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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取消“落实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

相关的软件检测机构认可”事项》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以及废止

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8 号）

（详见附件 1）“纳税人办理软件产品、动漫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

手续时，不需要提供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

具的检测证明材料”要求，我局取消“落实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相

关的软件检测机构认可”服务事项。 

详情链接： 

https://jxj.beijing.gov.cn/jxdt/tzgg/306688.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实施意见》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两业融合步伐不断加快，但也面临发展

不平衡、协同性不强、深度不够和政策环境、体制机制存在制约等

问题。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经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详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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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11/t20191115_1203505.html 

 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通州区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实施细则（2019 版）》 

为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明确 2019 年高精尖资金支持方向，现将

《通州区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2019

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详情链接： 

http://www.bjtzh.gov.cn/bjtz/xxfb/201911/1253527.shtml 

二、项目申报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北京市数据分级解决方案征

集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北京大数据行动计划工作方案》（京政办发

〔2018〕31 号）的要求，全面推进北京大数据行动计划，实现全市

数据统一分级管理，我局现组织开展北京市数据分级解决方案征集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详情链接： 

https://jxj.beijing.gov.cn/jxdt/tzgg/306465.htm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2020 年度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

范园区专利创业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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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建设，培育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根据《中关村国家知识

产权制度示范园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暂行）》

（京财文〔2010〕2418 号），现就申报 2020 年度中关村国家知

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专利创业专项资金事宜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12 月 13 日 

详情链接： 

http://www.zgcip.org.cn/ggtz/2115.jhtml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2020 年度示范园区专利战略专项资金

的通知》 

根据《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暂行）》（京财文〔2010〕2418 号，以下简称《办

法》），现就申报 2020 年度示范园区企业专利战略专项资金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19 年 11 月 11 日-12 月 13 日 

详情链接： 

http://www.zgcip.org.cn/ggtz/2114.jhtml 

三、活动抢先看 

（1）专利知识及快速预审业务培训会 

http://www.zgcip.org.cn/ggtz/211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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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9 年 12 月 6 日 

地  点：新中发电子市场 5 层 

（2）加计扣除政策解读培训 

时  间：2019 年 12 月 12 日 

（3）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宣讲 

时  间：2019 年 12 月中旬 

（4）企业所得税年终决算及税务抽换 

时  间：2019 年 12 月中旬 

（5）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研讨会暨北京工程师沙龙 

时  间：2019 年 12 月中旬 

（6）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实务培训 

时  间：2019 年 12 月下旬 

（7）人力实务培训：员工离职程序、法律文书送达及书写注意事项 

时  间：2019 年 12 月下旬 

四、行业动态 

2019 世界 5G 大会在京开幕 

    11 月 21 日，全球第一个以推动 5G 产业为主题的国际性大会——2019 世界 5G 大会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国务委员王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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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并致辞。 

  蔡奇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扩

大开放的重要论述，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分享科研成果，共同培育和开拓未来市场。作为新

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驱动，5G 技术创新发展将构筑起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各行各业深

刻变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北京科技人才资源密集，通信基础设施完善，在 5G

领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创新链、产业链，在 5G 标准推进、网络建设与应用创新等方面都处

于全国前列。我们将充分发挥在 5G领域的创新和产业优势，努力为世界 5G产业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蔡奇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将加大 5G 技术研发创新力度，组织产学研用等创新资源建

设共性技术平台，强化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整体提升 5G 技术水平。我们将加速构建

5G 产业新生态，积极培育 5G 产业链，大力推动 5G 与各行业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产业发展

智能化、信息化水平。积极推动 5G 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建设，提升 5G 网络覆盖，深化 5G

技术在重大活动、重大工程和重点领域的示范应用，带动 5G技术走进各个领域、千家万户。

我们将大力推动 5G 的开放合作，深化标准制定、技术研发、产业协同、数字治理等方面的

国际合作，鼓励国内外企业参与北京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发展，让世界共享技术、市场和发

展机会。 

开幕式上，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通过视频致辞，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战略

官阿克拉茹、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致辞。 

（首都之窗） 

 

京东三大 CEO 集体亮相：首次同台发布集团技术战略 

11 月 19日，2019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京开幕，京东数科 CEO陈生强、京东零售

CEO徐雷、京东物流 CEO王振辉三位“大佬”首次同台对外发布了京东集团技术战略，正式

标志京东将全面向技术转型。 

陈生强举了雄安新区数字城市的例子。提出京东整合了时空大数据引擎、模块化时空 AI

算法、联邦学习数字网关技术的京东智能城市操作系统，建设块数据平台，从数据汇聚、数

据储存、数据管理、AI服务支撑等方面帮助像雄安一样的城市，搭建起面向未来的“数字孪

生之城”。徐雷举了 C2M反向定制的例子。京东 C2M（用户直连制造）智能化反向定制平台

对超 10 亿消费行为数据、150 万外部舆情等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3 周即完成定制化开

发。目前京东在游戏本和家电品类中 C2M产品占比已达 40%，产品需求调研时间减少 75%，

新品上市周期缩短 67%。王振辉提到，继 5G智能物流园区在北京亚洲一号实现“零的突破”

