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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

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

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要求，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业复工

复产，努力实现今年工业通信业发展目标任务，现提出如下意见。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692694/content.ht

ml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稳定和扩大

就业，根据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阶段性减免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有关问题做

出具体通知。 

详情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0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0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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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

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运行的网络安

全支撑保障工作，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止发生

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50/c7681741/content.ht

ml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疫

情防控支撑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总体部署，发

挥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在试验验证、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

用，全力支撑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有关工作建议。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973401/n7647394/n7647399/c7679322/content.htmll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

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

http://www.bjshy.gov.cn/web/gggs/tzgg/7331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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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

署，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2/c7683415/content.ht

ml 

➢ 北京市经信局：《关于促进北斗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

（2020 年-2022 年）的通知》 

为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促进我市北斗技术创新和应用

推广，进一步推动我市北斗产业发展，我局组织编制了《北京市关

于促进北斗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 年-2022 年）》，

经报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详情链接： 

http://jxj.beijing.gov.cn/zcjd/zcwj/bjszc/202002/t20200222_1666313.html 

二、项目申报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课

大数据产品和解决方案征集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运用大数据支撑疫

情防控工作，全力推动企业、学校复工复产复课，请你单位组织推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2/c7683415/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2/c768341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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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一批在疫情防控、物资调配、民生保障、复工复产复课等方面取

得良好成效的优秀大数据产品和解决方案，我部将遴选后向全国宣

传推广。 

申报时间：2020 年 3 月 6 日前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2/c7702684/content.ht

ml 

➢ 北京市经信局：《关于征集 2020 年北京市中小企业服务券服务

机构及其产品的通知》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 号）要求，更好向受

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优质优惠的服务券服务产品，本次

面向全市公开征集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在线检测、网络销售四类

服务机构及其服务产品（第一批服务产品目录中有偿服务产品需参

加本次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3 月 6 日 17:00 前 

详情链接：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2/t20200228_1670669.html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2/t20200228_1670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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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管委会：《关于申报 2020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资金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

号）文件要求，依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创新能力 

优化创新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中科园发

〔2019〕21 号），现组织开展 2020 年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费用支持

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3 月 5 日 9 时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 18 时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707923/index.html 

 

➢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关于申报 2020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资助金

（专利资助部分）的通知》 

根据《北京市知识产权资助金管理办法（试行）》（京知局

〔2019〕324 号）和《2020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资助金申报指南》的规

定，现就 2020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资助金（专利资助部分）申报事宜

通知如下。 

网上申报时间：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4 月 17 日 

详情链接： 

http://zscqj.beijing.gov.cn/art/2020/2/26/art_5652_478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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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抢先看 

（1）在线直播 | 财税系列-技术合同登记优惠政策及实务培训 

时  间：2020 年 3 月 5 日 

（2）在线直播 | 政策宣讲系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及实务培训 

  时  间：2020 年 3 月上旬 

（3）在线直播 | 行业自律-软件成本度量国标宣贯会 

时  间：2020 年 3 月中旬 

（4）在线直播 | 财税小课堂-软件企业年终所得税汇算清缴培训 

时  间：2020 年 3 月中旬 

（5）在线直播 | 技术实战系列 2 场 

  时  间：2020 年 3 月下旬 

四、行业动态 

蔡奇调研检查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2 月 18 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城市副中心，就推动重点工程

和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工作调研检查。 

  走进京东集团总部大楼，智能温感筛查系统实时对访客进行体温检测，大厅地面的醒目

标记，引导员工保持 1.5米排队间隔、分流乘坐电梯。蔡奇为企业防控措施点赞，称企业商

务楼宇防疫向京东看齐。蔡奇边走边了解京东集团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情况，说，京东是知

名电商和高科技企业，你们及时复工复产，快递小哥、物流配送、智能技术在抗击疫情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要加强企业内部防控，实行专人负责，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物流、仓储

和科技是你们的优势，要积极拓展业务，强化科技赋能，拉动消费，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发

挥平台作用，利用市场力量，更好保障防疫物资需要和百姓生活必需品供给。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全市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在复工复产中要打好头阵，发挥示范作用。要主动上门

为企业送温暖、送服务，与他们共克时艰。 

（北京长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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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宁调研检查疫情防控期间生活性服务业运行情况和 

企业复工复产和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2 月 16 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调研检查疫情防控期间本市生活性服务业运

行情况。 

在美团点评集团总部，陈吉宁详细了解企业加强快递骑手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大数据实

时系统显示，疫情当前，每天仍有上万名美团骑手在全市忙碌飞奔。居家防护催生了较多的

食材、日用品代购需求。美团推出的买菜服务在全市布局 51 家配送点，让市民不出小区就

能买到新鲜食材和日用品，为居家防护提供了生活便利。 

陈吉宁来到美团买菜酒仙桥店实地检查，看到顾客不需上门，物流人员高效利用有限的

仓储空间快速处理订单、配货打包，信息系统智慧规划路线，美团骑手随时待命出发，高峰

时每名骑手一次出发就能完成十几个家庭的采购需求。陈吉宁对美团积极探索新业态、服务

市民需求给予肯定，指出，快递小哥、送餐骑手是疫情期间保障群众生活的辛勤“逆行者”，

要关心他们的健康防护和住宿用餐安全，帮助做好物流配送与小区、楼宇对接。有关部门要

与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加强沟通联络，帮助企业全面做好员工健康管理，同时借助企业数据反

