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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 

为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转

变文化发展方式，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更好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科

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

视总局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

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详情链接：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7/content_5424912.htm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 

《通知》明确，到 2020 年底，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

立。制度机制方面，建立监督检查、信息共享和通报、应急处置等

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构建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制，制定设备、

平台、数据等至少 20 项亟需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探索构建工业

互联网安全评估体系。技术手段方面，初步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安

全技术保障平台、基础资源库和安全测试验证环境。产业发展方

面，在汽车、电子信息、航空航天、能源等重点领域，形成至少 20

个创新实用的安全产品、解决方案的试点示范，培育若干具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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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企业。到 2025 年，制度机制健全完善，技

术手段能力显著提升，安全产业形成规模，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备可

靠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详情链接：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8/content_5425389.htm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促进人才创新创业发展支持办法 

《支持办法》是海淀区对已执行 6 年的“海英计划”进行修订

升级。围绕北京市十大“高精尖”产业领域和海淀区优势发展，支

持创新创业人才（海英人才）及人才引进与培育两大方向。“海英

人才”分为全球顶尖人才、创新领军人才、创业领军人才、科技服

务领军人才、青年英才等 5 类；人才引进与培育包括海内外引才平

台、“双站”平台、重点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等 3 类平台及“海英之

星”奖学金项目。全球顶尖人才（团队）落地海淀，将一事一议给

予支持；创新领军人才、创业领军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青年英才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海英人才”配套创新培育、创

业扶持等支撑性、便利化服务，外籍入选人才还可享受出入境、居

留、工作许可等便利服务；全球顶尖人才和创业领军人才可在一定

时间内推荐数名团队骨干人才享受相关配套服务。海内外引才平台

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50

万的补贴。“双站”平台方面，根据取得的绩效给予最高 300 万元

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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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链接：http://zyk.bjhd.gov.cn/zwdt/hdyw/201908/t20190829_4344584.shtml 

二、项目申报 

 中关村管委会：关于开展 2019 年中关村科技服务平台（知识产

权、标准化及检测认证服务类）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优化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创业生态，支持科技服务新

模式、新业态发展，根据《中关村科技服务平台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中科园发〔2019〕31 号），现组织开展 2019 年中

关村科技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标准化及检测认证服务类）申报

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19 年 8 月 27 日-2019 年 9 月 25 日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95643/index.html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北京市百千人才工程

资助工作的通知 

根据《北京市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管理办法》，现

就开展 2019 年度北京市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工作通知如下： 

报送时间：9 月 26 日-27 日  

 详情链接：    

https://policy.smebj.cn/cms/show.action?code=publish_4028806d5b8abeda015b8e2b

89ba0004&siteid=100000&newsid=23e85da03b854eaba9545e8749fc8553&channelid=

0000000003 

https://policy.smebj.cn/cms/show.action?code=publish_4028806d5b8abeda015b8e2b89ba0004&siteid=100000&newsid=23e85da03b854eaba9545e8749fc8553&channelid=0000000003
https://policy.smebj.cn/cms/show.action?code=publish_4028806d5b8abeda015b8e2b89ba0004&siteid=100000&newsid=23e85da03b854eaba9545e8749fc8553&channelid=0000000003
https://policy.smebj.cn/cms/show.action?code=publish_4028806d5b8abeda015b8e2b89ba0004&siteid=100000&newsid=23e85da03b854eaba9545e8749fc8553&channelid=0000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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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经信局：组织征集第三批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荐产

品（技术）的通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关于征集第三批全国

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荐产品（技术）的通知》（工运行函

〔2019〕565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开展第三批工

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荐产品（技术）征集申报工作。 

报送时间：9 月 30 日前 

详情链接：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300161.htm 

三、活动抢先看 

（1）小课堂七：测试之道 

时  间：2019 年 9 月 5 日 

地  点：北理工国防科技园一号楼 611 会议室 

（2）2019 金融业新一代数据中心发展论坛 

时  间：2019 年 9 月 6 日 

  地  点：河北怀来 

（3）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宣贯培训 

时  间：2019 年 9 月中旬 

（4）软件成本度量国家标准宣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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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9 年 9 月下旬 

（5）人力实务培训：年终奖发放常见争议问题及实务建议 

时  间：2019 年 9 月下旬 

四、企业风向 

【软件+服务】 

千方科技携阿里云高德推交管解决方案 

8 月 14 日消息，阿里云、千方科技、高德地图联合发布“千方阿

里云城市大脑·交管联合解决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预警指挥、交

通预测、交通诊断、交通仿真、信号优控、智能优化等新型管理方法

和管理手段改变传统交通管理。 

（智东西） 

 

