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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科技部印发《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意见》指出，鼓励设立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

构）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应依法进行登记

管理，运营所得利润主要用于机构管理运行、建设发展和研发创新

等，出资方不得分红。符合条件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以及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个人所

得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在基础条件建

设、科研设备购置、人才住房配套服务以及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支

持，推动新型研发机构有序建设运行。采用创新券等支持方式，推

动企业向新型研发机构购买研发创新服务。 

详情链接：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9/t20190917_14

8802.htm 

 工信部：《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 解读 

《实施意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质量

变革，提高供给质量，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针对

制造业质量突出问题，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工作措施

和安排。《实施意见》的出台，有利于推动各有关方面把握质量工

作的新形势、新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合力。有利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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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加大质量工作力度，加强政策引导支持，

会同社会各界，推动落实质量责任，增强质量提升动力，优化质量

发展环境，加快重点产业质量提升。有利于增强中国制造质量竞争

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7281315/c7415566/content.html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业信息公共服

务体系的若干意见》解读 

《意见》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努力织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夯实知识产

权信息公共服务基础，积极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详情链接： 

http://www.sipo.gov.cn/gztz/1141879.htm 

二、项目申报 

 北京市经信局：关于征集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改善中小

企业融资环境奖励项目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改善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根据

http://www.sipo.gov.cn/gztz/1141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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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京财经一

〔2017〕1926 号）、《2020 年度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项

目申报指南》要求，现将开展 2020 年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资金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奖励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申报时间：2019 年 10 月 14 日前 

详情链接：https://jxj.beijing.gov.cn/jxdt/tzgg/303626.htm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第二批（总第十一

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按照《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认定管理办法》（京科发

〔2014〕622 号）规定，经研究，启动 2019 年度第二批（总第十一

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申报时间： 

（1） 企业在线注册截止时间：201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4:00； 

（2） 在线申报截止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4:00 

 详情链接：

https://mis.bjkw.gov.cn:8443/out/typt/staticHTML/projectCheck_1966.html 



 

6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关于征集第二批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保险试点单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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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国发

〔2017〕37 号），按照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的要求，完善知识

产权估值、质押、流转体系，优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机制，

推动专利质押融资保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落地实施。

根据《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试点工作方案（试行）》的

规定，我局将组织开展第二批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试点

单位的征集和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19 年 10 月 15 日前 

详情链接：http://www.zgcip.org.cn/ggtz/2101.jhtml 

三、活动抢先看 

（1）小课堂八：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筹划 

时  间：2019 年 10 月中旬 

（2）软件研发技术沙龙 

时  间：2019 年 10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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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一带一路”年度交流会 

时  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 

地  点：北京锡华商务酒店多功能厅 

（4）软件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申报辅导 

时  间：2019 年 10 月下旬 

（5）人力实务培训：离职管理和法律实务操作 

时  间：2019 年 10 月下旬 

四、企业风向 

【软件+硬件】 

小米发布全球首个 30W 超级无线闪充 

9 月 9日，小米发布全球首个 30W超级无线闪充，内含四大技术创新，包括高效 4：1直

充架构、大功率无线反充、更加安全稳定的双频传输技术，以及结合有线 OTG反充和大功率

无线反充形成的万能充电组合。小米 30W 超级无线闪充可以做到 4000mAh电池 25 分钟无线

充电 50%，69分钟充至 100%。 

（北京商报） 

 

【软件+服务】 

阿里巴巴宣布 20 亿美元收购网易考拉 

9 月 6 日，阿里巴巴以 20 亿美元全资收购网易考拉，收购完成后网易考拉并入天猫国

际进出口事业部（隶属于大天猫三大板块之一），网易考拉品牌继续保留。天猫进出口事业

群总经理刘鹏将兼任考拉 CEO，原 CEO张蕾将担任天猫进出口业务顾问。 

（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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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接棒马云 担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9 月 10日，阿里巴巴成立 20周年年会现场，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阿里

巴巴集团现任 CEO张勇担任董事局主席。张勇表示，阿里希望通过 5年努力，服务全球超 10

亿消费者，服务 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规模。阿里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走向全球，服务于“全

球买、全球卖、全球付、全球运、全球游”的目标，以云计算推动各行各业走向智能化。 

（浙江日报） 

 

