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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政策 

1、国家级 
➢ 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布时间： 2019-04-07 

发文单位：中办 国办 

政策背景：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

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在财税金融、营商环境、

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同时，

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变化，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

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必须引起

高度重视。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政策

全文：http://t.cn/E6V12ig 

2、市级 
➢ 关于 2016 年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专项项目验收清理工作的通知 

发文单位：市科委 

项目背景：按照《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现启动 2016 年度项目验收清理工作。 

请各相关单位登陆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

目验收系统进行填报（网址：

http://211.99.138.10:8080/xmysSys）；待系统审核通过后 15 个 

工作日内，由创业中心组织召开验收评审会。 

项目验收填报工作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30 日。请还未

在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验收系统中注册、

填写未提交的企业加快填写速度，并在规定时限前将验收材料

提交。如不能参加验收的单位请以书面形式来函说明情况。详

细信息：http://t.cn/E6nP3oG 

➢ 关于 2019 年北京市留学人员创办企业开办费资助资金申报工作

的通知 

http://t.cn/E6V12ig
http://t.cn/E6nP3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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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项目背景：根据《北京市促进留学人员来京创业和工作暂

行办法》有关规定，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将于近期启动 2019 年北

京市留学人员创办企业开办费资助资金申报工作。 

申报人员：申报北京市留学人员创办企业开办费资助资金

的留学人员(以下简称“申报人”)，是指我国公派或自费出国留

学并于近期回国，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 

1、在国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国外毕业研究生学历; 

2、出国前已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出国进修或做

访问学者; 

3、出国前已获得博士学位，出国进行博士后研究或进修; 

4、在国外取得学士学位的优秀海外留学人才。 

时间安排及注意事项 

1、开办费申报及评审时间：2019 年拟组织三次申报及评

审工作，分别在第二、三、四季度完成。 

2、各申报企业根据答辩、评审时间安排准时参加答辩，答

辩时间 10 分钟。 

3、对申报企业将酌情进行实地审核工作。对于在申报评审

不同阶段的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申报人及申报单位资格,并根据

相应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详情及附件下载：

http://t.cn/E6WU4Sw 

3、区级 
➢ 关于印发《顺义区促进中介机构招商引资实施办法》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9-04-08 

发文单位：顺义区政府 

发文字号：顺政发〔2019〕16 号 

政策背景：为充分调动中介机构的招商引资积极性，重点

引进符合我区产业定位的项目落地，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

定本办法。政策全文：http://t.cn/E6EnHND 

➢ 海淀区“集群注册”平台工作机制（试行） 

发布时间：2019-04-09 

http://t.cn/E6WU4Sw
http://t.cn/E6EnH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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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海淀园管委会 

政策背景：为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支持创业服务机制

创新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降低企业开设成本，按照原工

商海淀分局《关于印发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品牌工作措施的

通知》中关于在全市率先探索区级创业平台“集群注册”的相

关意见，特制定本工作机制。政策全文：http://t.cn/E6ErZHX 

二、 重点活动抢先看 

（1）申报 2019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企业积极落实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

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助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数字经济发展。为展现

我国互联网领军企业整体风采，进一步擦亮我国互联网企业品

牌，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

共同组织开展 2019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 强工作。同时，为发

掘一批高成长性互联网企业，在 2019 年评价工作中，将新增中

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 20 强评价，旨在全力打造创新成长互联网

企业的新典范。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日

期为准），详情及附件下载：http://t.cn/E6EshPu 

（2）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 号）有关要求和部署，2019 年

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举办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大赛按照初创企业

组和成长企业组进行比赛。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登录大赛官方

网站（www.cxcyds.com）报名参赛。大赛不向参赛企业收取任

何费用，注册截止时间和报名截止时间分别为 2019 年 6 月 10

日和 6 月 15 日。详细信息：http://t.cn/E6tnNyU 

（3）2019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该活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工

http://t.cn/E6ErZHX
http://t.cn/E6EshPu
http://t.cn/E6tn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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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政府、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共

