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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政策 

➢ 关于北京市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9-05-23 

发文单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根据《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8 号），依法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

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

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

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为做

好本市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工作，通

知如下: 

  1.2018 年首次获利的企业，于 6 月 10 日前向税务机关备案并提

交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资料。 

  2.2017 年之前（含 2017 年）获利，且在优惠期内的企业，于 5

月 31 日前向税务机关备案并提交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资料。 

原文链接：http://gyjszx.bjeit.gov.cn/jxdt/tzgg/296634.htm 

➢ 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

信息信用修复机制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9-05-14 

发文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发文字号：发改办财金〔2019〕527 号 

政策背景：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21 号）和《国务院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等文件精神，完善“信用中国”网

站和地方信用门户网站（以下简称“信用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

用修复机制，保障失信主体权益，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营造优良

信用环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全文链接：

http://gyjszx.bjeit.gov.cn/jxdt/tzgg/2966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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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5/t20190514_936123.html 

➢ 关于开展 2019 年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9-05-16 

发文单位：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发文字号：财办建〔2019〕70 号 

政策背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 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

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86 号）有

关部署，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充分释放知识产权综合

运用效应，促进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

2019 年，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在全国选择若干创新资源集

聚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知识产权支撑区域发展需求迫切的重点

城市（含直辖市所属区、县，下同），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全文链接：http://www.sipo.gov.cn/gztz/1139028.htm 

二、 活动抢先看 

（1）2019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 

主办方：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 

时间：2019 年 6 月 28 日-6 月 30 日 

地点：北京展览馆 

活动链接：http://www.cisexpo.org.cn/ 

（2）2019 软件名人论坛 软件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主办方：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方：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时间：2019 年 6 月 27 下午 

地点：北京西苑饭店 1 层宴会厅 

活动链接：

www.ruanjianwuxian.com/activity/Exposition/Main?subject=1&source=1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5/t20190514_936123.html
http://www.sipo.gov.cn/gztz/1139028.htm
http://www.cisexpo.org.cn/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activity/Exposition/Main?subject=1&sour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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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新增值税改革政策深度解读以及影响分析分享会 

主办方：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31 日（周五）下午 14:00-17:00 

地点：会前两天短信提醒 

报名链接：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activity/activityInfo/Detail?code=155729

612178400002&source=1 

三、 软件无限—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软件无限”致力于打造技术推广，需求发布和社交营销的软

件行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目前平台注册企业 15000 家，注册个人

6000 人，资讯量超过 40 万条。本期推荐“软件无限”的主题活动栏

目。 

推荐理由： 

➢ 活动免费发布，15000 家潜在报名企业； 

➢ 报名信息自定义，需要什么定制什么； 

➢ 报名信息一键下载，免去手工处理，提高办会效率； 

➢ 现场电子签到，签到流畅，提高办会质量和观众体验； 

活动发布流程： 

 

更多功能可登陆 www.ruanjianwuxian.com 体验。 

平台联系人：杨洋   电话：010-62565314.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activity/activityInfo/Detail?code=155729612178400002&source=1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activity/activityInfo/Detail?code=155729612178400002&source=1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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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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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5 月份入会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级别 技术领域 业务方向 

1 北京朗明公共关系有限公司 副会长 其他 其他 

2 北京塔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务 

3 北京慧行实达科技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

算 

环保、物流、旅游

业 

4 
北京云洁智安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会员 

能源电力、能源互联网  环保 

5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虚拟现实 其他 

6 
北京北控三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会员 

其他 其他 

7 北京创世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云计算 电子信息 

8 
八方网（北京）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9 
北京恒冠网络数据处理有限公

司 
会员 

大数据 电子信息 

10 北京子时微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其他 电子信息 

11 北京意创方圆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能源电力 电子信息 

12 北京百川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云计算、大数据 金融业 

13 北京创智臻视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视听

产业 电子信息 

14 北京以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15 
北京世界星辉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会员 