行业信息化龙头企业中科软在上交所鸣锣上市 

9 月 9日，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主板鸣锣上市。中科软大股东为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在保险信息化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2014年-2017年中科软在国内保

险行业 IT解决方案市场中市场份额连续排名第一。2016-2018年公司收入分别为 39.08 亿

元、43.08 亿元和 48.50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97 亿元、2.35 亿元和 3.21 亿元。 

（中国经济网） 

 

安博通上市 成为科创板第 29 家上市公司 

   9月 6日，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科创板第 29 家上市

公司。安博通是可视化网络安全专用核心系统产品与安全服务提供商，2016年-2018 年的营

收分别为 1.06 亿元、1.51 亿元和 1.95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995.6 万元、3604.75 万元和

6154.96万元，营收与净利润均稳步增长。 

（金融界） 

【国际化拓展】 

京东数科技术出海 助力泰国加速步入无现金社会 

9 月 9 日，由京东数字科技和泰国尚泰集团合资的泰国金融科技子公司 Central JD 

Fintech Co.,Ltd.上线了泰国第一个支持全流程 eKYC 的电子钱包 Dolfin。这不仅是京东数

科支付、风控、大数据应用等技术出海的重要里程碑，还将进一步推动泰国步入无现金社会。 

（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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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观点视角 

联合国发布《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 

近日，联合国发布了《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

数字经济扩张的驱动因素包含数字数据和数字平台两个方面。在收集、使用和分析大量机读

资料(数字数据)的能力推动下，数字经济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代表数据流的全球互联网

协议(IP)流量从 1992年的每天约 100千兆字节(GB)增长到 2017年的每秒 45000千兆字节。

但这个世界还只是处于数据驱动经济的早期，在首次上网的人越来越多和物联网扩张的推动

下，到 2022年，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预计将达到每秒 150700千兆字节。平台化是第二个驱

动因素。在过去十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使用数据驱动商业模式的数字平台。这类平台

可分为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交易平台是以在线基础设施支持不同多方之间交换的双边/多

边市场。它们已经成为主要数字公司(如亚马逊、阿里巴巴、脸书和易趣)以及为数字带动的

部门提供支持的公司(如优步、滴滴出行或爱彼迎)的核心商业模式。创新平台以操作系统

(例如安卓或 Linux)或技术标准(例如 MPEG 视频)的形式为代码和内容制作者开发应用程序

和软件创造环境。 

全球数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财富增长迅速，且高度集中在美国和中国。《报告》称，

美国和中国目前占有超过 75%的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50%的全球物联网支出，75%以上的云

计算市场。全球 70 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中，七个“超级平台”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二，以规

模排序依次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当前的贸易摩擦也部分

反映了对前沿技术领域全球主导地位的追求。 

《报告》显示，数字平台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一些全球数字平台在某些领域取得

了非常强劲的市场地位。例如，谷歌拥有大约 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脸书占据了全球三分

之二的社交媒体市场，是全球 90%以上经济体排名第一的社交媒体平台。亚马逊在全球在线

零售活动中占有近 40%的份额，其亚马逊网络服务在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中也占有类似

的份额。在中国，微信拥有超过 10 亿的活跃用户，其支付解决方案与支付宝(阿里巴巴)合

起来几乎占领了中国整个移动支付市场；阿里巴巴拥有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 60%的份额。全

球数字平台采取了一些巩固其竞争地位的举措，包括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并扩展进入互补产

品或服务领域，以及对研发进行战略投资，并在国内和国际决策圈进行游说。 

《报告》显示，数据已经成为创造和捕获价值的新经济资源。数据控制对于将数据转化

为数字智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几乎每一个价值链中，收集、存储、分析和转换数据的

能力都会带来额外的力量和竞争优势。数字数据是所有迅速出现的数字技术的核心，如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和所有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所以，以数据为中心

的商业模式不仅被数字平台采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各个行业的领先公司采用。 

《报告》显示，国家政策在帮助各国为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做好准备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数字化的跨部门性质，整个政府的反应对于制定和执行旨在确保利益

和应对挑战的政策十分重要。确保连通的可负担性和可靠，对于在数字经济中创造和捕获价

值至关重要，而这仍然是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一项重大挑战。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也需要特

别关注。各种安全安排对于防止故意滥用数据非常重要。需要制定法律和法规来打击盗窃个

人数据行为，为可以收集、使用、传输或删除哪些个人数据及采取的相关方式制定规则，并

确保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2018 年 5 月生效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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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是目前最全面的数据保护方针，具有全球影响。 