同承办，将于 6 月 28 日至 6 月 30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展会和活动方面，设置了“一展览、五峰会、两发布、一

大赛以及软件之夜和系列主题论坛”。 

“一展览”包括“融合网络世界 驱动数字未来”序厅、软

件国际综合、软件科技创新、软件新兴生态、软件赋能转型、

软件中国方案、软件互动体验等七大展区，集中展示产业成

就； 

“五峰会”包括融合网络数字未来、软件创新、软件生

态、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五大主题峰会，突出软件的创新发

展以及在各应用领域赋能、赋值、赋智的重要应用。 

“两发布”即举办软件新品发布会和软博会成果发布会；

“十五论坛”在内容上与高峰论坛保持呼应，设置软件技术研

发、软件融合应用、软件新业态新模式、软件服务体系、软件

交流合作五大主题板块，共计 15 场专业论坛；此外，将继续面

向参展企业征集“软博会优秀产品和优秀案例”，并在软件之夜

上公布。 

“一大赛”即举办软件创新邀请赛，组织高校精英邀请赛

和中小学生软件编程闯关嘉年华；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ruanjianwuxian.com 进入软博

会专栏查看。 

三、 新产品、新技术 

1.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官方 APP“软件无限”入驻

企业突破 15000 家。“软件无限”为企业提供北京地区的优秀软

件产品，软件企业查询，活动信息推送，需求发布及项目对接

等服务。具体功能可在 www.ruanjianwuxian.com 体验。 

2 同方鼎欣电力营销与财务一体化缴费平台入选第九批北

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名单。该平台结合国际、国内先进

的营销及财务管理理念和现代互联网技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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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营销系统、财务系统、银行系统之间的信息通道，实现电

费的核算、回收、资金归集以及财务的制证、入账、对账等全

过程。 

四、 纠纷调解 

2019 年 3 月，北京软协调委会受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委托，

成功调解一起涉及 890 余幅摄影作品侵权案件。北京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协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于 2015 年 6

月，依托协会行业性专业性优势，开展北京地区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工

作，为软件行业企业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便捷、高效、低

成本的化解渠道。目前，北京软协调委会已与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北京互联网法院、丰台人民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 

五、 新会员展示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自 1986 年成立至今，专注于服

务会员，目前，北京软协收费会员企业已突破 2000 家，以下是

4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4 月新入会会员 
序号 企业名称 级别 技术领域 业务方向 

1 
北京创新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  电子商务 

2 北京亿信华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3 北京华欣远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金融业 

4 金税桥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金融业 

5 北京海益同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6 北京华夏航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7 

中航远志科技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8 行云数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9 北京易普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10 中安威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11 北京牛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金融业  

12 
北京旋极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金融业、电子信

息 

13 

道锐思特信息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14 北京捷成世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云计算 文化教育 

15 北京喜得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 

http://adminht.bsia.org.cn/company/viewcompanyinfo?cid=chakan&id=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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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北京琨珸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其他 

17 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其他 

18 北京市京洲计算机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工业互联网 金融、电力等 

19 北京东方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 

20 

博德可来自动化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 

21 杉树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 其他 

22 北京市网源鑫汇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电子信息 

23 北京图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空间信息 其他 

24 北京辰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25 北京联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教育业 

26 北京安雅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教育业 

27 

北京中企阿凡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28 
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节能环保、云计算、物联网 

环保、电子信

息、机械工业 

29 北京西街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30 紫勋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其他 

31 北京子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32 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33 探智立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34 北京入思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据 公共安全 

35 

北京六行君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据 其他 

36 

达而观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据、军民融合

装备 金融业等 

37 北明智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金融业、环保等 

38 北京银丰新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金融业 

39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电子信息 

40 中科弘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算、智慧医疗 电子信息 

41 

中地数媒（北京）科技文化有限

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数字传媒 教育 

42 北京八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数字媒体 其他 

43 
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智慧医疗、金融

业 

44 北京鸿泰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45 北京金实盈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大数据 金融业 

