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领域一：工业大数据应用（共55个）

方向一：企业生产过程优化方向（29个）

1 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汽车生产数字化平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 上海玑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加工制造大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平台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3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业大数据驱动的轨道交通行业热处理智能生产应用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电网的城市供电全链条智能协同优化项目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5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铁区多目标协同优化应用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 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大规模接入的钢铁行业设备智能运维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7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设备资产精细化管理的工业大数据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冶炼知识平台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 湖南大唐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大数据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在智慧电厂的智能化应用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 铝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航天离散协同制造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2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核电群厂群堆工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机车全寿命周期数字化平台项目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4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桐昆集团化纤行业工业大数据平台项目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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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钢结构智能制造一站式信息化管理平台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16 安徽环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5G+工业互联网”的发动机零部件智能制造与大数据融合应用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7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驱动的中药生产过程工艺优化与质量控制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8 龙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工业互联网应用大数据平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船海工程机电设备生产加工大数据应用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20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粘胶纤维生产设备监管应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

21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起重机智能工厂大数据创新应用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2 重庆广仁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特高压输电线路安全运维大数据平台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3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高炉大数据智能感知及可视化管理平台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24 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水泥云工业大数据平台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基于船舶动力与控制系统大数据创新应用的绿色智能船舶数字化转型项
目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科工工业大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与实施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7 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直升机制造故障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8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油气生产全流程实时预警与智能优化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电子信息行业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大数据融合应用项目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方向二：经营管理模式创新方向（10个）

1 TCL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家电研产销大数据服务平台及应用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 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产-供-销-财”现代农业精准服务平台构建与应用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建筑施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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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华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智能运维状态修的数字化运营管理和辅助决策系统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大数据驱动创新应用项目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 成都积微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废旧循环物资数智营销服务平台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7 珍岛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珍岛T云大数据智能营销服务云平台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8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古井贡酒数字化营销”大数据服务平台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9 中汽研华诚认证（天津）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质量大数据经营管理应用平台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钢铁企业经营管理与智能决策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方向三：产业链供应链管控方向（16个）

1 国家能源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物资供应链协同管控平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智能制造+大数据”的智慧供应链协同管理平台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 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数字三七产业链协同一体化管理模式创新项目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 青岛檬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中小企业的工业供应链大数据平台 青岛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数字化供应链协同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6 山西快成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大宗商品流通全链条、新生态综合服务平台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 重庆龙易购科技有限公司 龙智造工业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8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供应链管理平台项目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9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全价值链数据应用的高效一体化协同管理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0 中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仓储物流的石化供应链数字基础设施应用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11 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产运销一体化供应链平台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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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供应链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基于100万辆商用车数据的后市场服务支持平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的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5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的航空制造业产业链延伸项目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供应链大数据运营平台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领域二：行业大数据应用（共86个）

方向四：金融、医疗、应急、城市大脑应用方向（50个）

1 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大数据多元融合型产业价值链服务平台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海淀城市大脑项目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3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医保按病种分值结算支付（DIP）大数据监管服务系统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社区治理大数据的创新应用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 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血液行业智能化医疗及应急服务系统的大数据应用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大数据智能研究平台研发与应用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天河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化平台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8 贝壳技术有限公司 面向新市民租赁的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9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创新智能医疗服务云平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0
哈尔滨工业大学水资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基于AI+大数据的哈尔滨国家级新区水环境智慧管控项目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1 武汉光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反洗钱监管的金融风控大数据平台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2 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化工安全生产工业互联网平台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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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和未来生物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基因大数据全栈式解决方案在生命健康领域的应用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4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平台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5 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 城市智能气象大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6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构建基于北斗精准定位的城镇燃气管网安全与应急管理大数据韧性平台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7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智慧城市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基础平台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 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城市大脑二期项目智能应用项目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9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健康医疗大数据提升健康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创新应用平台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大数据服务云转型及生态建设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方医院全院级临床大数据平台及多模式诊疗科研一体化应用建设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2 中通服和信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23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大数据位置应用服务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4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跨源多维实时分析技术的金融大数据智能风控平台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5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化云平台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6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首都“城市大脑”智慧能源综合应用项目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7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智脑项目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8 深圳市北科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医疗领域的场景大数据言语理解和深度处理智能平台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9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全国流域水电应急大数据平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骨伤科大数据应用平台建设项目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1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云洲平台（IBP）在城市大脑项目中的应用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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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城市智慧交通大脑项目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3 精英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大脑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4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协同应用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广项目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 甘肃移动大数据政务数智化服务项目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6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智造与服务大数据平台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7 数字重庆大数据应用发展有限公司 新型智慧城市智能中枢核心能力平台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38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基因组学大数据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9 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时空大数据城市大脑的智慧水务应用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0 成都国星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天地一体化地质环境智能监测服务平台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1 重庆誉存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小微信贷数字化服务云平台研发及应用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42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 环球医疗集团医疗数据中台项目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43 青岛海纳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面向城市公共安全的应急大数据研究及应用 青岛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44 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智慧金融大数据应用管理平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45 上海德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拓智慧公安大数据项目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46 中电科鹏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北斗技术的铁路货车安全防护预警及监控大数据平台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7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基于知识化三维城市信息模型的数字孪生大数据及应用 吉林省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48 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北斗精准时空大数据的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云平台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9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汀（原中央苏区）智能运营中心PPP项目子项目二智能化长汀工程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50 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 青岛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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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五：数据跨行业融合应用方向（36个）