《报告》也表示，如果数字经济沿着当前趋势继续发展，美中两国同世界其他地方，特

别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报告》强调，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参

与，才能在区域和国际层面有效解决数字经济中的竞争、税收、跨境数据流、知识产权、贸

易和就业政策等问题。 

（软件定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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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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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

公司 
副会长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物

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

服务外包,互联网,开源及基

础软件 

其他 

2 
北京亦庄国际产业互联网研

究院股份公司 
副会长单位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云计

算,大数据,服务外包,工业

互联网,能源互联网 

电子信息 

3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副会长单位 云计算,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4 北京明略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

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大数

据,智能制造,数字媒体,其

他 

金融业,商业零

售业,机械工业,

其他 

5 北京天佳辰宇科技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

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6 北京宜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7 
豪腾天佑（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动漫游

戏 
电子信息,其他 

8 
北京华清深空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智能交

通,大数据,节能环保 
环保 

9 
国科创（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空间信

息,互联网,数字媒体,节能

环保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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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京元工国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智能制造 

汽车制造,物流

业,机械工业 

11 北京云和时空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12 
北京智腾永逸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物联网,智能交通,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13 
云和恩墨（北京）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14 首信云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网络

安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智慧医疗,服务外包,可

信计算,工业互联网,互联

网,数字媒体,互联网教育 

新能源,金融业,

医疗与健康,环

保,电子信息 

15 北京超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大数据 其他 

16 中咨数据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位置导航,人工智

能,智能交通,大数据,军民

融合装备,互联网,其他 

其他 

17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18 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机械工业,其他 

19 北京汇智众鑫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20 北京纷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 其他 

21 卓彦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商务 

22 
国电铭扬（北京）技术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虚拟

现实,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可信计算,空间信息,数

字媒体 

其他 

23 
北京明易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理事单位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位置

导航,人工智能,物联网,智

能交通,智慧医疗,工业互联

网,能源互联网,电子商务,

互联网,数字媒体,开源及基

础软件,其他 

医疗与健康,电

子信息,商业零

售业,电子商务,

机械工业,其他 

24 北京格道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

互联网 

商业零售业,电

子商务,会展业 

25 北京执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位置导航,智能

交通,服务外包,军民融合装

备 

电子信息,机械

工业 

26 
北京柠檬微趣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电子信息 

27 北京数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 
机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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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北京深蓝空间遥感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空间信息,开源及基

础软件 
其他 

29 中电华瑞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能源电力,能源互联网 
发电与输变电设

备 

30 北京恒赢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位置导航,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 

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 

31 
北京友创佳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32 北京赛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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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 

33 北京中融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 

34 
北京金恒博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 电子信息 

35 北京盛达融元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电子商务 环保,电子商务 

36 
米多多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智能制造 

医疗与健康,机

械工业 

37 北京凯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38 北京谦允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39 北京旗云恒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云计算,大数据,

服务外包,其他 

金融业,医疗与

健康,电子信息,

房地产业,其他 

40 北京东方鸿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41 北京寄云鼎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工

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互联网 

新能源,电子信

息,机械工业,发

电与输变电设

备,其他 

42 北京沃安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

件 
电子信息 

43 
北京先锋寰宇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44 
中农融信（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电子商务,互联网 

金融业,电子信

息,电子商务 

45 
北京博望圣达仿真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智能交通,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机械

工业 

46 北京澎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智能交

通 
电子信息 

47 
北京钛氪新媒体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48 
世通亨奇（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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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 

50 北京九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服务外包 其他 

51 北京雅讯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52 
北京神州云合数据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53 北京中科建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网络

安全,工业互联网,开源及基

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 

54 北京趣酷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电子信息 

55 
北京融汇金信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服务外包,互联网 
电子信息 

56 北京浩洋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其他 其他 

57 
北京北控智科能源互联网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虚拟

现实,网络安全,人工智能,

云计算,物联网,智能交通,

大数据,能源电力,服务外

包,可信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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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互联网教

育,开源及基础软件 

新能源,环保,电

子信息,物流业 

58 北京蓝尊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

网,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59 
阳光捷通（北京）贸易服务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商务 

