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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流程

基本要求

核心要素

社会认知

评价结果

软件企业基本素质

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结果

企业规模化 企业创新性 企业成长性 国际化创新创业

说明：图中 为或的关系

软件企业社会认知

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流程和评价模型

• 评价工作依据团体标准《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规范》（T/BSIA002-20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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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企业申报意向和评价指标体系得分，评价结果分为四大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营规模指标

经营收入总额

年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员工总数

软件产品数量

技术创新成效指标

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数量

主要产品技术领先程度

研发人员比重

研发费用投入

研发机构

业绩成长指标

近三年企业总收入平均增长率

近三年年利润总额平均增长率

近三年员工规模平均增长率

创新创业指标

创新创业业绩

创业团队

获得创新创业项目资助

企业融资

国际化指标

软件出口贡献度

出口合同登记

外包质量保证体系

社会认知指标指标
企业信用记录

外部推荐

主要反映软件企业在经营规模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

创新型反映软件企业在创新能力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

成长型主要反映软件企业在成长速度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

创新创业型（以下简称创业型）反映初创期软件企业在创新创业

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

规模型

创新型

成长型

创新创业型



参与评价企业数量连续三年增加。在去年增加71家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52家。

新参与的企业中包括1家隐形冠军、13家小巨人和77家专精特新企业。

参与企业持续增加

近三年参与企业数量变化体现评价工作价值

新参与企业中的小巨人（13家）

北京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安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拓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易智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志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智网易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超伟业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神舟智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融信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新参与企业中的隐形冠军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5家

394家

2020年 2021年

11.4%

18.0%
518家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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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企业在北京市软信企业中所占比例

参与企业代表性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205家
13.6%

1507家 24家 91家 100家

专精特新
“小巨人”

51家
56.0%

隐形冠军

6家
25.0%

北京综合
实力前百

73家
73.0%

企业总体贡献指标1 2021年

总营业收入（亿元） 2,942.08

总软信收入（亿元） 2,355.32

纳税总额（亿元） 182.60

研发费用总额（亿元） 641.20

员工总数(万人） 38.20

近三年授权专利数（件） 17,142

近三年软件著作权登记数（件） 28,157

说明：1.总体贡献指标数值，是参与评价的516家企业在各个指标
上的总和数



参与企业类型分布

参与评价企业数量分布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晟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展心展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太极法智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觅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型中近三年授权专利数前三企业

成长型中近三年收入增速前三企业

创业型中人均研发费用前三企业

规模型中软信收入前三企业

91

279

97

51

规模型 创新型 成长型 创业型



参与企业区域分布

海淀区251家

朝阳区99家

顺义区6家

昌平区26家

丰台区45家

石景山区13家

东城区23家

大兴区5家

房山区2家
通州区14家

密云区2家

门头沟区1家

经开区11家

西城区19家

海淀区软件收入前三的企业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区软件收入前三的企业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在线途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丰台区软件收入前三的企业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平谷区1家

海淀、朝阳和丰台三区参与企业数量位于前三，合计占到近80%。



• 海淀区企业数量占比48.4%，下降明显；但软信收

入占比略有上升。

区域聚集格局变化

最近两年参与企业数量区域分布变化

区域 2021占比 2022占比 占比变化

海淀区 53.1% 48.4% -4.7%

朝阳区 18.5% 19.0% +0.5%

丰台区 7.1% 8.7% +1.6%

昌平区 4.3% 5.0% +0.7%

东城区 2.8% 4.5% +1.7%

西城区 4.5% 3.7% -0.8%

通州区 2.6% 2.7% +0.1%

石景山 2.2% 2.5% +0.4%

经开区 2.6% 2.1% -0.4%

顺义区 0.6% 1.2% +0.5%

大兴区 0.9% 1.0% +0.1%

其它 0.9% 1.2% +0.3%

海淀区

74.9%

朝阳区

8.8%

丰台区

4.4%
昌平区

1.4%东城区

4.1%
西城区

3.2%

其它区

3.1%

参与企业软信收入区域分布



参与企业资本潜力

1. “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专精特新

“小巨人”和综合实力前百中的参与企

业还有很大部分未上市；

2. 51家参与的创业型企业都还没有上市，

其中有26家软信收入已经超千万元。

参与企业上市潜力情况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205家

181家

专精特新
“小巨人”

51家

39家

隐形冠军

6家

3家

北京综合
实力前百

73家

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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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型企业，平均指标