百度研究院发布“北极星计划” 

8 月 22 日消息，近期，百度面向海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优

秀青年 AI 学者，发布“北极星计划”。他们将可以在百度研究院进

行两个月以上的全职访问，参与最前沿的 AI 项目，与全球顶尖 AI 科

学家携手挑战世界级的技术难题，或联合百度资深研究员在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参与国际化学术平台会议等。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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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推 5G 专属服务 

8 月 16 日，京东宣布成立京东 5G 生态联盟，并推出针对 5G 的

专属服务体系，助推 5G 生活的普及。服务体系包括零元信用购机、

以旧换新补贴、30 天无忧试用、京东 5G 体验官、积分膨胀得 5G E

卡、京东 5G 套餐办理。 

（中国新闻网） 

 

易华录发布“城市交通大脑 2.0” 

8 月 19 日消息，易华录发布“城市交通大脑 2.0”，借助大数据

分析，助力缓解“城市交通病”。在全息感知、预测预警、调度调控

三个方面，全方位构建八大场景化应用，实现城市交通运行态势的全

息感知、全局分析、智能处置、资源高效调配、运行效率提升。 

（凤凰网科技） 

 

【云计算】 

百度智能云与 Rancher Labs 达成战略合作 

8 月 21 日，百度智能云与容器管理软件提供商 Rancher Labs 宣布

达成官方战略合作，在 Rancher 开源版（v2.2.5 及以上版本）和企业版

中正式集成百度智能云集群驱动。用户可以调用百度智能云 API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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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基于百度智能云 CCE 服务上托管的 Kubernetes 集群。 

（36 氪） 

 

【人工智能】 

华为发最强 AI 处理器 Ascend 910 及全场景 AI 计算

框架 

8 月 23 日消息，华为发布业界算力最强的 AI 处理器 Ascend 910

（昇腾 910），同时推出全场景 AI 计算框架 MindSpore。昇腾 910、

MindSpore 的推出，标志着华为已完成全栈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

（Portfolio）的构建，也标志着华为 AI 战略的执行进入了新的阶段。 

（网易科技） 

 

旷视科技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8 月 25 日，旷视科技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香港主板上

市。这是中国第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在香港递表。旷视科技将采用同股

不同权（W 股），这也是继小米及美团后，或成为第三家在港上市的

W 股。 

旷视科技主要为客户提供全栈式解决方案，包括先进的算法、 软

件及人工智能赋能的物联网设备。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旷视科技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0.68 亿、3.13 亿、14.27 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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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 亿元，相应的净亏损分别为人民币 3.43 亿、7.58 亿、33.55 亿和

52.5 亿元。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分别持有 15.08%和 14.33%的股份，阿

里系合计持有 29.41%，是最大股东。 

（新浪财经） 

 

【国际化拓展】 

华为抢滩俄罗斯：今年将增设三个研发中心 

8 月 16 日消息，华为计划将俄罗斯研发中心的员工数量增加近 3

倍。到今年年底，计划招聘 500 名员工，在 5 年内延揽 1000 多位新

专家。到今年年底，华为还计划增设 3 个新的研发中心。俄罗斯将成

为继欧洲和北美之后，华为第三大海外研发中心集中地。 

（腾讯科技） 

五、观点视角 

2019 智博会业界大咖进行观点分享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 

    第一，产业竞争的主赛场正在由过去单打的 PK 逐渐变成双打比

赛。当信息化这个最大的变量开始融入到各行各业，由垂直纵深的各

个实体产业和横向延展的信息产业相结合，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新搭档，

可以说产业竞争已经演化为双打比赛。由此，产业互联网正是两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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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重要载体和突破口。 

第二，过去几十年中国产业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外延式拓展，

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出创新和潜力。腾讯的 WeCity

就是未来城市建设的构想，希望把数字政务、城市治理、城市决策和

产业互联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智慧解决方案。 

第三，攀登科技和产业的珠峰往往要以来科技共同体和全球产业

生态。正如 5G 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而是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需

要联合登山队来征服。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拥有全球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所需要的全部资源、技术和能力，产业割裂和技术脱钩将会

损害整个人类长远的利益。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 

李彦宏认为，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框架还有差距。为此，

他提出了人工智能扎实推进和落实的三个建议： 

第一，关注安全和效率。在无人驾驶领域把速度降下来，就是为

了保障安全；同时也要考虑成本，自动驾驶的传感器要能够降到比人

开车更加经济、更加划算。人工智能会唤醒万物，各种各样的 AI 芯

片要能够满足绿色节能的标准。 

第二，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自动驾驶领域，美国更多强调单

车智能，他们在道路测试上的规范或者说相关的法律更加灵活，但是

我们有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我们可以在路测增加很多设备来提升安

全和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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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充分利用开源和开放平台。尤其是开源平台在中国发展相