后，京东物流的 5G布局已开启“裂变”模式，全国多个智能仓已覆盖 5G网络。目前，京东

物流已经具备了将物流技术对外输出的能力，技术服务将成为京东物流的核心能力之一。 

京东集团副总裁黎科峰在会上首次全面介绍了京东完整的技术布局与一体化开放路径。

目前京东已形成了以云计算底层基础架构技术和通用化大数据平台、AI、IoT、研发能效、

信息安全技术为依托，结合零售、物流、数字科技等不同场景的技术体系。横向看，京东业

务覆盖并深耕包括零售、物流、金融、保险、物产、云、健康等业务的众多领域并保持协同

发展；纵向看，京东技术也已经实现了 To B/To C、线上线下、实物虚拟、国内海外多场景

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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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 

五、企业风向 

【软件+服务】 

亚信科技与华为签署鲲鹏生态战略合作协议 

11 月 12日消息，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鲲鹏生态战略合

作协议。亚信科技自有软件系统将与华为 TaiShan服务器对接，打造基于华为 TaiShan服务

器系列产品的良好生态体系，共同建设鲲鹏生态。 

（新浪财经） 

 

阿里巴巴启动香港 IPO 计划 

11 月 13日，阿里巴巴向港交所提交初步招股文件，正式启动香港 IPO计划，计划通过

全球发售 5亿股普通股新股，并在港交所主板上市。阿里巴巴将成为港股历史上最大的 IPO

交易案，同时也将成为首个同时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纽约两地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新浪科技） 

 

沈向洋离职微软 

11 月 14 日，微软宣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将于 2020 年初正式离职。沈向洋是微软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关键人物，是微软级别最高的中国人，也是所有美国巨头公司中职位最高的中

国人。他的离职意味着，自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上任以来，微软执行副总裁级别

的高管已全部更换一轮。 

（网易财经） 

 

金山办公科创板上市 

11 月 18 日，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交易。开盘后，

市值超 600亿元。此次募资净额为 44.59亿元，主要投向 WPS Office办公软件研发升级、

办公领域人工智能基础研发中心建设、办公产品互联网云服务、办公软件国际化四个方向。 

（Tech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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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神州数码成为 IBM 中国首个 Cloud Paks 臻选合作伙伴 

11 月 5日，IBM中国首次正式面向中国地区发布 IBM Cloud Paks产品组合，神州数码

成为 IBM 中国第一家“Cloud Paks 臻选合作伙伴”，双方将致力于解决企业关键型应用上

云痛点，用开放的混合多云来承载关键业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新浪财经） 

 

易捷行云 EasyStack 完成中国电子 D 轮融资 

11 月 18日，易捷行云 EasyStack完成数亿元 D轮融资，中国电子战略投资。EasyStack

将以中国电子 PK体系（飞腾处理器 Phytium、麒麟操作系统 Kylin）为内核，构建中国的企

业级云基础架构 PKC 体系（飞腾处理器 Phytium、麒麟操作系统 Kylin，易捷行云云平台

EasyStack Cloud），标志着 EasyStack正式成为“云计算国家队”。 

（光明网） 

 

【大数据】 

华为宣布河图引擎开源 

11 月 19 日，在 2019 全球数据基础设施论坛上，华为表示其河图引擎开源，上线时间

为 2020 年 6月。华为将开源内核，开发者可以基于开源代码进行定制，包括数据源扩展、

SQL执行策略等，实现应用快速对接，提升开发效率。 

（中国经济周刊） 

 

【人工智能】 

百度飞桨全新发布四大产业应用开发套件 

11 月 5日消息，飞桨(PaddlePaddle)全新发布和重要升级 21个产品方向，包括面向产

业应用场景的四大端到端开发套件、融合数据和知识的预训练结合迁移学习的飞桨 Master

模式、端侧推理引擎 Paddle Lite 2.0、EasyDL专业版、前沿技术工具组件等，旨在加速产

业智能化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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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 

 

持续发力 AI 领域 搜狗刷新 ICDAR 2019 榜单三项新记录 

11 月 8 日消息，搜狗在 OCR 识别权威比赛 ICDAR 2019 挑战中，刷新了任意形状文字

识别（ArT）中检测、识别、端到端三项任务的新记录，充分体现了搜狗在文字识别领域的

领先优势。 

（网易新闻） 

 

Daniel Povey 将出任小米首席语音科学家 

11 月 18 日，小米董事长雷军宣布，国际语音识别和 AI 领域的天才教授、语音识别开

源工具 Kaldi之父 Daniel Povey将出任小米集团语音首席科学家，并在北京组建独立研发

团队。Kaldi是目前全球语音届最火的开源项目，几乎所有的语音团队都在使用 Kaldi 引擎

来开发智能解决方案。 

（央广网） 

 

【区块链】 

航天信息区块链平台通过可信区块链权威认证 

11 月 13 日消息，在 2019 可信区块链峰会上，航天信息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平台经过中

国信通院可信区块链计划全方位评测，通过了可信区块链功能测试和可信区块链性能测试。

此外，公司开发的“基于区块链的智慧货运物流系统”获评 2019可信区块链峰会潜力案例。 

（凤凰网财经） 

 

百度开源三项自主研发的区块链底层核心技术 

11 月 14日消息，百度官方发文称，在努力自主研发区块链底层核心技术，并在将这些

底层核心技术申请专利的基础上对外开源，供其他企业安全使用。目前链内并行专利技术、

可插拔共识机制专利技术、一体化智能合约专利技术等已经面向全球开发者开源。 

（新浪财经） 

 