60 北京维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服务外包,军民

融合装备,电子商务,互联

网,其他 

金融业,医疗与

健康,电子信息,

电子商务,其他 

61 美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62 北京信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智能制造 机械工业 

63 北京华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其他 

64 
北京星汉博纳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65 
北京创意云智数据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服务外

包,军民融合装备,能源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其他 

66 
北京医大时代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视听产业,互联网教育 

医疗与健康,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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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北京慧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网络

安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68 
诚安荣创（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服务外包,工业互联网,电子

商务,动漫游戏,互联网教育 

环保,电子信息,

商业零售业,电

子商务 

69 北京海数宝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房地产业 

70 北京华仪盛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71 北京北科怀亮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互联网

教育 
电子信息,其他 

72 北京悦视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视听产业,电子

商务 

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 

73 北京软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能源

电力,服务外包,智能制造,

能源互联网,电子商务,节能

环保,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新能源,环保,电

子信息,其他 

74 朗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电子商务 

医疗与健康,环

保,汽车制造,电

子商务,会展业,

机械工业,发电

与输变电设备,

其他 

75 北京猿创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服务外包,电子

商务,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

件,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76 北京米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

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 

77 
北京迅日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78 北京博瑞开源软件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开源及

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79 
北京中联税网信技术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80 
北京英迪瑞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电子信息 

81 
悦享无限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82 北京五木恒润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其他 

83 
北京上电科赛睿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大数

据,能源电力,军民融合装

备,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能源互联网,节能环保,开源

及基础软件 

新能源,汽车制

造,电子信息,机

械工业,发电与

输变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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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

件 

房地产业 

85 北京小黄人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 

86 北京泰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智慧医疗,工业

互联网 

电子信息 

87 中联财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88 
中科赛诺（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89 北京睿信毅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智能交

通,大数据 
电子信息 

90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能源电力,工业互联网,能源

互联网 
新能源 

91 北京微聚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 金融业 

92 北京尔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外

包,互联网,其他 

金融业,电子信

息,电子商务,其

他 

93 北京圣威特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虚拟现实,互联网 其他 

94 
北京北方博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 

95 北京中科赢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其他 

96 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电子商务,其他 
金融业,电子商

务,其他 

97 
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电子信息 

98 
中旭昊智能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环保,电子信息,

其他 

99 北京涵鑫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 

100 
北京华风创新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虚拟现实,大数

据,数字媒体 

环保,电子信息,

旅游业 

101 北京新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102 北京华驰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103 北京迈瑞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104 北京云之上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105 
北京钢之杰智控技术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智能制造 其他 

106 
北京乐否互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电子信息 

107 北京汇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其他 
房地产业,其他 



 

16 
 

108 
北京华夏视科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视听产业 其他 

109 
北京华夏易联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其他 

110 北京中呈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其他 

111 
智邮开源通信研究院（北

京）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物联

网,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112 北京悦动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开源及

基础软件 

新能源,环保,电

子信息,商业零

售业,电子商务,

会展业 

113 北京绘云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环保 

114 北京安可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115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116 北京炎黄新天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 

117 北京互联无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电子信息 

118 北京华杰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数字媒体,其他 电子信息 

119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电子商务,互联

网,其他 

房地产业,其他 

120 北京昊恩星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能源电力,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开源及基础软件 

新能源,环保,机

械工业 

121 
未来知名（北京）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教育 其他 

122 
好果（北京）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其他 

123 北京诺约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大数据,能源电力,

智能制造 

新能源,汽车制

造,电子信息,发

电与输变电设备 

124 
北京六方领安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金融业,医疗与

健康,汽车制造,

电子信息,机械

工业,发电与输

变电设备,制药

与生物技术 

125 
北京万博思图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据,工业互联

网,其他 

汽车制造,商业

零售业,电子商

务,物流业,其他 

126 北京谦润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能源电力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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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北京清飞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其他 
金融业,发电与

输变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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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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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家软件企业和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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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买卖提（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北京恒赢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北京南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北京轻松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阳光捷通（北京）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北京医康慧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大象慧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北京中融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北京亿维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北京中普达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 北京华远视清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 北京格道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三峡高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中电华瑞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北京金恒博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米多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北京凯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北京旗云恒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1 北京中科服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北京北明兆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东方融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智云达科技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http://www.bsia.org.cn/


 

