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久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思伟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启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商派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昊沧系统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海纳致远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文思海辉智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睿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时代光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软件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斐立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瀚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石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理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极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满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致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嘉扬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域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柏项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智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畅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思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再惠（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域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软中信息系统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志在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云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数熙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陆根智能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果藤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为推动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发挥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根据企业填报的 2018-2020年经营收入情况，按照年度经营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在市软件行业协会和各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管部门推荐的基础上，征得企

业同意确认后对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按经营收入规模和成长速度进行排名，梳理出了“2021 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百强”和“2021 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成长百家”企业名单，现予以公告，以资鼓励。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 年 12月

“2021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百强”
“2021上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成长百家”名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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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21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五4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