对比较晚一些，但是它的作用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开源并不表明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是我们自主的、可控的。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 CEO 雷军： 

雷军表示，今年年初，小米启动了手机和 AIoT 的双引擎战略，承

诺在未来五年时间里投入 100 亿人民币在 AIoT 领域。除了手机、笔

记本之外，小米连接的智能硬件总量已经达到 1.96 亿台，形成了全球

领先的消费类 AIoT 平台。 

    雷军表示，小米还用智能技术来赋能制造业。两年前他们组成了

小米产业基金，深入参与了制造业，在过去两年里我们投资了 12 家

智能制造和半导体芯片产业，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有 3 家在科创板上

市。 

小米在三年前就开始预演 5G 技术和 5G 手机，今年第一部 5G 手

机在欧洲发布，预计 9 月在国内发布小米的第二款 5G 手机。 

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马云： 

智能世界包括三要素：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互联网是生产

关系，云计算是生产力，大数据是生产资料。未来是互联网大数据以

及大计算这些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组成的。智能是改变世界

的工具，智慧是改变智能的思想，引领未来的不是智能，而是智能背

后人类的智慧。动物讲究本能，机器讲究智能，人类必须坚持自己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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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应该让人类的发展更加普惠、更加可持续、更加绿色，

未来十多年很多地方的发展是跨越式的，可能跨过 3G 直接进入 5G。

对于技术创新的话题，他觉得，中国的 BAT 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有几十家这样大的企业。 

（雷锋网）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业内大咖进行内容分享 

8 月 29 日，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马云、马化腾、

马斯克、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Tom Mitchell、微软沈

向洋等都进行了内容分享。 

一、“双马激辩” 

在特斯拉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马云进行的“双马对话”

中，两人聊到了火星移民、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威胁论、特斯拉中国

团队、AI 带来的失业问题等。其中，马斯克是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倡导

者，马云认为人们应该有更多的自信，AI 不是一个威胁。关于 AI 导

致的失业问题，马斯克认为人工智能会让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建议人

们去选择能和人互动的工作。马云表示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将会进一步

解放人类。 

二、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 

马化腾认为，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出现三大明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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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正在向人类社会不断靠近，从“专才”向“通才”发

展，人工+智能也在向自主智能转化。人工干预减少，机器智能对环

境自我学习的能力大大增强。当前的人工智能可以执行更加困难和复

杂的任务。 

2.AI 与各行各业融合发展，带来了 AI+的普惠型社会，智慧制造、

医疗、交通、零售等全方位的行业解决方案在全社会落地生根。 

3.AI 治理的紧迫性越来越强，需要探索人与 AI 的正确相处之道。

要强调“科技向善”，让 AI 可知、可用、可靠、可控。 

三、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亮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最新突破—

—超级麻将 AI Suphx。沈向洋说，不同于象棋 AI 和围棋 AI，麻将 AI

的难度更高，可以处理麻将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在对战中表现出类似

人类的直觉，就是努力与大局意识。同时，在微软研究院还有一个研

究项目，就是将虚拟的三维模型融合到重建真实的三维环境当中去，

这也是微软 Hololens AR 头显产生的来源。 

沈向洋表示，微软在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会遵守六大

人工智能准则：公平、可靠和安全、隐私和保障、包容、透明和责任。 

四、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Tom Mitchell 

Tom Mitchell 表示，当前 AI 正在加速世界的发展，机器感知领域、

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教育等领域都将迎来突破。尤其是自然语

言的处理能力，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在未来 12 个月将在所有语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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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然语言感知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

水平，研究人员已经训练了大量的文本给计算机，而且这些文本都在

网上。 

（智东西）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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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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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科汇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2 北京欧珀通信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

位 

移动互联网,网

络安全,人工智

能,物联网,互联

网 

电子信息 

3 北京阿拉丁未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互联网 其他 

4 北京智邦国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汽车制造,电子信

息,电子商务,机械

工业,发电与输变

电设备,其他 

5 北京清元优软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6 网视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视听产业  其他 

7 鲁班（北京）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

电子商务 

金融业,电子信息,

商业零售业,电子

商务,物流业 



 