嘉楠科技登陆纳斯达克 成为全球区块链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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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日，嘉楠科技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全球区块链第一股。以算力来看，嘉楠

科技是全球第二大比特币矿机的设计者和制造商，是业内首家提供基于 Risc-V 架构的商用

边缘计算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司。因全球比特币价格波动，嘉楠科技 2018年总营收为 27.053

亿元，同比增长 106.8%；今年上半年总营收为 2.888 亿元，同比下降 85.2%。 

（新浪科技） 

 

六、观点视角 

世界 5G 大会上传递出这些重要信息 

11 月 21日，首届世界 5G大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由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主办。 

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表示，中国电信率先发布了 5G技术白皮书，提出了“三朵云”的

5G 架构。中国电信将推进云网深度融合，和中国联通一道推进共建共享，实现双方资源优

势互补。中国电信已经联合 200多家伙伴并成立了 5G 创新中心，与 40多家终端企业成立合

作联盟，继续推进全网通建设。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首次透露，通过联通电信的 5G共建共享，用户将可以享受到覆

盖范围翻倍、速率翻倍、带宽翻倍的 5G 网络服务，网络峰值速率可达 2.7Gbps，成为目前

全球最高的 5G速率。 

中国移动首席技术官李正茂介绍，2019年中国移动将在全国建设 5万个 5G基站，在 50

个城市正式商用。2020年中国移动将在全国 340个城市全面进行 5G商用，并将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的 5G网络。 

中国铁塔董事长佟吉禄表示，作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中国铁塔深化

资源共享，使得新建铁塔共享率从 14%提升到 80%，推动我国快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动宽

带网络。中国铁塔目前已建成 5G站址超 11万个，97%都是利用已有站址资源改造实现的，

有效支撑了 5G网络快速低成本规模商用。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提到，中国有条件把 5G做成全球最好。从通信设备到 5G终端，

中国的 5G 产业链相对完善，并面向全球产业持开放共赢的态度。他认为，全球正在共享中

国 5G发展带来的红利。徐直军预计中国 5G用户到 2020 年将超过 5亿。庞大的用户基数，

也在催生中国的 5G应用。目前，中国的 5G应用创新已经有了不少进展，比如在 VR/AR、云

电脑等领域，同时也给 OTT 行业带来了发展。 

小米董事长雷军认为，下一代超级互联网的营造方式将是 5G+AI+IoT。5G的高带宽、低

时延特点可以提供给更多行业发展，促进行业的深度融合。小米即将发布首款 5G 双模手机

Redmi K30，明年将至少发布十款以上 5G手机。他表示，小米的智慧工厂即将在 12月底投

产，位于亦创国际会展中心附近，主要负责研发、制造小米的旗舰手机。小米的智慧工厂主

要应用机器人、大数据等新技术，每分钟可以生产 60 台手机，较传统工厂效率将提升 60%。 

（北京日报、智东西） 

七、协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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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随经信局赴“通武廊”天津武清区域和北三县区域开展产

业调研和对接交流活动 

11 月 1 日、11 月 4 日,北京软协随经信局赴“通武廊”天津武清区域和北三县区域开

展产业调研和对接交流活动，由经信局领导陈志峰同志带队，通州区经信局、北京电子电器

协会、北京电子商会、北京酿酒协会和联东集团、安尼梅森、数字认证、金科地产等企业一

同前往。天津市工信局总经济师周胜昔、武清区副区长刘东海、廊坊市工信局长冯学东以及

北三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陪同调研。 

    

 协会首次亮相 2019 北京公益慈善汇展 

11 月 7-9 日，“2019 北京公益慈善汇展”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拉开序幕。协会作为北京

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受组织方邀请参加此次汇展活动。通过展览展示的方

式，向公众充分展示协会党建工作、品牌活动、区域合作、产业扶贫、纠纷调解、行业自律

等方面内容，并获得主办方感谢支持的授牌。本次“汇展”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

政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共同主办。 

   

北京市生产制造业行业协会第二联合党委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 

11 月 8 日，北京市生产制造业行业协会第二联合党委各协会成员汇聚一堂，集中学习

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应用趋势，了解技术前沿，探讨区块链技术在各行业应用。来自联合党委

所属协会的二十余位党员及社团办综合党委主题教育活动督导组宋学懂处长参加了集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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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并邀请在区块链产业有多年研究经验的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给大家讲解辅导。 

   

 

北京市生产制造业行业协会第二联合党委连续走访五家行业协

会 

11 月前两周，中共北京市生产制造业行业协会第二联合党委委员连续走访座谈了北京

机电行业协会、北京商用密码行业协会、北京通信信息协会、北京铸锻行业协会及北京锁业

协会等五家协会，了解协会的业务、党建、扶贫等工作开展情况。集中的走访把联合党委的

工作要求传达到了协会，联合党委委员通过走访也学习了很多行业知识，了解各协会丰富多

彩的创新做法，对做好党委工作充满信心。 

    

“面向产业未来，培养卓越人才” ——北京工程师系列沙龙第

一期成功举办 

11 月 13 日， 由北京市科技咨询中心主办，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承办的“卓越