动漫游戏、移动互联网  其他 

16 北京新生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互联网教育  其他 

17 北京红杉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 环保 

18 北京一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 电子商务 

19 北京分形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其他 

20 北京云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21 
中工慧科（北京）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 

智能制造 机械工业  

22 
品正远致（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 

智慧城市、云计算、物联网 环保、电子信息、 

23 北京南天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会员 其他 金融业、电子信息 

24 北京博云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视听产业、数字媒

体 电子信息 

25 北京普华智深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其他 其他 

26 
北京达华洁能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会员 

节能环保 环保 

27 
北京海天网联营销策划股份有

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

商务 

商业零售业 、电子

商务、会展业 

28 
北京恒通慧源大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 

大数据 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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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北京创业酵母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会员 

大数据 电子信息 

30 
思诺维特（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电子信息 

31 北京微迪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互联网 电子信息 

32 
北京老柚多汁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  其他 

33 北京中视亚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34 北京盛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网络安全 其他 

35 
天安星控（北京）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会员 

虚拟现实、军民融合装备  其他 

36 北京经开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 、智

能交通  其他 

37 北京天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电子信息 

38 中交信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智能交通、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 

39 
启迪智慧创新（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 其他 

40 北京宸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41 
北京埃尔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会员 

节能环保  机械工业  

42 北京信联科汇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网络安全 其他 

43 北京华软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 电子信息  

44 北京医欣软件有限公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慧

医疗 

医疗与健康 、电子

信息 

45 北京简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46 北京鼎讯同创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云计算 电子信息 

47 
北京仁聚汇通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会员 

大数据 金融业 

48 北京子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云计算、互联网

教育 电子信息 

49 北京赛学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互联网  电子信息 

50 
北京叮咚智行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会员 

智能交通  其他 

51 
中科数字通（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 

52 汉雅星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53 
北京亚华意诺斯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  

54 
北京汇能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会员 

节能环保  电子信息 

55 北京思赢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56 北京三维一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虚拟现实  房地产业 

57 北京恒润安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物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58 
名洋国际会展（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会员 

云计算  会展业 

59 北京天阳融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  金融业 

60 北京瑞华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  电子信息 

61 北京东桥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物联网  物流业 

62 
中烟追溯（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 

人工智能、物联网 电子信息 

63 
北京子舒迅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会员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8 

 

64 北京中安鼎辉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大数据、互联网 

机械工业、电子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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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1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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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本期，北京软协特推荐

148 家软件企业和 182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类型 

1 北京星地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 慧泽商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3 北京鼎润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4 北京叮咚智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5 北京赛学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6 北京新生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7 瀚思安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8 健康力（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9 北京仁聚汇通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服务业 

10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1 北京子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 北京金水燕禹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3 北京太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服务业 

14 北京中安兴坤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北京中棉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北京科胜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北京兰格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北京东华万兴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北京医科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北京博芯医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1 北京世纪同财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中通联达（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中科翔龙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创业酵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北京易用视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凌科芯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绪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启迪智慧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酷德啄木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北京中科金财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黑辉(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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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科山水（北京）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北京中金付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中检集团溯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简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子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8 北京鼎讯同创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中联复兴（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完美世界（北京）软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安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中科数字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哈工大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中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富景天策（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北京分形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北京中科中投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中工慧科(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彩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北科互联城市治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经开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北京易智友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华璨电子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大观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清大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联想智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以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福通聚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鸿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万朝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北京万朝亿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万朝亿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北京畅宝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北京全智才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7 北京红杉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中电瑞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中能瑞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博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智诚民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北京恒冠网络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百年英才(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北京盛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北京冠新医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华青融天（北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用友广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北京极点触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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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领航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北京博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北京达华洁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数慧时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车工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名洋国际会展（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中烟追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北京一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北京数码彩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北京远通信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北京中安星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恒润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北京齐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北京百川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北京乐动派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乐天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永杰友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北科维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意创方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创景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牛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天维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北京恒通慧源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万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云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北京国安广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北京承启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北京中联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北京中天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2 北京吉山时代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3 北京思赢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4 泰豪慧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5 北京博云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6 北京玖天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7 北京源仿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8 北京中盈安信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9 北京战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0 北京子舒迅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1 北京云洁智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2 北京七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3 北京盛天上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4 北京昊宇上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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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北京世纪旗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6 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7 北京国信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8 非凡互联（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9 北京联创思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0 北京中宇安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1 北京翰迪福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2 北京华软金盾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3 北京小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4 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5 北京摩卡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6 中安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7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8 普华讯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9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0 用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1 北京创源微致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2 北京汉威胜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新材料 

