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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组委会 

 
2021 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系列评优活动  

征集通知 
 
各数字化技术和应用企业、各智慧城市建设参与单位： 

2021 年 3 月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

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单列篇章，并重点提到：“培育

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

数字产业。 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动数据赋能全产

业链协同转型。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专栏

8 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明确列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在专栏 9 更是将“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能制造、智慧农

业及水利、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文旅、智慧社区、智

慧家居、智慧政务”列为重点数字化应用场景。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 2021 年 4 月印发的《广东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也将“推进数字化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单列篇章，

并重点提到：“建设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发展高地，打造全国

领先的新型智慧城市标杆，打造一批数字化应用场景试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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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程。” 

为了挖掘一批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领域中具有先进性、

实用性、社会性和推广性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新方

案及有典范引领作用的企业和人物，树立先进典型、产业标

杆，展示 2020年至 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城市建设阶

段性成果，激励企业继续开拓创新，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及智

慧城市建设可持续性健康发展，在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

市大会组委会等多个机构的积极组织下，特发起本次智慧城

市建设评优活动，我们将通过初评、专家评审、媒体公告，

最终评选出 2021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系列奖项，

诚邀有代表性、有创新性、有实力、有意愿的相关企事业单

位报名参评。 

具体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组委会 

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 

广东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广州市空间地理信息与物联网促进会 

协办单位：广州大数据产业协同创新联盟 

广东省区块链产业联盟 

广州风险投资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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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时间 

2021 年 11月 1日——2021 年 12月 31日 

三、奖项设置、参评对象和参评基本要求 

人物奖 

2021年度云计算领军人物 

2021年度大数据先锋人物 

2021年度物联网先锋人物 

2021年度智慧城市践行人物 

2021年度数字化转型新锐人物 

参评对象： 

粤港澳地区或中国大陆范围内，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智慧城市和数字化转型领域相关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或民办非

企、企业任职（如科研课题或项目的带头人或重点研究员、社会

组织副秘书长或以上级别、民办非企部门主管或以上级别，企业

董事长、总经理、副总、CIO、CTO、CDO、技术总监、项目总监、

信息化主任，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或总工程师等职务）并在

该领域有一定行业影响力的人物。 

在对应领域有丰富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储备，在任职岗位或带

领团队对单位有杰出贡献；或在对应产业领域的理论研究、战略

规划、运营实施或技术创新与应用、工程建设等方面做出一定的

工作成果，并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或对相关产业领域的创

新发展、健康发展或新细分领域开拓有积极带动作用；或近两年



4 
 

获得过县、区级别或以上的，地市或以上级别社会组织、第三方

权威机构颁发的相关行业荣誉资质并能提供资料佐证的。 

企业奖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化转型类 

2021年度数字化转型先锋企业 

2021年度“上云用数”示范企业 

2021年度云计算优秀方案商 

2021年度云计算最具成长价值企业 

2021年度大数据最具成长价值企业 

2021年度区块链最具成长价值企业 

参评对象： 

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注册的相关新型研发机构、企业、民办非

企。成立 3年及以上，且在对应产业领域发展有一定贡献，其产

品或服务应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或用户规模，在省内外有较大

影响力和知名度，注重技术及产品创新，并具有一定的品牌美誉

度；或该单位成立 3年以下、还处于成长阶段，但有巨大潜力，

在近 1-2年有较大飞跃，发展迅速，在未来有较大成长空间，且

企业规模和产品认知度不断提高；或近两年获得过县、区级别或

以上的，地市或以上级别社会组织、第三方权威机构颁发的相关

行业荣誉资质并能提供资料佐证的。 

物联网、智慧城市类 

2021年度物联网优秀方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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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物联网最具成长价值企业 

2021年度智慧城市建设卓越企业奖 

2021年度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园区奖 

2021年度智慧多功能杆优秀方案商 

参评对象： 

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注册的相关新型研发机构、企业、民办非

企，或纳入当地县区级别或以上产业规划、重点项目的产业园区。

企业或产业园区成立 3年及以上，且在对应产业领域发展有一定

贡献，其产品或服务应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或用户规模，在省

内外有较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注重技术及产品创新，并具有一定

的品牌美誉度；或该单位成立 3年以下、还处于成长阶段，但有

巨大潜力，在近 1-2 年有较大飞跃，发展迅速，在未来有较大成

长空间，且企业规模和产品认知度不断提高；或近两年获得过县、

区级别或以上的，地市或以上级别社会组织、第三方权威机构颁

发的相关行业荣誉资质并能提供资料佐证的。 

产品、方案、案例、项目奖 

云计算、大数据、5G、数字化转型类 

2021年度行业云应用示范奖 

2021年度大数据开发“金手指”方案奖 

2021年度 5G+垂直行业应用示范奖 

2021年度新基建数据中心示范项目奖 

2021年度数字化应用场景示范案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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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评对象： 