18 
 

25 北京东软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北京先锋寰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雨辰视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雨辰视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中农融信（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佳格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北京天圣华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北京建设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北京博望圣达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世通亨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宇动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神州云合数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莱普博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8 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北京融汇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中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中科鼎富（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中安瑞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雅讯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易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北京壹体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北京南天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北京信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北京讯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北京超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中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中科建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创意云智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北京迅日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广通信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蜂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威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中新海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小龙潜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北科怀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合正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深思数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新译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天脉拓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北京四合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北京农信互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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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北京农信互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新媒传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北京九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华仪盛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软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北京昆仑医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北京万疆久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北京正通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北京智影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美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泰瑞天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北京开普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9 北京中联税网信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悦享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北京星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天工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北京五木恒润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北京上电科赛睿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北京融智天管理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北京慕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中联智科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北京思创宏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北京可兰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卓彦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医大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中芯智创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北京睿信毅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中旭昊智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北京宏鼎舟电子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通付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易格通智仿真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新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深蓝空间遥感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福布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神州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百联优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微聚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北京吉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尔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中科赢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北京圣威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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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北京创世乐享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北京畅聊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北京信诺方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2 北京中科朗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3 北京涵鑫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4 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5 北京理正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6 北京理正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7 北京英迪瑞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8 北京商海文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9 北京新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0 北京云之上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1 北京华风创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2 北京乐否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3 诚安荣创（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4 北京成邦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5 北京迈瑞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6 北京大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7 北京华驰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8 北京钢之杰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9 北京泛鹏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0 北京米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1 中科嘉速（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2 北京汇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3 北京美飒格松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4 北京小黄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5 北京世纪中彩视频传媒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6 北京绘云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7 北京华夏视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8 北京天佳辰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9 乾图开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0 北京光合起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1 北京元工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2 北京中呈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3 北京中创立方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4 慧城时代（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5 北京富邦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6 好果（北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7 未来知名(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8 神州锐达（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9 北京海数宝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0 北京易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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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北京联丰时代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2 北京恒济引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3 中科赛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4 北京顶象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5 益都智能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6 北京雪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57 北京东方鸿泰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58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59 北京阳光信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0 北京悦视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1 朗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2 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3 北京国政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4 北京奔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65 北京慧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人工智能 

166 北京酷车易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67 智邮开源通信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68 北京智腾永逸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169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 

170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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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牙医网络版连锁店管理软件[简称：轻松牙医连锁版]V1.0 行业管理软件 

2 海外共享仓系统应用软件【简称：海外共享仓】V1.0 行业管理软件 

3 无线网（U900）搭建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 

亿维星云楼客通楼盘销售及客户管理功能系统[简称：楼客

通]V1.0 行业管理软件 

5 基于 Android 智能平台的移动护理软件 V2.0 行业管理软件 

6 移动医生查房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7 护理信息智能触控交互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 印特 3 系管理软件[简称：印特 3 系]V2.8 行业管理软件 

9 360 全景制作和展示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 BOM 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 多参数水质检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 病害肉检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3 光吸收酶标仪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4 QY 大数据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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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onree Server 服务端应用性能管理平台[简称：Bonree 

Server ]V4.0 行业管理软件 

16 轨道交通综合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7 中农融信信贷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8 中农融信神农智能风控决策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9 博望仿真引擎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0 财云通税务申报云平台[简称：云申报]V1.0 行业管理软件 

21 智能警务合成作战平台[简称：Ultra-IPSBP]V3.0 行业管理软件 

22 雅讯东方企业云通信工作板系统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3 Inteall MED 医学影像数字化处理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24 

Inteall 远程医疗教育平台软件【简称：远程医疗教育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Inteall 远程医疗科研协同平台软件【简称：远程医疗科研协同

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26 建设工程预算及结算统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7 智慧工地综合管理平台 1.0 行业管理软件 

28 广通优云智能运维管理平台[简称：AIOps]V2.0 行业管理软件 

29 海数宝数据链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0 非紧急救助服务平台软件【简称：非紧急救助服务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31 智慧溯源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装备智能管理套件平台[简称：A5 suite]V1.0 行业管理软件 

33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34 澎思科技智能人像大数据情报研判云平台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5 新农业家 App【简称：新农业家】V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中软国际数据质量自查工具软件[简称：DQCT]V1.0 行业管理软件 