46 北京航天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网络安全、大数据、空间信息 电子信息 

47 北京希嘉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互联网教育 教育业 

48 北京国网中电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云计算、大数据等 电子信息 

49 北京东晨联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网络安全、云计算、物联网等 电子信息 

50 北京博思汇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制药与生物技术  

51 北京盛飞福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电子信息 

52 北京智合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电子信息 

53 北京达美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 

54 龙浩通信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55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 信息消费 

56 北京赢家积财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金融业 

57 北京中旭远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气象 

58 铭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其他 

59 中卓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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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北京啦啦宝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文化创意 

61 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物流业 

62 北京云端微服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63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64 

华安易邻里（北京）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务 

65 北京鲸翊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66 
北京畅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互联

网教育  其他  

67 
会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电子

商务 电子商务 

68 
优科云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 电子信息 

69 
京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

交通  电子信息 

70 北京创景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71 
东智安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互联

网 

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 

72 北京友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金融业 

73 金鼎医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74 北京华通互惠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金融业 

75 北京天维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76 
北京永峻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电子商务、互联网 

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 

77 
北京凤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 、大数据、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电

子信息 

78 
北京中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 、虚拟现实、位置导

航等 电子信息 

79 北京易沃特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据 水利水务 

80 北京北科维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据 电子信息 

81 北京三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据等 电子信息 

82 
北京华清深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节能环保、大数据

等 环保 

83 

中鑫科蓝（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84 
众芯汉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能源电

力 

新能源、发电与

输变电设备  

85 

北京用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能源电

力等 

 

能源 、电子信

息、发电与输变

电设备  

86 

北京易豪伟业弱电系统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物联网 其他 

87 北京海龙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88 北京富能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89 
北京米宅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等 房地产业  

90 
雪山视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智能

交通 等 电子信息 

91 
北京瞭望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云计算、能源互联

网  电子信息 

92 

思福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大数据 电子信息 

93 北京呈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 工业、交通 

94 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95 北京汇智精英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96 北京维思陆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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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北京美华医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98 北京瑞心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99 北京荣成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智能制造 医疗与健康 

100 北京云数工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制造 纺织业 

101 北京元坤天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制造 汽车工业 

102 北京永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工业 
 

更多会员名单信息，请登陆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官网 www.bsia.org.cn，点击

“会员名单”进行查看。 

六、 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19 年 4 月，根据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为会员企

业提供的软件企业评估服务的数据，北京软协特推荐 122 家

软件企业和 170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序号 申请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1 北京辰希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2 北京航天紫光科技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 

3 北京中普云集科技有限公司 教育行业 

4 中启能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5 北京永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6 北京中勘迈普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7 北京元坤天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8 北京喜得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9 北京微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0 北京强盛分析仪器制造中心 科技服务业 

11 北京金实盈信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 中鑫科蓝（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3 北京用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4 北京云数工场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5 北京朗信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6 北京朗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7 中科弘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 紫勋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9 爱因互动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20 探智立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21 北京鑫台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北京尚洋易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诺奇传承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翔安瑞兆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北京华通互惠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北京乾坤博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乾元大通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硬核聚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北京牧游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金鼎医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北京溢润伟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北京驰波名气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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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京华创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铭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北京啦啦宝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卓成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润兴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8 北京海益同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北京花生云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北京中科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北京爱知之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北京纽科曼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新学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鸿泰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艾瑞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北京图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北京大恒普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北京创新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优科云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京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国信华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畅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易子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中科软股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米宅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乐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华夏航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盛飞福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久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捷报金峰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长天星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友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北京瞭望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中林地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平方创想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7 北京森泰英睿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增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思福盾(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安泰伟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北京华宇铭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北京蓝尊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富海阳光(北京)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北京中电盈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长城计算机软件与系统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江南信安（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北京微智众赢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9 北京博思汇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中环国投（北京）环境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三体百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中航远志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北京德普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北京市网源鑫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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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北京汉远网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英德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北京捷越联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中科启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众芯汉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正益移动智慧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卓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倍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合众伟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东智安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云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北京云端微服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永峻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博海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前沿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国泰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同创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中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捷联慧通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北京智合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天润致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中电昊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北京众信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北京浩鸿达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北京航天科宇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蓓安科仪（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先进制造 