16 
 

8 
华清永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

互联网,虚拟现

实,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智能交

通,大数据,智慧

医疗,能源电力,

服务外包,工业

互联网,空间信

息,能源互联网,

视听产业,电子

商务,互联网,数

字媒体,动漫游

戏,节能环保,互

联网教育 

新能源,金融业,医

疗与健康,环保,电

子信息,电子商务,

物流业,旅游业,会

展业,机械工业 

9 无锡华云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智能交通,

大数据,智慧医

疗,工业互联网,

互联网,开源及

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 

10 北京星航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 

11 北京信唐普华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旅游业 

12 中科北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虚拟

现实,位置导航,

人工智能,大数

据,服务外包,军

民融合装备,可

信计算,工业互

联网,空间信息,

开源及基础软件 

其他 

13 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 
环保 

14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其他 其他 

15 北京中安鼎辉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网络安全,大数

据,电子商务,互

联网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 

16 北京博雅信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可信计算,

互联网,其他 

电子商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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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中海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互

联网,其他 
其他 

18 北京溯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19 北京中海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20 北京鲁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21 乐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22 北京简联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 

23 天宇正清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

软件 

新能源,金融业,房

地产业,其他 

24 北京派克盛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能源电

力 
电子信息 

25 云和恩墨（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26 
中标慧谷软件技术创新研究院（北

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 
电子信息 

27 北京中科睿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军民融合装备,

空间信息 
电子信息 

28 北京印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人工

智能,云计算,服

务外包,互联网,

其他 

电子信息 

29 北京极道成然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30 亿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

互联网,虚拟现

实,位置导航,人

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智能交

通,大数据,智慧

医疗,能源电力,

服务外包,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

造,能源互联网,

电子商务,互联

网,生物科技,动

漫游戏,其他 

新能源,金融业,医

疗与健康,汽车制

造,商业零售业,电

子商务,物流业,房

地产业,制药与生

物技术,其他 

31 北京晋辉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服务外

包,智能制造 

医疗与健康,汽车

制造 

32 北京奇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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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网络

安全 
其他 

34 北京深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数

字媒体 

电子信息,其他 

35 北京天御云安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物联

网,军民融合装

备,可信计算 

电子信息 

36 北京杰智融软件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金融业 

37 北京书生摩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38 北京多普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电子信息 

39 北京霁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 

40 北京佳格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 电子信息 

41 谷尼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物联

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 

42 北京智娱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电子信息 

43 北京先见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 

环保,机械工业,制

药与生物技术,其

他 

44 中科视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45 北京诚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节能环保 电子信息 

46 极客邦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会展业 

47 北京百汇安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48 北京态极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智慧医疗,

互联网 

医疗与健康,电子

信息 

49 北京正通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物联

网,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其他 

50 北京智墙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51 北京大数医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52 北京恒远创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53 北京图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54 北京华盛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

智慧医疗,互联

网 

医疗与健康,电子

信息 

http://adminht.bsia.org.cn/company/viewcompanyinfo?cid=chakan&id=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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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京携云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智慧

医疗,生物科技 

医疗与健康,制药

与生物技术 

56 北京农信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57 北京数字科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开源及

基础软件 
其他 

58 启迪万众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网

络安全,物联网,

大数据,服务外

包,互联网 

电子信息 

59 北京筑工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60 北京新娱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61 北京中安卫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物

联网,军民融合

装备 

电子信息 

62 北京银企融合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金融业 

63 北京逸成汇远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服务外

包 
电子信息 

64 旅悦旅游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旅游业 

65 北京三角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智能制

造 
电子信息、其他 

66 北京联海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

据,服务外包,开

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67 北京一诺前景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数字媒

体,互联网教育 

医疗与健康,商业

零售业,物流业 

68 北京中新海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云计

算,大数据,视听

产业,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 

69 北京正和赢时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

互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 

电子信息 

70 
中消云（北京）物联网科技研究院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物联网 
其他 

71 北京诺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其他 

72 北京中科奥德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网络

安全,物联网,大

数据 

电子信息 

73 北京微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商务 

74 北京尚德通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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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北京乐码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76 北京爱博杰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77 中海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78 北京精正方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79 北京田一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机械工

业,其他 

80 北京北排智慧管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云计

算,互联网 
环保 

81 《中国城市报》社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82 北京希瑞亚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83 北京酷米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交通 其他 

84 北京爱好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

算,智能交通,大

数据 

电子信息 

85 北京鹰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智能交

通,大数据,工业

互联网,互联网 

环保,电子信息,其

他 

86 北京陆合慧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医疗与健康 

87 北京国信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

互联网,虚拟现

实,网络安全,位

置导航,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

网,智能交通,大

数据 

新能源,金融业,医

疗与健康,环保,汽

车制造  

88 中科科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 

89 北京尚博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90 北京魔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 