37 摩估云平台[简称：摩估云]V1.0 行业管理软件 

38 洋梨外贸综合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9 洋梨供应链金融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0 AWS 平台开发软件[简称：AWS平台]V6.0 行业管理软件 

41 理正工程项目 GIS 管理、监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互操作医疗信息交换云平台软件 [简称：交互云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43 地产行业供应商管理系统软件 V2.0 行业管理软件 

44 爱亲母婴门店管理系统【简称：爱亲门店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5 爱亲母婴营销中心门店选址系统【简称：爱亲选址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6 爱亲母婴商品支撑系统【简称：爱亲商品支撑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7 爱亲母婴广告分销系统【简称：爱亲广告分销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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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爱亲母婴营销中心移动巡店系统【简称：爱亲巡店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9 爱亲母婴精准客流系统【简称：爱亲客流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0 爱亲母婴会员管理系统【简称：爱亲会员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1 爱亲母婴智能采购系统【简称：爱亲智采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2 爱亲母婴系统配置软件【简称：爱亲系统配置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件 

53 爱亲母婴销售管理系统【简称：爱亲销售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4 爱亲母婴自动补货系统【简称：爱亲补货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5 爱亲母婴财务预算系统【简称：爱亲财务预算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56 输电通道视频监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7 InteBASE 智能楼宇综合管理系统 V8.0 行业管理软件 

58 慧运维软件（Smart Operations）[简称：慧运维]V1.0 行业管理软件 

59 领航投资业务管理系统[简称：领航投资系统]1.0 信息管理软件 

60 

华远视清炫彩视窗信息发布平台【简称：华远视清信息发布系

统】V7.0 信息管理软件 

61 中科服协会会员智能管理系统[简称：中科服会员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62 图书订购与信息交流系统 V1.02  信息管理软件 

63 多终端内容发布服务系统 V1.0.0 信息管理软件 

64 宇加集成开发平台软件[简称：COSMO++IDP]V6.0 信息管理软件 

65 尚德 ELMS 电子证照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66 尚德 ERMS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67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系统[简称：信用评价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68 电子商城平台系统[简称：电子商城]V1.0 信息管理软件 

69 

中联税软件 B/S 平台用户及系统行为采集系统[简称：行为采集系

统]1.0.1 信息管理软件 

70 SEARI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系统[简称：SEARI PLM ]V1.1 信息管理软件 

71 中旭昊智慧消防监控平台 V3.0 信息管理软件 

72 11315 全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73 智能客户风险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74 移动火箭信息数据库软件[简称：火箭数据库]V1.0 信息管理软件 

75 元工整车物流系统【简称：元工 VLS】V1.0 信息管理软件 

76 接口处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77 工程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78 设备联网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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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运输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0 元工供应链执行系统[简称：元工 SES]V1.0 信息管理软件 

81 元工信息总线系统 [简称：元工 MQX]V1.0 信息管理软件 

82 元工跨平台应用配置平台[简称：元工 PAW]V1.0 信息管理软件 

83 元工配置开发平台[简称：元工 SAW]V1.0 信息管理软件 

84 元工制造执行系统[简称：元工 MES]V2.0 信息管理软件 

85 元工高级排产排程系统[简称：元工 APS]V1.0 信息管理软件 

86 元工制造执行系统【简称：元工 MES】V1.0 信息管理软件 

87 

Android 版智慧消防统一管理系统【简称：Android 版消防管理系

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88 小盟媒体流量交易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89 小盟广告投放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90 阿拉丁统计平台[简称：阿拉丁统计]V4.0 网络应用软件 

91 阿拉丁小游戏统计平台[简称：小游戏统计]V2.0 网络应用软件 

92 农业保险标的管理系统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93 谦云智能运维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94 企业信息化网管系统[简称：Ultra-NMS_Lite]V1.0.0 网络应用软件 

95 智慧管控物联云平台 V1.2 网络应用软件 

96 智慧医疗医联体远程会诊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97 优克流体非接触远程智能监测与数据分析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98 花漾搜索安卓手机版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99 诠医通医护端小程序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0 涵鑫盛海淘 APP 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1 IVI 设备管理系统[简称:IVIDMS]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监控门户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3 中国天气通软件[简称：中国天气通]V2.0 网络应用软件 