1 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于知识图谱的企业信息大脑--南网智搜平台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东北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5G大数据跨行业异构融合创新应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4 语联网（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智能组织及调度技术的语言信息大数据处理平台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5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以“电”相连，基于能源大数据的生态环境治理与碳中和智慧监测分析
平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6 山西共致科技有限公司 映目一体化数字会议智慧营销云平台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 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BIM的城市道路建管养一体化管理平台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民航旅客智能服务大数据平台研发及融合应用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9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安大数据综合应用平台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0 哈尔滨工大正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央大街智慧街区时空信息大数据平台项目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1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三级治理的大数据融合创新及商品化应用平台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12 中远海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团数据集成平台项目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车联网的大数据挖掘与应用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4 河南云政数据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多级政务信息共享服务工程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5 江苏天安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智慧交通的车路协同多平台融合技术与信息服务系统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6 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下的同城即时服务创新应用（UU跑腿）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7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星汉大数据和AI平台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18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跨行业全加密数据安全可信融合计算平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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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吉林省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融合智能分析管理系统 吉林省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输电线路智能运维大数据分析管理系统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软件研究院 以自然人客户为中心的跨域全量数据实时集成项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2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 时空大数据中心建设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2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芜湖） 面向精准基层治理的城市画像平台研发与应用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4 南斗六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东风网联汽车平台（DCVP）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5 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极策国土空间规划人口大数据辅助决策平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6 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 综合智慧能源管控服务平台—御能系统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 天津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 区域智能制造成熟度大数据趋势研判综合平台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8 宁夏丝路风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智慧文旅大数据平台应用及推广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29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基于大数据中台的多业务融合应用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30 飞友科技有限公司 民航大数据跨行业融合应用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1 宁波市民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数字民生大数据服务平台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32 内蒙古小草数字生态产业有限公司 矿山生态大数据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33 中化明达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数字地球的新能源大数据平台的研发及应用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34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电力看经济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大数据应用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5 贵州省信息中心 国省市县一体化跨行业数据融合应用服务平台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36 西藏宁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宁算行业大数据应用平台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领域三：大数据重点产品（共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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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六：大数据存储管理方向（8个）

1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易数实时数据中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 内蒙古中弘紫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3 武汉中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产化全空间MapGIS时空大数据与云平台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科研学术信息管理交流平台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5 法信公证云（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大数据的电子数据管理云平台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天启时空大数据管理平台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约化趋势下基于安全内容管理的信息资源库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8 联通（黑龙江）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企业级智能数据中台——实时数据采集交换平台（DataF）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方向七：大数据分析挖掘方向（22个）

1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乾坤”大数据平台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美团大脑大数据平台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3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DIB迪博企业大数据智能审计系统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4 东软睿驰汽车技术（沈阳）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大数据深度分析平台 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5 河南中裕广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大数据安全交互平台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 通号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智慧铁路视频大数据应用研究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

7 山东中煤工矿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煤炭机械制造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8 珠海市新德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侦查一体化作战平台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 北京中科闻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湖”非结构化多模态智能分析大数据基础平台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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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风险应对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大数据应用实践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1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消纳的智能风电场能量矩阵系统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基于风洞试验与气动仿真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资网络信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国资国企网络信息安全在线监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国产民机运行监测分析系统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15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面向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工业大数据平台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6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工业大数据平台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7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万象智能文本挖掘分析系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 广州品唯软件有限公司 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9 中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运营大数据分析平台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博瑞得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与人网的大数据处理与分析平台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1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数据中心智能运维平台研发与应用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 海南新境界软件有限公司 航线成本分析预测大数据平台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方向八：大数据安全保障方向（10个）

1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垂直行业的零信任大数据安全访问平台建设及应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 基于车联网典型应用场景的大数据安全保障平台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 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 大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系统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院情报信息研究中心 多方安全计算平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安全软件采购项目 -第2包数
据脱敏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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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铁建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智能安全防护与监测一体化平台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7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零信任的大数据安全保护体系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8 山东乾云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网信安全大数据服务平台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国产CPU的商用密码研究及关键领域应用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0 武汉四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信服易备数据安全管理系统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领域四：数据管理及服务（共23个）

方向九：数据管理能力提升方向（10个）

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南方电网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提升实践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网数据管理能力提升应用实践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3 杭州半云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DCMM标准的半云大数据治理平台（数藏）研发及应用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4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宝信大数据管理及服务5S生态组件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集团管理运营控制系统(MOCS）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AI平台纵深防御全链路安全防护体系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7 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行业应用的数据管理服务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 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联通数科大数据治理服务创新实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9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公路大数据管理平台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九研究所 自然环境试验与测试大数据服务平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方向十：数据服务模式创新方向（13个）

1 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主体授权和可信计算的公共数据流通与监管平台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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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省多源数据安全开发利用平台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3 北京数洋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与可信计算技术的工业大数据融通新型服务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4 中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区县级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平台建设及运营模式创新项目 ——以贵阳
市白云区“智慧白云”项目为例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5 土流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全国农村产权交易数字化服务平台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6 天聚地合（苏州）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聚合数据资产服务API平台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7 人民数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确权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系统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8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服务的数据确权与交易平台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9 华控清交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基于多方安全计算的数据流通平台及服务应用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0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蚂蚁隐私计算智能服务平台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1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于分类分级的电力数据开放共享模式探索与建设项目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1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 诸葛AI-数据流通中心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电（福建）健康医疗大数据运营服务有限公
司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国家试点工程 （福州）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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