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在上云用数赋智、数字化转型及参与智

慧城市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中，使用云计算、大数据、

5G、数字化转型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应用的甲方（如甲方报示范

类奖可放宽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或乙方。 

所推选的产品、解决方案、应用案例或项目已投入实际使用；

或已动工、已通过产品评测、方案评估或项目验收且能在 2022

年上半年投产、投入使用或推出市场；在技术或理念上有较大创

新或应用,较好的解决了实际遇到的问题或对运营及效率产生改

善；或该产品、方案、应用实践在所属行业中起到一定的实验性、

示范性作用；或该产品、方案、应用实践在有一定影响力，被行

业广泛认可，近两年获得过县、区级别或以上的，地市或以上级

别社会组织、第三方权威机构颁发的相关行业荣誉资质并能提供

资料佐证的。 

物联网、智慧城市及其他类 

2021年度物联网十佳解决方案奖 

2021年度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奖 

2021年度数据安全优秀案例奖 

2021年度智慧+行业应用场景创新案例奖 

2021年度智慧灯杆示范项目奖 

2021年度 5G+智慧园区方案奖 

参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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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在上云用数赋智、数字化转型及参与智

慧城市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中，使用物联网、人工智

能、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智慧园区、智慧灯杆、虚拟现实 VR

和增强现实 AR 的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的甲方（如甲方报示范类

奖可放宽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或乙方。 

所推选的产品、解决方案、应用案例或项目已投入实际使用；

或已动工、已通过产品评测、方案评估或项目验收且能在 2022

年上半年投产、投入使用或推出市场；在技术或理念上有较大创

新或应用,较好的解决了实际遇到的问题或对运营及效率产生改

善；或该产品、方案、应用实践在所属行业中起到一定的实验性、

示范性作用；或该产品、方案、应用实践在有一定影响力，被行

业广泛认可，近两年获得过县、区级别或以上的，地市或以上级

别社会组织、第三方权威机构颁发的相关行业荣誉资质并能提供

资料佐证的。 

科技创投类 

2021年度风险投资风云人物 

2021年度科技创业先锋奖 

2021年度风险投资十佳服务机构 

2021年度风险投资示范案例 

公益荣誉奖项 

2021年度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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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数字生活示范应用奖 

2021年度云计算大数据抗疫先锋企业 

2021年度智能物联抗疫先锋企业 

四、评审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吴海燕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 

袁国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调研员 

高复先   中国智慧城市专家委员会系统工程与大数据首席专家 

王洪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广州分院副院长 

黄伟群   广东省信息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徐迪威   广东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总工程师 

袁  峰   广州软件应用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化龙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检验测试总师 

程  伟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邓玉辉   暨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副主任 

胡  辉   暨南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 

奚建清   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文国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 

崔  伟   清华大学 X-Lab区块链实验室创新导师 

石国玲  广州风险投资促进会副会长 

广州远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郜小平   南方日报记者、南方产业智库研究员 

岳  浩   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组委会和广东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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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执行主席、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副会长、

广州市空间地理信息与物联网秘书长 

五、参评流程及要求 

1、参评单位所提供的参评材料应清晰完善、紧贴奖项主题、内

容充实、文字精练，参评材料如下： 

① * 对应奖项的申报表 (发 PDF 盖章扫描件+word 原文档)； 

② * 800字或以上参评人物/企业/产品/技术/方案/项目介绍材

料 word或 PPT； 

③ * 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扫描件 1份； 

④ *荣誉资质类证书/专利/知识产权证书 1份； 

2 、 参 评 单 位 请 将 参 评 材 料 打 包 发 送 至 组 委 会 邮 箱

guangdongyunxie@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2021年度数字化、

智慧城市建设评优活动+单位名称”； 

3、经协会初审-评审委员会终审后，入选的名单将分两批在大会

官网 http://www.ciscde.com 公示，公示期结束如无收到异议反

馈或投诉意见等，将正式列入年度获奖名单； 

4、经公示后在获奖名单中且同意接受组委会提出颁奖方式的人

物、企业，将获邀参加拟于 2022年 1 月在广州市举办的中国（广

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系列活动之广东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生态峰

会等行业盛会上隆重举办的奖项颁发盛典，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参评单位权益 

1、通过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现场展示等多种宣传渠道对

mailto:发送至组委会邮箱sgi_iot@126.com
mailto:发送至组委会邮箱sgi_io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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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选和获奖单位及方案进行持续性的展示与宣传； 

2、获邀参加新一届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广东云计

算大数据产业生态峰会，与国内多个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建设单

位的主管领导和产业链上下游专家、企业家、甲方开展深度交流； 

3、优秀的人物事迹、单位简介资料、技术创新资料、产品或方

案或应用示范案例将有机会入选年度物联网、云计算行业白皮书

或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案例集； 

4、优秀的人物和企业有机会获邀参加协会 2022年度系列活动的

重要环节；有亮点的技术创新、有特色的产品或方案、有示范性

的应用案例或项目案例，将有机会在协会 2022 年度的系列活动

或日常交流中宣传、推广或转介给合适的需求客户。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先生 18122189433 (微信同号)  

组委会邮箱：guangdongyunxie@163.com 

官方网站：http://www.ciscde.com 

 

 

附件： 2021年度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评优活动奖项申报表 

 

 

                  中国（广东）国际智慧城市大会组委会 

2021 年 11 月 1日    

/官方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