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第二批示范单位 

和第三批试点单位的公示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工业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2018-2020

年）》（粤经信生产〔2018〕65号），经企业自愿申报、各地级以

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省属有关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和现场核查

等程序，初步确定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第二批示

范和第三批试点单位名单，现予以公示（名单详见附件）。如有

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厅（生产服务业与交流合作

处）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

和反映事项书面证明材料等；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单

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书面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等。 

公示时间：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 

联系电话：020-83133359 

传真：020-831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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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100 号 

 

    附件：1. 拟入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第二批

示范单位 

          2. 拟入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第三批

试点单位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 年 9 月 22 日 

     

 



附件 1 

 

拟入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
第二批示范单位 

序号 地区 申报单位名称 类型 

1 省直 广东唯普汽车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 平台 

2 广州 广州市明兴电缆有限公司 平台 
3 广州 广州淘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商 

4 广州 广州易尊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商 

5 广州 广州中远海运电商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服务商 

6 广州 广州市原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商 

7 广州 广州七喜电脑有限公司 平台 

8 广州 广州市两棵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9 广州 万信达（广州）科技制品有限公司 平台 

10 广州 广州市昊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11 深圳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12 深圳 深圳越海全球供应链有限公司 服务商 

13 深圳 深圳全棉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14 深圳 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15 深圳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 
有限公司 区域 

16 深圳 深圳智汇创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商 

17 深圳 深圳华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服务商 

18 深圳 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 平台 

19 深圳 深圳市承和润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 服务商 

20 珠海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21 珠海 珠海拾比佰彩图板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22 汕头 广东快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 



拟入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
第二批示范单位 

序号 地区 申报单位名称 类型 

23 佛山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24 梅州 梅州可其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服务商 

25 东莞 东莞市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区域 

26 东莞 广东尚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商 

27 中山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平台 

 



附件 2 

 
拟入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

第三批试点单位 

序号 地区 申报单位名称 类型 

1 省直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台 
2 广州 广州新居网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3 广州 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平台 
4 广州 广州市景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5 广州 广州市欣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商 
6 广州 广州研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7 广州 广东羊城晚报创意园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区域 

8 深圳 深圳永利八达通物流有限公司 服务商 
9 深圳 深圳市艾姆诗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商 
10 深圳 深圳市深粮多喜米商务有限公司 服务商 
11 深圳 深圳市邻友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平台 
12 深圳 深圳市万事富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13 深圳 深圳市华联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平台 
14 深圳 深圳市牛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15 深圳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16 深圳 深圳市宇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平台 
17 深圳 深圳市中农易鲜供应链有限公司 平台 
18 深圳 深圳市朗华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平台 

19 深圳 深圳保宏电子商务综合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服务商 

20 深圳 深圳易可达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21 深圳 深圳虾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22 深圳 深圳市易达云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商 
23 深圳 深圳市正能量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平台 
24 珠海 珠海乐活公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25 珠海 珠海纳思达智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平台 
26 汕头 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区域 
27 汕头 广东宏腾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平台 
28 汕头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29 佛山 佛山众塑联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平台 



拟入选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电子商务
第三批试点单位 

序号 地区 申报单位名称 类型 

30 佛山 广东全塑联科技有限公司 平台 
31 佛山 广东精准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服务商 
32 佛山 佛山市德酷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服务商 
33 梅州 丰顺县电声产业集群管理中心 区域 
34 东莞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 
35 东莞 广东办公伙伴商贸有限公司 平台 

36 东莞 广东爱车小屋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

司 平台 

37 中山 中山金嘉创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区域 

38 阳江 广东世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商 
39 肇庆 肇庆市现代筑美家居有限公司 平台 
40 肇庆 广东聚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商 
41 潮州 广东韩创园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