金融业,电子信息 

91 杉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92 北京中新唐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电子商

务 

93 北京福通四维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物联

网,智能交通,大

数据,互联网,节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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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环保  

94 中芯智创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电子信息 

95 北京十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

网 

金融业,电子信息,

电子商务 

96 北京墨麟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97 行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98 北京航瑞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云计

算 
电子信息 

99 北京智恒通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大数据,互

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100 北京伊神华虹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101 北京易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

软件 

金融业,电子信息 

102 北京明日时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 
金融业,电子信息 

103 北京万疆久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104 北京云建标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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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19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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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家软件企业和 208 件软件产品。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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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软件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类型 

1 北京博睿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北京极道成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北京力鼎创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飞救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北京易普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北京中数华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北京旋极百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 北京百家视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北京圣邦天麒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 北京中安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在线途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北京普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北京易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中标慧谷软件技术创新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北京傲科瑞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北京简联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北京中科睿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1 北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北京奇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金贝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天御云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北京清元优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云数网讯（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国信优易数据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北京益高安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杰智融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北京慧和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北京多普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北京科力华安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北京博雅信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北京小熊博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龙达科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环盈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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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中科金联（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中青联盟大数据研究（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东方智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北京霁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佳华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精英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开维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北京信联科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网视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交科院（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江河瑞通（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北京诚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一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中海义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云房数据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北京艾图内控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奇诺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普华智深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天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地林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华风象辑（北京）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智墙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鹏岳中天（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学信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北京图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携云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中科博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启迪万众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7 会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亿阳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亿阳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恒远创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百汇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北京忠业兴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北京烽火万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北京方胜有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北京中天国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北京晋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中节能唯绿（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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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北京睿至大数据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9 北京联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北京亿维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中安智讯（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北京一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北京维思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国信电子票据平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北京逸成汇远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北京合力鑫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北京鼎立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盛世政通软件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北京高伟达钽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诺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北京中科奥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北京云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中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美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亿通电付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兴竹同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神州安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中科鹦鹉螺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艾普智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西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圣博赢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中海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象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精正方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北京云知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北京爱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华夏为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北京航瑞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2 北京希瑞亚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3 北京正和赢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4 北京北排智慧管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5 北京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6 北京优诺信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7 北京智恒通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118 北京乐码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9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0 北京墨麟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1 北京奥威科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2 北京福通四维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3 北京稻壳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4 北京中广瑞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5 北京锐马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6 北京尚博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7 中科科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8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9 北京龙耀创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0 北京农信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1 北京乾元致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2 北京珈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4 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5 北京贝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6 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7 北京数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8 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9 北京魔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0 北京海誉动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1 北京安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2 北京中新唐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3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4 天宇正清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5 北京鲁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6 北京门思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7 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8 北京趣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9 行云数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0 北京中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1 北京筑工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2 辰星网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3 北京爱博杰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4 北京国信安研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5 北京易驾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6 北京鹰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7 北京润华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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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北京中交工程仪器研究所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9 北京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0 北京宽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1 北京安域领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2 北京甲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3 北京嘉云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4 华克医疗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5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6 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7 北京赛福阔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8 北京迪创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69 北京国信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0 标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1 北京中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2 谷尼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3 北京书生摩尔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4 北京桃花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5 北京中安卫通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6 北京城建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7 北京酷米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78 北京先见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79 北京一诺前景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0 北京九章云极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1 中消云（北京）物联网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2 行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3 北京十牛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4 北京大数医达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85 北京脑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86 北京英视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87 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88 金智东博（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与咨询 

189 北京星航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90 乐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棋牌类休闲娱乐游戏 

191 北京国电光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智能化电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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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支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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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乡村农村产权改革管理、农村产权交易、三资管理、土地经营

权交易流转管理系统[简称：土地经营权交易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3 e 开票手机 App 软件【简称：e开票手机 App】V2.0 行业管理软件 

4 云票手机 App 软件[简称：云票 App]V1.0 行业管理软件 

5 云票助手软件【简称：云票助手】V1.1.2 行业管理软件 

6 华夏电通智能巡查管理系统 [简称 ：CHNSYS-IP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7 华夏电通简案智能快审应用系统[简称:CHNSYS-SCQT]V1.0 行业管理软件 

8 华夏电通当事人诉讼风险评估应用系统[简称:CHNSYS-PLRAS]V1.0 行业管理软件 

9 华夏电通人民法院智慧庭审应用系统[简称:CHNSYS-CITS]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 