143 北京和绪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144 北京恒天鑫能新能源汽车软件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145 北京阳光云视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46 北京创世华信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47 北京初聚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48 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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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Pecker 源代码缺陷分析系统 V4.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 ZK-L 笔记本电脑视频信息保护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3 工控互联网安全监控与分析平台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4 盛道工业互联网安全网关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5 数据资产安全分析系统 【简称：TIS】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6 亿赛通数据库安全审计（DAS）系统 【简称：DAS】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7 CRM智能化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8 E 康高效安全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9 财务管理中心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0 采购与 CRM 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1 高级安全超级客户端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2 高拓便捷客户关系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3 高智能考勤自动化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4 工作流超级办公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5 供应商与绩效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6 慧眼大数据风控审计平台[简称：Smart Eye]V2.0 办公软件 

17 计划与销售信息管理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8 客户关系云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9 内部文件安全分享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0 企业办公文件密控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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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企业客户关系智能流程化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2 企业内部分享与安管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3 企业内信息沟通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4 企业通讯交流流程化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5 企业信息安全保护网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6 企业移动多级办公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7 企业在线财务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8 企业智能化信息综合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29 人资信息高效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30 网络流量安控软件 V1.0 办公软件 

31 文件安全监控管家软件 V1.0 办公软件 

32 文件加解密控制分享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33 项目与任务日程平台系统 V1.0 办公软件 

34 销售业务工作流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35 印迹法判读软件 V1.0 办公软件 

36 掌上医助软件【简称：掌上医助】V1.0.0 办公软件 

37 鼎云单一窗口数据交换系统[简称：DRD-SWES]V2.0 操作系统 

38 房地产全流程 AI 健康管理系统 V1.0 操作系统 

39 慧贸物流云关务管理系统[简称:ARCMS] V1.0 操作系统 

40 新生涯新高考选科指导系统 V1.0 操作系统 

41 通用弹道计算软件[简称：弹道计算]V1.0 工具软件 

42 FTWCM Web 内容管理系统[简称：FTWCM]V2.0 行业管理软件 

43 GX-701无线水位报警系统软件【简称：无线水位报警器】V1.0 行业管理软件 

44 八九城建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简称：八九城建档案管理]V5.0 行业管理软件 

45 八九数字档案管理系统软件 V5.0 行业管理软件 

46 八九数字档案加工制作系统软件[简称：八九数字档案加工]V5.0 行业管理软件 

47 报表及风险评价系统[简称：1104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8 北明企业智能生产管理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49 操作风险管理系统[简称：操作风险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0 车载安全远程预警信息终端系统[简称：SmartVT 系统管理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件 

51 创业酵母招聘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2 大唐融合职场运营管理系统[简称：职场运营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3 叮咚智慧停车云平台[简称：智慧停车云平台]V2.0 行业管理软件 

54 反洗钱监测报送系统 V6.0 行业管理软件 

55 泛鹏天地金融工具管理系统[简称：VP-FI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56 泛鹏天地资本管理系统[简称：VP-EC]V1.0 行业管理软件 

57 高速公路综合监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8 公路 GPS数据维护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59 公路交通视频监控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0 广告监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1 海绵城市监测与调度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2 海绵城市运维绩效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3 海天网联资源管理系统[简称：My HighTeam]V2.0 行业管理软件 