104 伊对视频相亲交友软件【简称：伊对视频相亲交友】V4.0 网络应用软件 

105 就业宝高校就业服务移动平台[简称：就业宝]V2.0 网络应用软件 

106 小黄人科技 i 排版微信智能图文排版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7 小黄人科技灵猴用户关注微信个性推送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08 城市大数据治理与管控平台【简称：CDI】V1.0 控制软件 

109 和德一号卫星地面测控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0 WHS 桥梁冲刷报警仪采集分析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1 VS 振动采集分析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2 Tnm-mid 限界测量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3 众驰全自动凝血测试软件 V2.00 控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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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众驰自动血流变平台软件[简称：血流变平台]V1.00 控制软件 

115 能耗管理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6 基于复杂环境自动控制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7 360 全角度自动控制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18 天基实时山火监测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19 ZKYT-POS-M01 站台移动式检票机软件[简称：POSM01S]V1.1.0 控制软件 

120 

恒康联网型机房环境监控管理软件[简称：机房监控管理软

件]V8.0 控制软件 

121 骑乘设备动感平台控制软件 1.0 控制软件 

122 5G 远程驾驶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23 教学信息化系统软件 V1.0 教育软件 

124 北京金恒博远钢铁生产仿真实训软件 V1.0 教育软件 

125 学习通 app 软件[简称：学习通]V4.2 教育软件 

126 超星智慧课堂系统 V2.0 教育软件 

127 超星微服务平台[简称：微服务平台]V1.0 教育软件 

128 大数据综合分析展示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29 北科智慧均衡云软件系统[简称:智慧均衡云系统]V8.0 教育软件 

130 普开人工智能实验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31 学堂云 3.0 网络教学平台 Web版 V1.0.0 教育软件 

132 药店经营与管理仿真实训软件 V1.2 教育软件 

133 成人与网络教育综合服务平台[简称：继教综合服务平台]V2.0 教育软件 

134 培训管理与教学平台[简称：培训平台]V2.0 教育软件 

135 国政交互信息发布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36 新维大屏互动体验教学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37 自动调度式预约分诊导医系统平台[简称：NTC-ZDTDSYPT]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38 医院药房导医及绩效管理系统[简称：NTC-YFDYJX]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39 医院病房综合服务管理软件[简称：NTC-KSZHTDXT]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0 医院智能分诊导医平台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1 宽带载波单相模块嵌入式软件 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2 

东方鸿泰安全智能锁固定式阅读器嵌入式系统软件【简称：安全

智能锁固定式阅读器嵌入式软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3 HT225 回弹仪嵌入式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4 JYY 钢筋位置测定仪嵌入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5 

机动车驾驶人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简称：科目三考试系

统]V5.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6 

机动车驾驶人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系统[简称：科目二考试系

统]V5.2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7 众驰全自动血沉压积测试软件 V1.2 嵌入式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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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众驰红细胞沉降率测定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49 MRC 视频会议系统管理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0 智能密集架管理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1 湖南福彩 APP 应用系统[简称：湖南福彩 APP]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2 

源清慧虹无线智能多功能传感器加速度振动倾角索力采集软件

V4.0.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3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多帧图像智能黑烟车检测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54 凯信达移动视频巡检指挥系统软件[简称：视频巡检系统]V1.0 操作系统 

155 食品安全分析质谱筛查系统 V1.0.0 操作系统 

156 自然资源大数据任务资源调度平台 V1.2.0 操作系统 

157 

动态计算云（Dynamic Computing Cloud）平台[简称：

DC2]V2.2.0 操作系统 

158 市长信箱邮件主题自动提取系统 V1.0.0 操作系统 

159 城市综合服务大数据分析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60 寻钱记极速借款手机应用软件【简称：寻钱记】V1.0.0 操作系统 

161 朗酷人工智能翻译软件 V1.0 操作系统 

162 好果加油 APP【简称：好果加油】V1.0 操作系统 

163 AI 智能教学演示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64 

医院门诊放射、CT、核磁自动分诊导医系统[简称：NTC-

FSHCDY]V1.0 办公软件 

165 智能信息发布平台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66 流程协同服务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67 管理效能数字化系统[简称：Indi.EFF Pro]V2.0 办公软件 

168 慧-知识系统[简称：慧知识]V1.0 办公软件 

169 财务数据采集及分析系统[简称：FDAA]V4.0 办公软件 

170 智能应用支撑平台[简称：CUBE]V1.0 办公软件 

171 智慧办公综合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72 e-Link 多平台即时通讯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73 