工程师”软件人才培养研讨会顺利举办。来自于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软件所的高校科研院

所代表、来自中软国际、联动优势、新道科技、神州泰岳等企业代表共计十余位专家集聚一

堂，为“卓越工程师”软件人才培养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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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传递希望，携手点亮梦想”——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协会情牵平泉捐赠活动 

 

11 月 13日下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携手平泉团市委在南岭中心小学举行“爱

心传递希望，携手点亮梦想”——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协会情牵平泉捐赠活动，协会为平泉

市 3 所学校捐赠了价值 5 万元的 100 套学生桌椅和 3 个探究实验室的机器人组装模具。平

泉市教育党工委副书记商玉清、平泉团市委副书记王京、协会工作组成员、各学区中心校相

关领导以及受助学校代表出席了本次捐赠仪式。 

    

协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 

 

11 月 20日，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简称“北京软协”）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在新世纪日航饭店召开，会议由北京软协会长刘淮松主持，龙飞秘书长做了题为

“数字协会 裂变服务”主题工作汇报及财务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经信局、中关村管委会

等管理和监督单位参会，350 多家会员企业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发布了 2019 北京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报告和 2019北京市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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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实务系列之离职法律风险管理及补偿支付策略培训会 

11 月 22日，人力实务系列培训第七期“离职法律风险管理及补偿支付策略培训会”在

尚科办公社区举办。本次培训由北京科技咨询中心、北京工程师学会筹备组主办，北京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尚科办公社区联合承办，来自会员企业

的人力管理人员、法务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共 52人参加了培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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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家，以下是

11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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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迅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其他 其他 

2 
北京安博创赢教育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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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创谷（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 

4 
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

工业互联网,

其他 

其他 

5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大数据,其他 其他 

6 先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位置导航,人

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 

物流业 

7 
北京凯丰源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理事单位 

物联网,节能

环保,其他 
环保 

8 百茂（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人

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智

能制造,互联

网 

环保 

9 
北京金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移

动互联网,网

络安全,云计

算,大数据,开

源及基础软

件,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10 
北京科东电力控制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大数

据,能源电力,

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 

11 北京佳珺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

网络安全,物

联网,工业互

联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 

12 
北京汇通国力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 电子信息 

13 
北京利物融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金融业 

14 北京基线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互

联网 

金融业,医疗与健

康,电子信息,其他 

15 北京精琢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大

数据 
电子信息,其他 

16 北京丝路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其他 

17 北京华雨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视听产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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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亿居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

数据,互联网 
房地产业 

19 
北京麻袋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20 
中思博安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

数据,智慧医

疗,可信计算,

能源互联网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 

21 北京众联永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大

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22 北京聆世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

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智

能交通,大数

据,服务外包,

军民融合装备 

其他 

23 北京喜乐付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金融业 

24 建信住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

网 
房地产业 

25 
移动微世界（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

据 

电子商务 

26 北京小悟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

据 
金融业,电子信息 

27 
北京维卓致远医疗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云计

算,智慧医疗,

电子商务,开

源及基础软件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 

28 虹邑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智慧

医疗 
电子信息 

29 北京路盟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30 北京北斗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机械工业,发电与输

变电设备 

31 
北京奥德塔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32 
北京智农天地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物

联网,大数据,

电子商务,互

联网,数字媒

体,动漫游戏,

其他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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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京大瑞集思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

互联网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 

34 
北京华欣中为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位置导航,人

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互

联网 

电子信息 

35 北京元速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智

能交通 
电子信息 

36 北京弘佳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37 北京科创安铨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大数

据 

电子信息 

38 
北京智科云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智能

制造 

汽车制造,物流业,

机械工业 

39 
爱赛因斯（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

件 
电子信息 

40 
北京凯思昊鹏软件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

工智能,物联

网,智慧医疗,

军民融合装

备,可信计算,

工业互联网,

开源及基础软

件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其他 

41 北京君盾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军民融合装

备,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 

42 北京普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电子商务 

43 
七月拾谷（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商务 

44 
博诚致远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服务外包,工

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互联

网 

汽车制造,机械工业 

45 北京致信恒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

动互联网,网

络安全,能源

电力,工业互

联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机械工

业,发电与输变电设

备 

46 北京中慧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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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北京青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视听产业 

电子信息 

48 
北京思维实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互联

网,互联网教

育 

电子信息 

49 北京宏宇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工业

互联网,互联

网 

电子信息,机械工业 

50 航天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云

计算,物联网,

智能交通,大

数据,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

造,能源互联

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 

51 
北京爱文新在线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电子商务 

52 
四维创智（北京）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网

络安全,物联

网,智能交通,

能源电力,能

源互联网 

新能源,金融业,汽

车制造,电子信息 

53 北京舜土规划顾问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54 
神州网安（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互联

网,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55 北京致控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开源

及基础软件 

金融业,电子信息 

56 北京大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57 北京金谷远见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大

数据 
电子信息 

58 高德中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电子信息 

59 北京丞朵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旅游业 

60 
北京赛柯睿信息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61 
北京吉威数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军民融合装

备,空间信息,

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62 
北京吉威时代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

数据,空间信

息,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http://adminht.bsia.org.cn/company/viewcompanyinfo?cid=chakan&id=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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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北京恒信源教育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其他 