华夏电通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智能辅助生成系统[简称：CHNSYS-

CJDGS]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 华夏电通人民法院智慧阅卷系统 [简称：CHNSYS-SDRS]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 

华夏电通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 [简称：CHNSYS-

CEFGS]V1.0 行业管理软件 

13 华夏电通人民法院电子卷宗管理系统[简称：CHNSYS-CEF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14 博彦大数据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5 

一简通质量预警系统（RDM）软件〔简称：一简通质量预警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6 URP 自助查询打印系统[简称：URP 一体机]V1.0 行业管理软件 

17 URP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 V1.8 行业管理软件 

18 URP 高校科研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9 URP 高校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V6.0 行业管理软件 

20 杰智融互联网移动金融平台【简称：YZJ DFBaaS】V1.0 行业管理软件 

21 全景易视远程访问管理系统[简称：EasyViews RACCM]V1.0 行业管理软件 

22 农垦全面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简称：全面质量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23 霁云 ERP 管理系统[简称：霁云 ERP]V1.0 行业管理软件 

24 GIS 可视指挥云平台软件 [简称：可视指挥云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可视化车辆调度平台软件 [简称：车辆调度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26 

多业务数据资源安全接入网关平台 [简称：数据资源安全接入网关

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27 水务精细化综合管理平台[简称：精细化管理系统]1.0 行业管理软件 

28 工程项目技术管理系统[简称：QJEPM]V1.0 行业管理软件 

29 智能经营分析系统[简称：rocpeak Business Intelligence]V3.0 行业管理软件 

30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园区电力版）【简称：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1 区域能源生产运营系统[简称：生产运营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一诺快记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简称：一诺快记 CRM]V2.0 行业管理软件 

33 亿维讯质量管理信息系统[简称:QMAX]V6.0 行业管理软件 

34 二三维一体化时空信息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5 煤矿“三位一体”信息化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文明城市治理中心软件管理平台[简称：文明城市治理中心]V3.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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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数字档案室管理系统[简称：HY-DAMS]V2.0 行业管理软件 

38 CIDS 智能变配电监控分析软件 V3.0  行业管理软件 

39 CIDS 数据中心运营服务管理平台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0 

HollyRise 仓储管理系统（推广版）[简称：HollyRise WMS 系

统]V2.0 行业管理软件 

41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七兆山丘区铁路洪水分析系统[简称：铁路洪水分析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3 

七兆科技洪涝灾害信息管理系统[简称：洪涝灾害信息管理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4 七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系统[简称：七兆气象预警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5 七兆科技洪水风险实时分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6 七兆科技河长制信息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7 中云智慧园区业务管理系统软件【简称：园区业务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8 中云智慧外国人生物特征自助采集设备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9 中云智慧海关卡口联动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0 跨境电商/快件中心关检隔离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1 FC 总线故障注入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2 智能传感物联系统集成平台[简称：弹力 e 联]V1.0 行业管理软件 

53 金舟智能消防系统[简称：金舟 e 维]V1.0 行业管理软件 

54 睿眼智能舆情大数据平台【简称：睿眼舆情】V2.0 行业管理软件 

55 环球智能舆情大数据平台 V2.0 行业管理软件 

56 铁路智能调度指挥平台【简称：铁路调度指挥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57 北排智慧水环境巡检维护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8 星航智造 MES 制造执行系统【简称：星航智造 MES】1.0 行业管理软件 

59 辐射安全与放射卫生管理系统 [RS&RH]V0.1 行业管理软件 

60 SNRD 异响分析软件 2017 行业管理软件 

61 农业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简称：农 12316]V3.7.4 行业管理软件 

62 地理信息平台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3 数据信息采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4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5 采购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6 智能路径优化算法软件 V2.0 行业管理软件 

67 云计算编辑平台[简称：云编辑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68 EasySA 资产保全系统[简称:EasySA]V1.0 行业管理软件 

69 天宇正清计划管理系统【简称：计划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70 沃安移动视频云平台软件【简称:沃安云】V1.0 行业管理软件 

71 CINC-云采购系统[简称：CINC-云采购]V1.0 行业管理软件 

72 工控网络安全临检取证系统[简称：工控临检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73 智慧灌区 e 平台二次开发接口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4 PowerProject 企业项目管理系统[简称：PowerProject]V2.0 信息管理软件 

75 智邦国际 CRM 系统 V3.0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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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智邦国际 ERP 系统 V3.0 信息管理软件 