资产总额 员工总数 研发人员数纳税总额经营收入

47.2

22.4

2.9

3218人

规模型企业，经济指标平均水平

软件收入

19.0

单位：亿元

专利量

135件

研发费用

1.0

1962人

软著量

134件

规模型企业，人员和知识产权平均水平

• 规模型企业各项总量指标高，总体贡献和影响高。



规模型企业，规模分布

规模型企业软件收入分级构成和上市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收入超百亿元企业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已上市的规模型企业中，达佳互联、软通动力和千方科技三家企业软件收入超百亿。

未上市, 

47, 53%

已上

市, 44, 

48%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亿以下, 51, 

56.04%

10亿（含）-50亿

33
36.3%

50亿（含）-100亿

4
4.4%

百亿（含）以上

3
3.3%



规模型企业，社会贡献

其他平均

224人

规模型

3218人

参与企业平均员工人数 参与企业平均纳税额

0.21亿元

规模型

1.04亿元

其他平均

员工数量超平均值的企业有17家 纳税超平均值企业有22家

规模型纳税超2亿元企业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新唐思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名单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司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昆仑数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

北京新唐思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比特易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范式（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智明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融云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名单（续表）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睿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乐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维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影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拓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博康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猎豹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云计算有限公司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图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首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

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易诚互动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开科唯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合众伟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

网鼎明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创世漫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思畅想科技有限公司

护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闲徕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鼎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泛鹏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纽科技有限公司

中天众达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瑞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讯和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吉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百 研 发 人 专 利 数 2

← 百 研 发 人 软 著 数 2

人 均 研 发 费 用 →

创新型企业 规模型企业

创新型企业，研发效率

17.9% 12.9%

32.3万元30.6万元

16.8 16.8

27118

说明：1.研发人员超10人的企业； 2.百研发人数据是指以百名研发人员数量作为人均基数。

近三年授权专利数超百件企业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人均专利超1件企业1

北京筑梦园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仁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用视点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型企业，研发产出

授权专利数量超50的企业有15家

软件著作权数量超150的企业有12家

研发人员数量超400人的企业有16家

研发费用超1亿元的企业有16家

高产出企业（去重后22家）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握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仁光科技有限公司

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付盾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车主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可信华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道达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分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产出数

高研发人数

高投入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名单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道达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分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志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耀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二六三企业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艾图内控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通付盾人工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仁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筑梦园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小熊博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方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博超时代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健康有益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珞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正保育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融信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梦天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航天开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握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泰瑞数创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汇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主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七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良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智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名洋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道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至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元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优易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江河瑞通（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通互惠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聚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亿信华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可信华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小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麒麟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至臻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阳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海闻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大高科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名单（续表1）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中电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亿阳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爱朗格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鑫科金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惠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普达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云和恩墨（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新媒传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普华讯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艾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遥新天地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星天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冠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云房数据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纷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鼎兴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博思财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寄云鼎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兴鑫亚华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信创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用视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源堡科技有限公司

星环众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世融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智联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享时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美络克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维迅洪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电铭扬（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研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云建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雨天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点击（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源信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天圣华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合力亿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量子伟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宇阳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言闻汇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威尔文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奥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百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瑞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长城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禅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微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柠檬微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凯特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简单科技有限公司

普华和诚（北京）信息有限公司

北京辰光信安电子有限公司

金捷利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家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同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握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名单（续表2）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金祺创（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控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万户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国铁工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北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创美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多维视通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晟明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励图锐新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口岸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明兆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信科技有限公司

秘易智强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优锘科技有限公司

金科览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资信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华龙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慧数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医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创源微致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中能瑞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品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安国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全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莱诺斯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凯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宏扬迅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凌云雀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成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旋极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赛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锐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联信弘方（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软信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科高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观成科技有限公司

维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度科技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增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一航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燕软京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睿呈时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青马恒德科技有限公司

中交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国信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前沿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博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金瑞（北京）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经纬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中润国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首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思智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东吴软件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科融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北科维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迪生数字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名道恒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捷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名单（续表3）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鹏泰海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海达信图科技有限公司

迪思时代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台衡中科（北京）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超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弘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况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同思佳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五线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久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传习新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铭创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特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睿哲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众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安信立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可兰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精琢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楹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富源汇丰科技有限公司

首信通联（北京）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九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合升众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和利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浩鸿达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图兮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半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尚德通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瀚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融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多铁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威斯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恒宇信通航空装备（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富安电子商务安全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益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悦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求识（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龙源创新数字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信义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未来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合力思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瑞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舜合通达数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科通芯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型）

北京中科辅龙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达而观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航天神舟智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旅悦旅游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知达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比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正保网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麦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精琢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东方智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优思创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哈工创新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云章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炎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易中标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赛福阔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银河欣源科技有限公司