64 合规管理系统[简称：合规管理]V1.0 行业管理软件 

65 互联网车险门店平台 V1.1.2 行业管理软件 

66 监狱罪犯亲情电话管理软件〔简称：监狱亲情电话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67 交通公众出行服务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68 交通枢纽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9 交通应急抢险指挥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70 交通综合运行分析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71 金风 PACS 医学影像管理与传输系统[简称：PACS 系统]V1.1 行业管理软件 

72 劳动力管理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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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名单监控管理系统 V6.0 行业管理软件 

74 牛加小微信贷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5 企业智能化岗评业务管理系统[简称：岗评业务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76 人民银行金融标准化数据监管报送系统[简称：金融标准化]V3.0 行业管理软件 

77 三维数字社会服务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8 神州信息 IT服务流程管理系统【简称：ServiceJet-iTSM】V5.0 行业管理软件 

79 审计工作平台 V4.6 行业管理软件 

80 数字通云平台智慧政务系统[简称：数字通智慧政务]V2.0 行业管理软件 

81 条码管理系统【简称：条码管理】V1.0 行业管理软件 

82 铁路防灾综合监控系统 V4.0 行业管理软件 

83 铁路综合监控软件平台 V3.0 行业管理软件 

84 统一监管报送系统[简称：SRPII]V2.0 行业管理软件 

85 伟奥多渠道整合平台软件 V3.0 行业管理软件 

86 无线降雨告警器系统【简称：无线降雨告警器】V1.0 行业管理软件 

87 物联网综合信息采集平台[简称：信息采集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88 悟空 Out Side In 大空间定位系统[简称：悟空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89 小流域山洪入户预警系统软件 1.0 行业管理软件 

90 银监会监管数据标准化报送系统 V4.6 行业管理软件 

91 游戏区域后台运维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2 远通信德监管作业场所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3 运营内控平台 V2.1 行业管理软件 

94 在线预警机系统【简称：在线预警机】V1.0 行业管理软件 

95 智能化公路路网综合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6 中云智慧场站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7 中云智慧客流监测分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8 中云智慧微小气候和空气质量在线监测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99 中云智慧在线查验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100 资源管理移动服务系统[简称：移动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1 资源监测业务管理系统[简称：监测业务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2 航天课程虚拟现实教学辅助软件[简称：虚拟现实辅助软件]V1.4 教育软件 

103 领航未来数字校园学习平台[简称：数字校园学习平台]V3.0 教育软件 

104 赛事发布管理系统 V1.88 教育软件 

105 中科企业经营综合实训云系统[简称：企业经营云系统]V3.0 教育软件 

106 子扬智能教学交互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07 SOP模式的分布式作业批处理平台 V1.0 控制软件 

108 ZGHK BASIC 基础版控制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09 

八九档案数字化 PDF 水印添加控制管理系统软件[简称：八九档案数字化 PDF水印

添加控制管理系统]V5.0 控制软件 

110 塔湾电器集中控制系统软件[简称：塔湾电控软件]V1.0 控制软件 

111 遥测终端机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12 

八九档案数字化数据批量挂接管理系统软件[简称：八九档案数字化数据批量挂接

管理系统]V5.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3 北明智通大数据采集系统[简称：ZT.BDC]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4 北明智通语义魔方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5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控制教学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6 线路入侵智能追踪侦测一体机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7 

一种智能复合计轮器数据采集及预处理软件【简称：智能复合计轮器采集及预处理

软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8 智能生命体征监测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9 ONAIR-API网关系统[简称:ONAIR-API 网关]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0 能源管理系统 V1.0.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1 仁聚汇通供应链金融平台【简称：供应链金融平台】V2.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2 智会智展会展综合服务平台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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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智会智展主办管理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4 智会智展主场管理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25 关护人群网格化服务信息系统 V1.0 通用软件 