112 元动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3 星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4 光束航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5 北京清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6 北京合力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7 雪山视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8 北京富能通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9 号外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20 北京子新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21 北京凤凰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22 北京瑞心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b) 软件产品名录 

序号 申请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申请产品类型 

1 龙芯 UEFI 固件开发系统[简称：龙芯 UEFI]V0.3.0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2 用电信息采集自动运维及性能监测系统 V1.0 web应用 

3 UC 用户权限管理及数据管理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4 光盘库存储统一备份查询管理软件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5 基础权限管理系统 V1.1 安全与保密软件 

6 

杉树岭密钥破解设备 HiPass3000管理软件[简称：HiPass破解软

件]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7 

杉树岭 VPN 数据解析设备 ToP1500管理软件[简称：ToP数据解析软

件]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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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沿风节统一身份认证管理系统 V2.0 安全与保密软件 

9 智慧银医系统[简称：智慧银医]V1.0 办公软件 

10 楼盘字典小程序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1 综合办公系统 V7.0 办公软件 

12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 2B 出单管理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3 AI 机器人数字化场景管理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4 双师互动课堂教学系统[简称:双师教学系统]V1.0 操作系统 

15 教学立方过程化教学与学业评价平台【简称：教学立方】V2.0 操作系统 

16 喜得用户体验交互系统 1.0 操作系统 

17 知识搜索引擎系统[简称：KSee]V1.0 操作系统 

18 

基于监控数据的变电站设备运行大数据分析系统[简称：变电站监控大

数据分析系统]V1.0 操作系统 

19 DCC超融合系统[简称：HCI-OS]V2.4 操作系统 

20 虚拟货架软件[简称：虚拟货架]V1.0 电子商务软件 

21 “云图”大数据资金追踪及分析系统 V4.0 工具软件 

22 神州信息配置管理自动化系统【简称：Sm@rtCMDB】V2.0 工具软件 

23 预测赢家 Windows 版[简称：预测赢家]V17.7.13.2 股票行情软件 

24 

小轮车项目赛事编排及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简称:Cyclig BMX On-Venue 

Results System]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钻井作业标准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简称：标准成本】v1.0 行业管理软件 

26 诺奇传承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简称：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27 网鼎数据采集整合系统【简称：网鼎数据采集整合】V1.0 行业管理软件 

28 尚洋易捷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简称：医保管理系统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件 

29 博彦网鼎硬件监控系统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0 数据收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1 网鼎明天云监管服务平台【简称：云监管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博彦网鼎中央资源库平台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3 网鼎数据中心监控系统【简称：网鼎数据中心监控】V1.0 行业管理软件 

34 云数章鱼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5 IT 运维管理监控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瑞嘉媒资统一存储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7 贝壳海量数据房屋估价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8 PM 广告投放数据优化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9 贝壳拓店数据分析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0 地址匹配服务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1 家信 IM 即时讯息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精确数据分析店面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3 智能化积分提佣数据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4 司南海量工单作业处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5 贝壳云盘大数据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6 医院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简称：H-Fixed Asset]V3.3 行业管理软件 

47 业务基础平台系统[简称：H-Business infrastructure Platform]V3.3 行业管理软件 

48 医院物流管理系统[简称：H-Logistics]V3.3 行业管理软件 

49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简称：H-Human Resource]V3.3 行业管理软件 