64 
北京锐创有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其他 

65 北京洛星智数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66 
中港大公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67 北京清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其他 

68 智莲（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金融业 

69 
达瓦未来（北京）影像科技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70 北京创想天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大数

据 

电子信息 

71 北京因特睿软件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

据 
电子信息 

72 
北京创客时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金融业,电子信息,

电子商务 

73 北京中科达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大

数据 

环保,电子信息,其

他 

74 北京天耀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云

计算,大数据,

空间信息,互

联网,其他 

电子信息 

75 北京佳瑞洋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76 
帮帮客（北京）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77 
北京新能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78 北京知企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 

79 北京华毅软件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

据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 

80 
龙铁纵横（北京）轨道交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交通,智

能制造 
机械工业 

81 
华腾数云（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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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83 
惠每华康健康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医疗与健康 

84 
北京天合育成科技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85 北京跬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能

源互联网 
新能源 

86 
北京明博信安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网络安全,云

计算,大数据,

服务外包,工

业互联网,其

他 

电子信息,机械工

业,其他 

87 
立科宇达（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88 
北京信安通靶场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军民融合装备 电子信息 

89 北京晨淼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位置导航,智

能制造,其他 

电子信息,机械工

业,发电与输变电设

备,其他 

90 北京图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91 北京华科众合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

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智

能交通,大数

据 

电子信息 

92 
北京景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节能环保 环保 

93 小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94 
北京新氧万维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

据,互联网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其他 

95 
宏远智控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

工智能,视听

产业 电子信息 

96 
中国健康传媒集团天创科技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97 
十一号（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智

能交通 
电子信息 

98 北京远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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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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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看。 

九、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1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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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家软件企业和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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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曙光易通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网鼎明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北京金风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北京华赛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北京鸿源码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北京星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和舆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志成信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北京汇通国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 北京华安云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图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 北京迅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北京卓远医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北京众联永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北京利物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建信住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龙源创新数字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北京易汇众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1 北京水果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北京和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中智软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乾元大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致得科创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中水环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中仪普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华欣中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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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北京市振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维卓致远医疗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云派互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北京元速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北京亿居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北京悦维联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北京时信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亿兆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国泰银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8 北京智锐新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北京天鸿同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北京吉大正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优数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北京众成天极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新娱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多来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中交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北京清博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北京弘佳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中慧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众城比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北京万博思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安博创赢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思维实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盛华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联合佳龙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普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永安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神州网安（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致控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首码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北京易莱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7 渤海国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正道缘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轻图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中科达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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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七月拾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高德中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北京睿信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达瓦未来（北京）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北京因特睿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信智慧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北京恒信启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北京奥科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9 北京金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北京菁华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宏宇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北京华毅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智莲（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北京鼎合思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北京世纪瑞尔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北京钛氪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北京奥德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北京欢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东澳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北京天合育成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跬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思源云教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普华和诚（北京）信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北京知企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北京天演融智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大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世纪九州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开心网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洛星智数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华科众合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巴别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锐创有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十一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爱朗格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和诚永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立科宇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北京信安通靶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国信利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北京智慧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2 北京新海联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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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北京恒信源教育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4 北京国电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5 北京泰德渥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6 北京水建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7 贝壳找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8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9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0 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1 北京九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2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3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4 青花瓷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5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6 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7 北京中强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8 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9 神州网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0 北京迪生数字娱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1 中远海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2 北京和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3 北京科曼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4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5 宝利信通（北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6 北京航天拓扑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7 北京易掌云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8 长源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9 鼎蓝水务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0 海芯华夏（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1 北京西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2 北京益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3 北京中科智加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4 北京慧云联动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5 北京友创佳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6 北京源清慧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7 微景天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8 北京美信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9 北京百朗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0 鲁班（北京）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1 北京精琢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2 华腾数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3 北京德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4 北京君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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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北京鑫博腾飞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6 北京极欧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7 北京东港瑞宏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8 北京泰立众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9 北京卓因达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0 俊泰行（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1 北京创客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2 北京良安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3 金网络(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4 北京尚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5 中咨数据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6 北京燕软京创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7 北京北斗银河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8 北京云途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9 北京喜乐付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0 北京务新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1 百茂（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2 智能创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3 京源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4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75 北京执远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76 北京路盟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77 北京金谷远见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78 北京星汉博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79 惠每华康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80 北京前景无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181 北京燕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182 特瓦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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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uses 藏品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 ETC 收费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 

LoRaWAN 无线网关管理系统[简称：Lora 网关管理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 Netshare 共享文件采集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 Turbo 工单流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 财务票据管理系统[简称：BGHIZFI02]V1.0 行业管理软件 

7 仓储管理系统[简称：W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8 产品全过程质量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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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车辆特性行为分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 成本管理分析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 丞朵酒店运营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 创客时全流量大数据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3 促乐宝 Android 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4 大数据存储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5 房地产企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6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17 钢轧生产制造执行系统[简称：BHGIGZMES]V1.0 行业管理软件 

18 工程进度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9 

工业数据动态曲线的配置与显示系统[简称：

BHGIDB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20 工业数据算法系统[简称：BHGIIDAS]V1.0 行业管理软件 