77 智邦国际机械行业管理软件 V6.0 信息管理软件 

78 智邦国际企业管理软件 V3.0 信息管理软件 

79 博雅软件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0 北京晋辉物流执行系统[简称：LES]1.0 信息管理软件 

81 地图资源池平台支撑软件 [简称：地图资源池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82 视频资源池平台支撑软件 [简称：视频资源池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83 数据可视化支撑平台软件 [简称：数据可视化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84 数据资源池平台支撑软件 [简称：数据资源池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85 云智能制造平台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6 六西格玛测评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7 企业智能制造平台系统 V2.0 信息管理软件 

88 

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系统（Manufactur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简称：MOM]V1.0 信息管理软件 

89 工业控制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0 设备 OEE 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1 

谷尼智能舆情大数据 SAAS 服务系统[简称：谷尼智能舆情 SAAS 系

统]V3.0 信息管理软件 

92 RX 蜂鸟据点防护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3 教学质量评估系统[简称：评教系统]V3.0 信息管理软件 

94 旋极 ICD 管理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5 测试性建模与分析软件[简称：WTADS 软件]V1.1.0 信息管理软件 

96 H-Link 总线测试平台仿真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7 融信 IT 资产管理系统[简称：融信资产管理系统]V1.0.0 信息管理软件 

98 大数医达医疗大数据平台[简称：Medical big data platform]V2.0 信息管理软件 

99 融媒体一体化平台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0 智能数据管理平台【简称：SmartDMP】V6.0 信息管理软件 

101 Moka 招聘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2 动态全息防癌预警医疗大数据评估系统 V1.1 信息管理软件 

103 科界 APP 软件（iOS 版）〔简称：科界 APP（iOS 版）〕V4.0.0 信息管理软件 

104 北大医信医疗信息集成平台[简称：集成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5 

目标回波干扰生成仿真软件[简称：Radar Target Echo 

Simulation]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6 

互联网取证批量文档字符统计软件[简称：批量文档字符统计软

件]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7 会之捷无纸化会议软件 V2.1 网络应用软件 

108 云庐云数据采集分析系统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9 企业办公计划云管理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0 中新舆情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1 中科奥德综合应急管理系统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2 火知眼 APP[简称:火知眼]1.1.0.4 网络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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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爱好科技车联网智能管控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4 

福通四维 B-data 大数据整合与集成平台系统[简称：福通四维大数

据整合与集成平台]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5 稻壳微信知识店铺系统[简称：DOCWechatKShop]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6 健康顾问解读报告服务 APP 软件[简称：振知健康顾问版]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7 子夫行政执法综合管理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8 黑猫投诉平台[简称：黑猫投诉]V1.0 网络应用软件 

119 弹琴吧软件[简称：弹琴吧]V5.0 网络应用软件 

120 WEBRAVOR 应用安全漏洞扫描工具软件[简称：WEBRAVOR]V6.0 网络应用软件 

121 中电数据医疗数据脱敏平台 V1.0 控制软件 

122 

Biomhope 指静脉采集与认证平台[简称：指静脉采集与认证平

台]V1.0 控制软件 

123 智慧城市照明控制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24 设备全周期管理系统[简称：设备管理系统]V1.0 控制软件 

125 DS-MMS 水务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平台 V1.0 控制软件 

126 DS-OMS 水务运营管理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27 村镇污水集中运营平台 V1.0 控制软件 

128 智慧巡检管理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29 多维应急管控平台[简称：多维应急管控]V1.0 控制软件 

130 星航智造 ICS 工业控制平台【简称：星航智造 ICS】1.0 控制软件 

131 液压机构热工水力计算程序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32 华兴智能耗材管控系统[简称：智能耗材管控系统]V1.0.0 控制软件 

133 云和恩墨 zData Light 存储管理软件 [简称：Enmo-zData]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4 书生电子图书数据库 V5.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5 微电网运行保障生产作业平台（PC 版）[简称：维博云 PC 版]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6 实时 GIS 数据流终端可视化软件【简称：GIS 可视化软件】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7 

Biomhope 指纹数据采集管理平台[简称：指纹数据采集管理平

台]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8 目标特性数据库管理软件[简称：IRASDB]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39 中科视拓 AutoDL 开源及私有算法项目托管平台[简称：AutoDL]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40 中科视拓 SeeTaaS 企业级深度学习赋能平台[简称：SeeTaaS]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41 米勒临床多轴量表评测软件 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42 鲁拓综合治理智慧云平台软件[简称：综合治理平台]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43 十牛科技智能外呼管理平台[简称：SNMGR]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44 智慧城市空间数据可视化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45 税控盘组设备软件[简称：税控盘组软件]V2.4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6 税控盘软件[简称：税控软件]V4.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7 票控设备软件[简称：票控软件]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8 报税盘软件[简称：报税软件]V4.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9 空气质量检测仪嵌入式软件[简称：空气质量检测仪软件]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0 头戴式无线宽带终端自动联网软件[简称：自动联网软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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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AFDX 总线故障注入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2 