50 医院会计核算及财务管理系统[简称：VH Accounting]V3.3 行业管理软件 

51 医院科室成本核算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简称：科室成本核算]V3.3 行业管理软件 

52 医院绩效管理系统[简称：H-Performance]V3.3 行业管理软件 

53 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简称：H-Budgeting]V3.3 行业管理软件 

54 医院综合运营管理系统-科研基金管理系统[简称：科研基金管理]V3.3 行业管理软件 

55 医院资金支出控制系统 V3.3 行业管理软件 

56 医院合同管理系统[简称：合同管理]V3.3 行业管理软件 

57 OES-医院合同管理系统[简称：合同管理]V5.0 行业管理软件 

58 OES-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简称：全景人力]V5.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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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DRG智能管理平台 V5.0 行业管理软件 

60 DRG医院成本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1 医院综合运营管理系统（普及版）[简称：H-ERP（普及版）]V3.0 行业管理软件 

62 医院综合运营管理系统[简称：H-ERP]V3.3 行业管理软件 

63 DRG智能审核与结算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4 CIDS 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65 智慧大数据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6 H6 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系统[简称：电子会计档案系统]V2.0 行业管理软件 

67 易控 C6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系统[简称：C6 内控管理系统]V2.0 行业管理软件 

68 儿童口腔防治信息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9 VTE病例信息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0 EsDataFactory 数据工厂系统[简称：EsDataFactory]V1.1 行业管理软件 

71 铁路股道管理自动化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2 接触网巡检电子标签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3 全生命周期心身健康管理与心理评估干预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74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路养护运维管理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5 智慧警保管理平台[简称：智慧警保]V1.0 行业管理软件 

76 公务员平时考核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7 经纬物联农机鉴定申报系统[简称：JW 农机鉴定申报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78 经纬物联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简称：JW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79 凤凰智慧医院综合管理平台系统[简称：医院综合管理]V2.0 行业管理软件 

80 

长天星斗医院精细化绩效管理系统[简称：医院精细化绩效管理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81 环保用电智能云工况监控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2 伟奥公积金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3 智慧交通指挥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4 Beetest 企业任务管理平台[简称：BeeTest 众测]V1.0 行业管理软件 

85 

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自动化管理系统[简称：综合自动化管理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86 生物饲料配方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7 微金私募投资业务平台 V2.0 行业管理软件 

88 金实资金头寸管理系统软件[简称:资金头寸管理系统(FPS)]V1.0 行业管理软件 

89 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90 网源科研管理系统[简称：网源科研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91 空间数字地球应用平台 V2.0.3 行业管理软件 

92 空间服务平台 V1.1.0.0 行业管理软件 

93 保险中介核心业务系统 [简称：IICS]V3.0 行业管理软件 

94 DCC-IOT 物联网平台[简称：DCC-IOT]V1.0.0 行业管理软件 

95 子新智能协同办公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6 

智联友道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综合实训演练平台设备三维仿真软件[简

称：运营管理仿真软件]V1.0 教育软件 

97 

创业之旅-大学生创业实战模拟平台系统【简称：大学生创业实战模拟

平台】V8.0 教育软件 

98 云谷创新社创业服务平台【简称：云谷创新社】V5.0 教育软件 

99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V7.0 教育软件 

100 智慧教室可视化管理软件 V1.0 教育软件 

101 中安在线托管培训平台 V1.2.0 教育软件 

102 教育装备智能管理平台 V1.0 教育软件 

103 向前金服安卓版软件【简称：向前金服】V1.1.0 金融软件 

104 基于大数据的贝壳权限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05 短纤维率快速测试系统 V2.0 控制软件 

106 龙芯浏览器 F 版模块软件 52.3.0 浏览器 

107 龙芯浏览器 C 版模块软件 60.0.3096.2 浏览器 

108 e 导游电子导览系统【简称：e 导游】V1.0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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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深度学习计算服务平台[简称：AI-Foundation]V2.0 模式识别软件 