21 工业数据追踪与匹配系统[简称：BHGIDCDS]V1.0 行业管理软件 

22 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3 公路资产分类及 GIS 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4 

供应链大数据分析基础平台[简称：大数据分析基础平

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供应链大数据分析决策系统[简称：大数据分析决策平

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26 关联人特性分析系统[简称：行人特征分析]V1.0 行业管理软件 

27 国研智慧城市应用支撑平台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8 华腾数据库系统[简称：Huatengbase]V7.3 行业管理软件 

29 

环境质量在线监测预警、溯源、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撑

系统[简称：环境质量监测分析及决策支持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30 会员 CRM 管理系统【简称：会员 CRM 管理】V1.0.0 行业管理软件 

31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安全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综合管理平台 V5.0 行业管理软件 

33 

几何流量数据管理系统 [ 简称：几何流量管理系

统 ]V1.1 行业管理软件 

34 嘉和闭环追踪标准版系统[简称：OCL]V3.0 行业管理软件 

35 嘉和大数据临床科研平台[简称：BCRP]V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嘉和电生理信息管理系统标准版[简称：电生理信息系

统]V3.0 行业管理软件 

37 嘉和电子病历系统【简称：Goodwill EMR】V6.1 行业管理软件 

38 嘉和口腔专科电子病历系统【简称：SEMR】V1.0 行业管理软件 

39 

嘉和临床辅助决策支持旗舰版系统【简称：

JHVUCDSS】V1.0 行业管理软件 

40 嘉和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简称：JHCDSS】V1.0 行业管理软件 

41 

嘉和临床辅助决策支持智擎版系统【简称：

JHINTCDSS】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嘉和临床监控提醒系统[简称：CMR]V3.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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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嘉和全病历高级检索系统[简称：EMR-AS]V3.0 行业管理软件 

44 

嘉和医院等级评审指标分析平台服务版系统【简称：

嘉和医院等级评审服务版系统】V2.0 行业管理软件 

45 嘉和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简称：JHIP]V5.0 行业管理软件 

46 嘉和医院移动运营决策支持系统[简称：HAPP]V1.5 行业管理软件 

47 嘉和移动护理系统【简称：移动护理】V6.0 行业管理软件 

48 

嘉和智能化病历内涵质控平台【简称：JHAIMRQS】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9 

嘉和智能化病历内涵质控智擎版平台【简称：

JHAIMRQZNS】V1.0 行业管理软件 

50 嘉和智睿急诊标准版系统[简称：WEIS]V1.0 行业管理软件 

51 监控应用快速开发平台[简称：快速开发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52 经侦大数据决策辅助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3 久其费控&财务共享服务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54 久其数据中台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5 久其网上报销系统[简称：费控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6 久其新一代报表管理平台 V5.0 行业管理软件 

57 空间管理项目研究软件【简称：空间管理】V1.0 行业管理软件 

58 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9 离线智能质检系统【智能质检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60 流量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软件 V3.0 行业管理软件 

61 能源成本管理平台[简称：能源管理]V1.1 行业管理软件 

62 

农业批发市场数据分析及可视化系统[简称：数据分析

及可视化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63 企业业务流程管理系统软件[简称：HXQH-BPM]V1.0 行业管理软件 

64 清流地下水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5 清流水环境监测预警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6 清流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7 清流水务数据质量保障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8 

融通之股权投资管理系统[简称：股权投资管理系

统]V4.0 行业管理软件 

69 

锐创有成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平台【简称：Ricp】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0 

圣图野生动植物 AI 智能识别管理系统[简称：圣图 AI 

FACE]V1.0 行业管理软件 

71 数据服务软件 V2.0 行业管理软件 

72 水文抗旱业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3 水资源信息服务系统[简称：信息服务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74 特瓦特智能充电设备监控管理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75 铁前生产制造执行系统[简称：BHGIGTMES]V1.0 行业管理软件 

76 通断时间面积法调试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7 同城配送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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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系统 1.0 行业管理软件 

79 微服务的全品类企业智能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0 

物联网数据采集终端系统（MCU）[简称：数采终端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81 物联网无线终端系统[简称：LoRaWAN 终端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82 系统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3 线损小工具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4 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5 信息发布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6 

营销信息系统“基于互联网的业扩报装”等改造设计

方案系统[简称：基于互联网的线上业扩报装]V1.0 行业管理软件 

87 运输系统管理系统（TMS）[简称：TMS 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88 运政宝商户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9 

智能建设及数据处理平台（iOS 版）【简称：建设及

数据处理】V1.3 行业管理软件 

90 智能就业管理平台【简称：智能就业】V2.0 行业管理软件 

91 智能语音外呼系统【简称：智能外呼】V1.0 行业管理软件 

92 中小河流预警预报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3 住房保障管理综合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4 

卓远医友门诊慢（特）病监控系统软件[简称：门诊慢

（特）病监控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95 综合视频分析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6 综合网管系统平台软件[简称：综合网管]V3.0 行业管理软件 

97 

100%全幅可变信息在线检测系统【简称：可变信息检

测系统】V2.1 信息管理软件 

98 CIMISS 数据本地化采集处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9 

DRGs+智能医疗服务绩效评价平台[简称：DRGs  

Plus]V6.0 信息管理软件 

100 kLaw 法律信息库系统[简称：kLaw]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1 POS 收单自动化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2 不动产登记微信公众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3 城管通 App 软件【简称：城管通】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4 代表三联工作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5 高能数据分析处理工具[简称：ADAPT]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6 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简称：公务员管理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7 行政阅文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8 航天云排产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9 航天云网 APP 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0 