云和恩墨 Bethune 智能健康检查平台 【简称：Enmo - Bethune】

V2.05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4 云和恩墨 ZDBM 数据库备份一体机平台 【简称：Enmo-ZDBM】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5 

云和恩墨 zCloud 数据库云管平台  【简称：EnmozCloud 

Database PaaS】V2.5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6 云和恩墨 SQM-SQL 质量管控平台 【简称：Enmo-SQM】V1.4.2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7 上下文主数据稽核系统[简称：Contextpool  AS]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8 measureCAD 限界数据后处理软件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9 效能评估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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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系统 V6.1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1 ShinData DMP 数据库云管理平台[简称：数据库云管平台]V5.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2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充电 android 软件[简称:e 充电

android 软件]V2.5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3 尔创互动全民营销推客平台[简称：易企推]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84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管理系统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85 环境地理信息大数据平台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86 冒黑烟机动车尾气抓拍系统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87 机动车尾气管理电子围栏系统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88 机动车尾气监测时空动态模拟系统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89 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可视化系统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90 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系统 V1.0 环保行业应用软件 

191 PHOTOMOD 航测软件 V1.0 工具软件 

192 倾斜三维建模系统[简称：M3D]V1.0 工具软件 

193 LP360 点云处理软件 V1.0 工具软件 

194 三维模型漫游展示系统[简称：Gaia Viewer]V1.0 工具软件 

195 Troy Smart Iaas 云管理平台【简称：TSI】V1.0 工具软件 

196 超算水利水电造价预算软件 V3.0.0.1 工具软件 

197 航天四创应急一张图管理系统 V1.0 工具软件 

198 IMGC 远距离裂缝采集分析软件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99 CCrack 裂缝采集软件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00 

SkylineGlobe 三维地理信息平台[简称：SkylineGlobe 3D GIS

平台]V7.0 图形图像软件 

201 基于 Open GL 的 2D 渲染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02 NCM 数据分析软件 V1.0 模式识别软件 

203 NVMNT 非接触视频数据采集软件 V1.0 模式识别软件 

204 

基于三维数字地球技术的城市灾害极早期预警平台软件[简称：城

市灾害极早期预警]V2.0 模式识别软件 

205 结晶器粘结预警系统[简称:MSEWS]V5.22 模式识别软件 

206 ITACS 智能运维管理软件【ITACS】V1.0 网络系统 

207 ITACS 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简称：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V1.0 网络系统 

208 富深协通电子工资条查询系统软件 V1.0 网络系统 

209 

Word crush 文字益智类游戏软件系统（iOS 版）[简称：Word 

crush（iOS 版）]V1.0 游戏软件 

210 

Word Buddies 单词伙伴益智游戏软件系统（iOS 版）[简称：Word 

Buddies（iOS 版）]V1.1.0 游戏软件 

211 全民漂移 3D 游戏软件[简称：全民漂移 3D]V1.0 游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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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据库在线重组与监控管理套件工具软件[简称：数据库管理套件

工具软件]V1.0 数据库系统设计 

213 药城采购系统 V1.0 数据库系统设计 

214 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数据分析、计算后台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15 遥测终端机软件系统[简称：遥测终端机软件]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16 基础地理信息开发组件系统 V3.0 

地理信息、环境应用

等行业应用软件 

217 富客户端 WebGIS 在线系统 V3.0 

地理信息、环境应用

等行业应用软件 

218 采云智慧信息采集 Web 端软件[简称：CiiYUN CLOUD]V1.0 

环保、农业等行业应

用软件 

219 智能采集器软件[简称：IDAS]V2.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20 多媒体播放终端软件【简称：播放终端软件】V1.0 多媒体信息发布 

221 网络仿真系统 V1.0 网络仿真软件 

222 URCS 通用消息队列系统[简称：Sims]V1.0.0 网络通信软件 

223 公开数据采集及存储软件 V1.0 大数据平台 

224 股票智能问答系统 V1.0 问答应用软件 

225 

查博士二手车车况数据估价检测服务企业版软件[简称：查博士企

业版]V2.0.1 工具软件 

226 印前对版检测系统 V2.0 检测系统 

227 阳光彩云彩票大数据稽核审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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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