126 特殊人群网格化服务信息系统 V1.0 通用软件 

127 CR-VQDS 视频质量诊断系统【简称：CR-VQDS】V1.0 图形图像软件 

128 八九档案数字化 OCR 识别系统软件[简称：八九档案数字化 OCR 识别系]V5.0 图形图像软件 

129 八九档案数字化加工流程管理系统[简称：八九档案数字化加工流程管理]V5.0 图形图像软件 

130 八九档案数字化图像处理系统软件[简称：档案数字化图像处理系统]V5.0 图形图像软件 

131 

八九档案数字化图像自动拼接管理系统软件[简称：八九档案数字化图像自动拼接

管理系统]V5.0 图形图像软件 

132 八九档案数字化消蓝去污系统软件[简称：八九档案数字化消蓝去污系统]V5.0 图形图像软件 

133 八九多层 PDF 制作系统软件[简称：多层制作系统]V5.0 图形图像软件 

134 历史档案修复系统 5.0 图形图像软件 

135 世纪旗云地下管廊结构设计软件[简称：世纪旗云管廊]V2018 图形图像软件 

136 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展示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37 Y-STR 建库智能家系排查系统【简称：排查精灵】V1.0 网络系统 

138 重明漏洞扫描系统【简称：安百 HI Four-Eye security scanner】V1.0 网络系统 

139 CR-MJVS 门禁视频监控系统【简称：CR-MJVS】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0 百川银企数据服务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1 电能服务管理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2 电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3 防火墙系统[简称：KFW]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4 基础建设健康监测大数据分析与预警平台[简称：YSMAC]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5 全程通估价平台[简称：全程通]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6 实时热搜榜系统[简称：热搜榜]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7 无线云监控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8 新浪新闻 iOS 客户端软件[简称：新浪新闻]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9 渔业技术远程服务管理系统【简称：渔业通】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0 云计算管理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1 资金管理系统 V4.0 网络应用软件 

152 WebOffice协同政务平台 V3.0 信息管理软件 

153 八九档案数字化质检管理系统软件[简称：档案数字化质检管理系统]V5.0 信息管理软件 

154 八九全文检索系统软件[简称：八九全文检索系统]V5.0 信息管理软件 

155 北明智通知识工程云平台[简称：Smart.KE]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6 财务管控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7 城建系统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8 法务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9 行云数聚公众受理平台软件 V5.0 信息管理软件 

160 厚载园区运营平台【简称：厚载】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1 基于大数据的数据归档系统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2 美络数字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3 农民补贴网络信息系统 V7.0 信息管理软件 

164 企业移动应用云平台 V4.0 信息管理软件 

165 勤务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6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软件【简称：eHR】V6.0 信息管理软件 

167 塔湾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软件[简称：塔湾人体损伤鉴定软件]V2.0 信息管理软件 

168 塔湾子弹测速仪管理软件[简称：塔湾子弹测速管理软件]V1.0 信息管理软件 

169 图文自动化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70 智能化库管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71 中烟追溯验真及营销推广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72 以经内容资源平台管理系统【简称：以经内容资源平台】V2.0 应用软件 

173 盗墓笔记 Q 游戏软件[简称：盗墓笔记 Q]1.0.0 游戏软件 

174 有爱互动 APP 应用《放置少女》游戏软件 [简称: 放置少女]V1.0 游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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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东方通 ETL 工具软件 [简称：TongETL]V2.2 中间件 

176 东方通变化数据捕获工具软件 [简称：TongCDC]V2.1 中间件 

177 东方通企业服务总线软件 [简称：TongESB]V5.2 中间件 

178 东方通数据交换平台管理中心软件[简称：TongDXP MC]V3.1 中间件 

179 东方通数据交换运行节点软件[简称：TongDXP_Node]V3.1 中间件 

180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 [简称：TongWeb]V6.1 中间件 

181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 [简称：TongWeb]V7.0 中间件 

182 

云洁智安企业（煤矿）风险预警与隐患管控信息系统[简称： 风险预警与隐患管控

信息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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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