恒信启华一 WEB 开发平台系统软件[简称：HXQH-

WEBFW]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1 恒信启华-移动平台系统软件[简称：HXQH-GZGL]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2 监控易管理平台[简称：监控易]6.0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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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检验检测信息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4 金风区域医学影像平台[简称：区域影像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5 科技奖项在线申报审批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6 联网数据汇聚交换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7 炼油行业生产运行管理系统[简称：IMES]2.0 信息管理软件 

118 票据通用管控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9 企通查企业大数据风控平台[简称：QTC]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0 企业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简称：营销管理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1 全国地质灾害综合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2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简称：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3 水文水资源数据统一接收平台应用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4 天合易科技转化平台[简称：天合易 APP]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5 网安防火墙系统[简称：WACN FW]V2.0 信息管理软件 

126 

亦维 EVO-BVS 业务影响分析系统【简称：EVO-BVS】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7 

亦维 EVO-CDE 配置采集发现引擎系统【简称：EVO-

CDE】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8 亦维 EVO-CPM 云门户管理系统【简称：EVO-CPM】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9 舆情监测分析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0 政府机关综合服务平台【简称：综合服务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1 政工信息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2 政协提案服务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3 

执业药师注册网上申报系统【简称：执业药师注册】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4 智慧城市管理平台【简称：智慧城市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5 智能社区管理信息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6 

中亦科技 EVO-BPM 业务流程管理系统【简称：EVO-

BPM】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7 

中亦科技 EVO-Collect 信息自动采集系统【简称：

EVO-Collect】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8 

“蓝 PI 蚂蚁”气象数据可视化展示系统[简称：蓝 PI

蚂蚁]V1.0 网络应用软件 

139 ITC 不停车收费 APP 软件[简称：ITC 不停车收费]1.0 网络应用软件 

140 车务通综合监控管理调度系统 1.0.28.0 网络应用软件 

141 

恶意软件深度分析系统[简称：恶意软件分析系

统]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2 

和缓视频医生 for iPhone 平台客户端软件【简称：视

频医生】V1.1.4 网络应用软件 

143 恒信启华资产运维管理平台[简称：HXQH-AOM]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4 

环信即时通讯云服务平台[简称：环信即时通讯

云]V2.0 网络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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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交通资讯链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6 科创星图威胁情报管理平台软件 V2.0 网络应用软件 

147 清洁取暖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48 物联网接入应用平台系统[简称：物接入]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49 药兜网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0 质量检测 App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1 

中铁工程项目物资管理系统[简称：项目物资管理系

统]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2 中铁网上商城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3 君风智能协作平台 V3.0 办公软件 

154 思维实创信息发布平台[简称：信息发布平台]V1.0 办公软件 

155 亦维流程引擎管理系统【简称：流程引擎】V1.0 办公软件 

156 致远 A6+协同管理软件［简称：A6+］V7.0 办公软件 

157 致远 A6+政务协同管理软件［简称：A6+］V7.1 办公软件 

158 致远 A8+协同管理软件［简称：A8+］V7.0 办公软件 

159 致远 A8+协同管理软件［简称：A8+］V7.1 办公软件 

160 致远 CAP 应用定制平台［简称：CAP］V4.1 办公软件 

161 致远 G6 政务协同管理软件［简称：G6］V7.1 办公软件 

162 致远 G6 政务协同管理软件【简称:G6】V6.1 办公软件 

163 

致远 M1 移动协同管理软件（Android 版）［简称：M1 

Android 版］V6.1.0 办公软件 

164 

致远 M1 移动协同管理软件（IOS 版）［简称：M1 IOS

版］V6.1.0 办公软件 

165 致远 M3 协同管理软件［简称：M3］V2.0 办公软件 

166 致远 M3 协同管理软件［简称：M3］V3.0 办公软件 

167 致远政务党建解决方案［简称：智慧党建］V1.0 办公软件 

168 致远智能办公助手软件［简称：小致］V2.1 办公软件 

169 智慧日程管理系统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70 智能云端环境控制系统【简称：环境控制】V1.0 办公软件 

171 智能终端登录系统【简称：终端登录】V1.0 办公软件 

172 BDS2000 低压工业电气监控系统软件 V1.2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3 MOCO 跨平台控制系统【简称：平台控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4 SmartControl 显控一体化平台软件[简称：SCS]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5 电子脚铐综合管理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6 键控虚拟演播系统【简称：虚拟演播】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7 教育点播系统【简称：教育点播平台】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8 精英智通科目二模拟考试系统 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79 精英智通科目三模拟考试系统 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80 无标记点实时拍摄预演系统【简称：预演系统】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81 Greenplum MPP 数据库软件[简称：GPDB]V5.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2 二维码数字书刊借阅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3 恒信启华企业设备管理系统软件[简称：HXQH-EM]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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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颉一昆仑系统[简称：颉一昆仑]V7.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5 