泰瑞天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长缨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国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凌源创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网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易特英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尖（北京）软件有限公司



• 97家成长型企业平均每年收入增长59.8%，在疫情等多重不利形势之下表现亮眼，反映了B端业务的韧性。

2022年

2021年

成长型企业，总体情况

*注：在2019年营收超百万企业中增速前五

成长型企业营收增速前五*

企业名称 近三年平均增长率 核心服务

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541.4% 通信基础设施

北京晟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44.1% 职业服务平台

北京辰光融信技术有限公司 362.7% 办公输入输出服务

北京城市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362.3% 智慧城市方案

北京库巴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0.8% 科研采购的服务

59.8%

36.5%

近三年人员规模
年均增长率

近三年利润
年均增长率

近三年营收
年均增长率

68.7%



成长型企业，高增长代表

统计指标 企业数量

员工数增长
超36.5%

28

利润增长
超68.7%

34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行业数字化

• 员工数增长超过同类平均值的有28家，利润增长超平均的有34家。

中科星图维天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气象数据应用服务

企业名称 员工增长率

中科方德软件有限公司 241.12%

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39%

北京彩智科技有限公司 104.36%

北京中安瑞力科技有限公司 94.15%

壹体技术有限公司 92.56%

北京思路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84.13%

企业名称 员工增长率

北京城市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82.57%

北京星辰天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18%

北京中勘迈普科技有限公司 66.02%

北京爱课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62.37%

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61.72%

北京中宏立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1.25%

企业名称 利润增长率

众芯汉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19.39%

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322.01%

北京翰海博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62.25%

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209.51%

北京集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71.26%

北京思路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150.41%

企业名称 利润增长率

中咨数据有限公司 150.40%

北京中宏立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4.60%

北京中超伟业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7.83%

北京国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10.16%

北京睿银华信科技有限公司 106.12%

北京融信数联科技有限公司 103.08%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名单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线途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泰牡丹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辰光融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领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希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大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通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睿银华信科技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

北京东华博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鑫杰瑞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星辰天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柏睿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方德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广通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天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超伟业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铁塔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大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安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众芯汉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融信数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晓羊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思路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壹体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数慧时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宇动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

中科星图维天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农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宏立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朗杰科技有限公司

中咨数据有限公司

北京智网易联科技有限公司

天宇正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应天海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标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智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用友审计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中勘迈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欣运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汉正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名单（续表）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

北京集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软股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中智智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兴坤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远贵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诚瑞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赢科天地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深度搜索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运达华开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晟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达瓦未来（北京）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凯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彩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翰海博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南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凌科芯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理工全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网安（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网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成长型）

北京安通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瑞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地纬赛博科技有限公司

沃民高新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奥博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中煤华利（北京）能源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天安星控（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智软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西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务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库巴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创三立（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课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辉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艾唯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格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云智乐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维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晗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华高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创业型企业的创新活力突出，与创新型企业相比，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率方面表现更好。

创业型企业，总体情况

企均经营收入

22123.8万元

创新型

创业型

3073.5万元

企均研发费用

1446.9万元

2653.7万元

企均研发强度

17.9%

39.2%

企均研发人员数

105人

49人

人均研发费用

30.6万元
27.3万元

百人专利或软著

47个

60个



639.7%

303.3%

274.3%

249.4%

119.3%

117.9%

91.1%

90.9%

86.1%

84.6%

83.2%

60.3%

59.2%

51.3%

• 创业型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将近40%；

• 14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50%；

• 其中13家服务企业市场，且近一半专注某个细

分产业提供数字化服务，只有一家面向C端市场。

创业型企业，研发强度

企业名称 主营领域

北京易油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化

角井（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健康

禾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北京二元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文化

北京郁林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化

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化

北京拙河科技有限公司 感知交互

北京太极法智易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化

北京沃德博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化

北京硅元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医疗健康

北京天图万境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文化

北京雅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健康

多点生活（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

纽扣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化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新创业型）名单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业型）

北京展心展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太极法智易科技有限公司

多点生活（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禾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指掌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二元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雅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沃德博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觅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拙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上下文系统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和气聚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海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智冶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英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麟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业型）

北京郁林科技有限公司

阳通科技有限公司

医康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衡度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角井（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纽扣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卫佰医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图万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六一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易油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磁浮有限公司

云天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众信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富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多多迦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戍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麦聪软件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创业型）

北京硅元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瑞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眸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言子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梦天门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六合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优解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溢润伟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人人平安科技有限公司

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钢之杰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埃鲁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玛塔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创值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智圈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瑞数智技术有限公司



2022北京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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