PR1000 探针故障注入测试仪控制软件[简称：PR1000 控制软

件]V1.0.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3 田一智能头盔终端系统 V 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4 GPS 人车动态监控管理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55 RX 密码探测与破解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56 发票通发票查询软件[简称：FPT-FPCX]V1.0 操作系统 

157 基础设施工程数字化管理平台 V1.0 操作系统 

158 正和赢时道路货运信息平台 [简称：货运平台]V1.0 操作系统 

159 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利新颖性检测分析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60 基于 CPS 和 BIM 的数字化孪生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61 链路加密系统[简称：ES]V3.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62 密钥管理系统[简称:KMC]V3.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63 文件分发溯源管理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64 异常流量清洗系统 V2.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65 启迪万众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66 RX 鹰隼远程信息主动取证系统 V1.0 网络通信软件 

167 RX 远程 RDP 信息取证系统 V1.0 网络通信软件 

168 RX 区域网络信息主动取证系统 V1.0 网络通信软件 

169 稻壳统计分析服务软件[简称：DOCCOUNT] V1.0 网络通信软件 

170 智能运维平台 V5.0 工具软件 

171 智能灾备管理平台[简称：SmartDR]V6.0 工具软件 

172 运维大数据分析软件[简称：OPData]V2.0 工具软件 

173 高清轨道浏览软件【简称：Track Monitor】V1.0 工具软件 

174 大司马联盟手机游戏软件[简称:大司马联盟]V1.0 游戏软件 

175 《精灵契约》移动平台游戏软件[简称：精灵契约]V1.0 游戏软件 

176 《我的起源》移动平台游戏软件[简称：《我的起源》]V2.0 游戏软件 

177 嘀嗒比赛软件[简称：嘀嗒比赛]V1.0 游戏软件 

178 小熊录屏 Android 终端软件[简称：小熊录屏]V1.7.4.2 图形图像软件 

179 启动 logo 检测软件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80 三维平台数据制作工场软件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81 华风象辑风险控制地图软件[简称：RiskControlMap]V1.0 行业应用软件 

182 多能源系统协同规划软件 V1.0 行业应用软件 

183 多能源中短期负荷预测系统 V1.0 行业应用软件 

184 绿信移动平台[简称：Green Chat]V1.0 办公软件 

185 万户 ezOFFICE 协同管理平台    [简称：ezOFFICE]V12.4 办公软件 

186 全息数据可视化平台[简称：Chance DataView]V3.1 办公软件 

187 多普文教务管理软件 V5.0 网络系统 

188 OCTOSAT 卫星网管系统[简称：OCTOSAT-NMS]V1.0 网络系统 

189 网站内容管理系统[简称：CMS系统]V2.0 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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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BHFaceID 人脸识别与认证平台[简称：人脸识别与认证平台]V1.0 模式识别软件 

191 AI 风险防控预警平台 V1.0 模式识别软件 

192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V8.0 教育软件 

193 校园智能访客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94 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 V1.0 政务软件 

195 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简称：综治 9+X]V1.0 政务软件 

196 “友寻”海量数据智能检索系统 V1.0 中间件 

197 东方通应用交付控制器软件系统[简称：TongADC]V2.0 中间件 

198 块体动力学仿真系统【简称：BlockDyna】V1.0 中文处理系统 

199 云孚语义云平台[简称：云孚语义云]V1.0 中文处理系统 

200 智能联动软件 V1.0 智慧城市 

201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交直流一体化电源预判系统 V1.0 智能化电源类 

202 宜来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简称：HIS]V2.0 程序设计语言 

203 金山顶尖智能班牌信息显示互动系统 V1.0 教学管理 

204 顶尖项目管理系统[简称：ERP]V1.0 企业资源管理软件 

205 3D 实景模拟心理沙盘仪系统[简称:Charli 查理 3D 心理沙盘]V2.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06 华清深空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信息联网平台 V1.0 数据库系统设计 

207 遗传病检测自动化报告系统 1.0 生物信息学软件 

208 安世亚太精益研发平台[简称：PERA Platform]V15.0 信息管理及设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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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ruanjianwuxi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