上下文多模数据库系统[简称： Contextpool-

NEXDB]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6 数据库备份软件 V2.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7 众盟值投广告媒体及管理平台[简称：众盟值投]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8 工程质量总控管理信息化平台[简称:QCMIP]V1.0 控制软件 

189 基于 VR 的虚拟工厂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90 

领示科技 AutoQUEST 工业超声三维成像及缺陷定量系

统 V1.0 控制软件 

191 

远程监控智能柜的方法及系统[简称：智能柜监

控]V1.0 控制软件 

192 

致控远 Zelite-DCIM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简

称：Zelite-DCIM]V1.0 控制软件 

193 智能柜控制分配系统【简称：智能柜控制】V1.0 控制软件 

194 智能云端呈现系统【简称：云端呈现】V1.0 控制软件 

195 紫外线消毒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96 综合视频监控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97 CCTR-E 题库管理系统【简称：CCTR-E 题库管理】1.0 教育软件 

198 

博学近思志愿导师高考志愿填报系统软件[简称：志愿

导师]V1.0 教育软件 

199 

电子班牌云端管理系统[简称：电子班牌云端系

统]V1.0.0 教育软件 

200 教学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201 

锐点汽车营销策划智慧平台【简称：汽车营销策划智

慧平台】V1.0.0 教育软件 

202 校本文化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203 校园安全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204 校园文化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205 新高考选科系统 V1.0 教育软件 

206 智慧校园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207 

中科 AboutLib 读者入馆及终身教育系统[简称：中科

AboutLib 图书馆教育数据库]V5.0 教育软件 

208 DVWA VR 多人虚拟现实同步操作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09 

JRY UV S 系列数码可变喷印系统【简称：JRY 喷墨系

统】V3.4.0.1 图形图像软件 

210 

PKPM-2010 新规范版建筑工程设计 CAD 系统【简称：

PKPM-2010】V5.1 图形图像软件 

211 多警种影像情景互动战术训练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12 三维医学影像工作站软件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13 

君盾装备警务执法交互训练程序[简称：警务执法交互

训练程序]V1.0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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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龙芯 Loongnix 操作系统[简称：Loongnix 

os]V20190630 操作系统 

215 数据资产管理平台 V1.0 操作系统 

216 亚太医信息咨询管理系统 V2.0 操作系统 

217 智能搜索引擎优化管理系统 V2.0 操作系统 

218 资金管控平台[简称：资金平台]V1.0 操作系统 

219 自考项目管理系统 V1.0 操作系统 

220 3H 管理系统 V1.0 工具软件 

221 

北京智芯微电子农排费控终端安全芯片应用开发嵌入

式测试工具软件[简称：农排费控终端安全芯片应用嵌

入式测试工具软件]V1.0 工具软件 

222 

创想协作应用开发平台软件[简称：创想协作开发软

件]V2.0 工具软件 

223 基于云技术的云存储系统 V1.0 工具软件 

224 全热线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系统 V1.0 工具软件 

225 

赛柯睿猎影手机数据恢复与取证软件［简称：手机数

据恢复与取证软件］V1.0 工具软件 

226 水利移动开发平台软件 V1.0 工具软件 

227 ZSmarter-移动设备管理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28 身份认证网关系统[简称：身份认证网关]V3.0.1 安全与保密软件 

229 众联永信网络安全平台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30 综合通讯加密管理调度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31 

三维可视化房产管理系统 [简称：可视化房产管

理]V1.0 GIS 软件 

232 

三维可视化专题地图系统 [简称：可视化专题地

图]V1.0 GIS 软件 

233 移动端微地图系统 [简称：移动端微地图]V1.0 GIS 软件 

234 军人心理数据管理平台 V1.0 模式识别软件 

235 军人心理智能检测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件 

236 军人异常心理监测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件 

237 

聆世声学成像算法软件[简称：声学成像算法软

件]V1.0 模式识别软件 

238 

Art of War : Last Day 战争的艺术: 审判日游戏软

件[简称：AOW]V 1.34.1 游戏软件 

239 

巴别时代放开那三国 2 软件【简称:放开那三国 2】

V2.0 游戏软件 

240 保卫星球游戏软件[简称：保卫星球]V1.0 游戏软件 

241 大希室内外一体化三维导航平台 V1.0 程序设计语言 

242 宜来医院综合运营管理系统[简称：HRP]V2.0 程序设计语言 

243 

云沃客（clouderwork）企业版 WEB 端[简称：企业版

WEB 端]V1.0 网络通信软件 

244 中小企业短信平台 V1.3 网络通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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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合理用药监控系统 V3.0 医疗行业软件 

246 患者出院用药指导系统 V1.0 医疗行业软件 

247 数据共享交换软件 V1.0 中间件 

248 燕云 DaaS API 运行中间件平台 V2.0 中间件 

249 三维校园微地图系统 [简称：校园微地图]V1.0 3D GIS 软件 

250 万博 DataVis 软件 V2.0 BI 

251 机器人教学系统 V1.0 行业应用软件 

252 惠每健康小程序系统[简称：惠每健康]V3.4 健康（咨询）服务软件 

253 铁路防灾综合监控系统 V3.1 交通应用软件 

254 CHUNTAI 镜头控制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55 视频图像解析系统[简称:图像解析]V1.0 视频管理软件 

256 荣之联-南科院水循环模拟平台 V1.0 水文模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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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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