110 自动化监测系统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11 倍胜 BECOS 智能卡操作系统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12 HTECH6000 网络安全隔离系统【简称：HTECH6000】V2.08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3 交通信号实时联网控制系统[简称：自适应系统]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4 基于 AUTOSAR 的协议栈平台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5 农药残留检测仪操作软件[简称：农残检测仪软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6 基站软件 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7 DarwinML 人工智能模型自动设计平台[简称：DarwinML]V1.0 软件平台 

118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简称：3D GIS】V1.0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 

119 BI@Report数据分析展示平台[简称：BI@Report]V4.1 商务智能 

120 航天天域数据库管理系统[简称：CASICloud DBCP]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1 航天天域存储 DBS 软件[简称：CAISCLOUD DBS 软件]V3.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2 分布式数据库软件[简称：分布式数据库]V11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3 瞭望神州智慧国土互联网+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监管综合服务平台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4 工业安全审计系统【简称：ILA】V3.1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5 江南三体煤矿巡检管理系统【JNCPM】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6 农业环境智能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7 DEPULL分布式拼接控制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8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应用系统[简称：银符考试题库]V13.01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9 DCC大数据分析平台[简称：DCCBDAP]V1.0.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0 DCC大数据应用开发平台[简称：DCCBDP]V1.0.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1 DCC大数据移动应用系统[简称：DCCBDAPP]V1.0.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2 大数据安全网关系统 [简称：VS-BDSG]V1.0  数据库系统设计 

133 啦啦宝贝用户监控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34 心理自助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35 富媒体短信平台[简称:富媒体短信]V3.0 网络通信软件 

136 分布式实时数据分发中间件 Windows 版[简称：RealDN DDS WIN]V1.2.1 网络通信软件 

137 米宅 PC 站软件系统[简称：米宅网站]V3.5 网络系统 

138 Fablab C+创客平台管理系统[简称：Fablab C+平台]V1.0 网络应用软件 

139 图创地图云平台[简称：71ditu yun]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0 企业短信群发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1 安卓版陌陌移动社交软件[简称：陌陌安卓版]V8.2 网络应用软件 

142 移动安全接入认证网关系统软件[简称：MAASG]V6.5 网络应用软件 

143 医院网站检验报告查询系统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4 医院预约挂号取号系统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5 医院自助建卡充值系统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6 医院自助挂号系统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7 医院消费清单查询打印系统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8 医院检验检查报告查询打印系统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9 综合视频平台监控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0 华欣智慧云呼叫中心系统软件[简称：华欣智慧云呼叫中心]V1 网络应用软件 

151 Vacefox 系统[简称：Vacefox]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2 登机廊桥升降安全监控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3 EWATERSYS 智慧水务管理系统[简称：EWATERSYS 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4 PM 广告媒体信息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5 海量数据话务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6 花生好车仓储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7 睿治数据治理平台[简称：睿治]1.1 信息管理软件 

158 EsPowerMeta 元数据管理平台[简称:元数据管理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9 i@Report 基于 WEB 报表采集分析平台[简称：i@Report]V5.1 信息管理软件 

160 WonderBI 自助式数据分析平台[简称：WonderBI]2.1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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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浩鸿达数据分析系统[简称：数据分析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2 安全网关系统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3 无人机巡检业务模块 V1.0.0 信息管理软件 

164 友信金服个贷进件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5 能耗与驾驶行为分析平台 V1.0.0 信息管理软件 

166 AppCan iDoc 家医助手[简称：家医助手]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7 企业数据云管理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8 作妖计游戏软件[简称：作妖计]V2.0 游戏软件 

169 

英雄战魂 2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网络游戏软件[简称：英雄战魂

2]2.0.0 游戏软件 

170 企业数字化基础支撑平台软件[简称：AEE]V1.0 中间件 

更多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信息，请登陆 www.ruanjianwuxian.com，点击“企业评估”

栏目进行查看。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