映的群众需求情况，查找并补齐工作短板，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 

2 月 18 日，陈吉宁围绕“落实落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和企事

业单位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主题进行调研。 

在望京科技园，陈吉宁走访国内通信测试行业先进企业星河亮点技术公司，向一线员工

直接了解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陈吉宁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专

注优势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细分领域进一步做优做强，相关部门要对接企业做好服

务。 

（首都之窗） 

北京发挥工业互联网赋能作用助力企业战疫复工 

2 月 19 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进入攻坚期，帮助企业安全有序恢

复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的指导下，北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促进中心、北京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与产

业发展联盟、北京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服务联盟、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

收集整理了工业互联网服务商推出的一批战疫“硬核”产品和服务，助力工业企业加快数字

化转型，降低疫情冲击。 

工业互联网是数字浪潮下,工业体系和互联网体系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工业转型升级的

新动能，在资源配置、供需对接、产业协同等方面具有优势。《北京信息消费应用指南（二）：

工业互联网专刊》（简称《指南》）鼓励有条件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在防疫期间，面向企业，

尤其是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所需的疫情防控、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网络安全等方

面提供免费或优惠的产品。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行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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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软件企业积极服务远程办公 

疫情爆发以来，我市软件企业充分发挥高精尖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优势，为远程办公积极

提供移动办公、云存储、远程会议等产品和服务，特别是飞书、随锐、金山、蓝信等有代表

性企业，切实落实我市疫情期间相关政策，为疫情期间社会各界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支撑和

服务费用减免，惠及中小微企业，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和社会生产生活高效、便捷、智能开展。 

飞书是字节跳动旗下公司产品。飞书疫情期间面向所有用户开放商业版免费使用，包括

商业版完整办公套件、不限时长的音视频会议、无限量在线文档和表格协作、每位用户 100G

云存储服务、7×24小时咨询服务远程打卡及审批管理，力求在特殊时期帮助客户进行高效

远程办公。此外，所有湖北地区的医院、学校、公益机构等组织，在此期间注册申请，可享

有长达三年的飞书商业版免费服务。针对疫情的特殊情况，飞书紧急开发上线了健康监测管

理系列功能，包括健康报备应用、飞书云空间健康统计模板、肺炎疫情资讯实时播报机器人

等，帮助企业把疫情风险降到最低。 

为保障企业和医疗、教育、政府机构在线办公需求，随锐瞩目视频云平台 100并发方专

业版产品面向全国用户免费开放 100天，为政府机构疫情指挥、医疗机构远程会诊、教育机

构线上授课、企业单位在家办公提供服务保障。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个“瞩目视频会议”最大

可支持 3000—10000 并发方同时在线，能够极大程度的满足企业线上办公需求，解决卡顿、

掉线等难题，提供可靠、有效的服务保障。 

金山 WPS+一站式办公平台疫情期间免费为相关企业服务，用户可通过 WPS+一站式办公

平台得到完整协作版办公套件、多人协作远程语音会议、企业存储空间 800G/人等。同时，

结合 WPS+自带的表单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实现信息收集工作，金山办公团队制作了 WPS+表单

制作视频教程，并在云端提供了通用疫情统计模板。金山办公希望通过此举为政企用户提供

远程办公便利，共筑健康防线。 

奇安信集团旗下蓝信移动办公平台 2月 10日起宣布对所有中小企业免费开放，并将向

百万中小企业赠送价值 1000 万的远程签约服务，直到此次疫情结束。疫情期间，蓝信平台

帮助防疫相关部门各级人员实现随时随地疫情信息快速上报、指令下达、实时在线协作沟通、

实时应急视频会商的移动应急和协同指挥新模式，全方位提升组织的应急处置与指挥能力。 

蓝信移动办公平台凭借基于 IM 为统一入口的框架能力和 PaaS 平台的核心技术优势，

通过用户体系的三个安全域、百万级通讯录、文档不落地、分级部署、数据总线平台、审计

防范、可见性管理、门户定制等产品创新性技术，满足超大型组织的工作需要，具有跟原有

信息化系统打通、一站式服务、支持百万人以上超大型组织等特点。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五、企业风向 

【软件+硬件】 

华为发布新折叠屏手机 Mate Xs 

2 月 24 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首次取消，但华为依旧在线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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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布会，推出第二代折叠屏手机 Mate Xs。处理器升级为麒麟 990 5G Soc，同样搭载 4颗

后置摄像头，采用华为首创的鹰翼折叠设计，无缝支撑屏幕及折叠使用。 

（腾讯网） 

 

【软件+服务】 

美团大学首批纳入人社部新业态培训平台 

2 月 17 日消息，美团大学成为首批在疫情防控期间纳入人社部新业态在线培训的职业

教育平台，为应对疫情推出的“商家加油”计划课程浏览量已超过 400万人次。 

（凤凰科技） 

 

京东物流向小微企业免费开放供应链物流管理软件系统 

2 月 17 日，京东物流将旗下的四大供应链物流管理软件系统全部开放，免费提供给广

大小微企业使用，包括小微企业版 WMS、小微企业版 TMS、小微企业版 OMS、小微企业版 ERP，

其中，前 3款软件均由京东自主研发。 

（腾讯科技） 

 

百度帮企业复工：“共度计划”专项营销补贴开始发放 

2 月 21 日消息，百度向合作伙伴发出《关于共度计划活动的通知》，定制化营销资源

补贴方案开始实行，帮助复工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并挖掘新的线上增长机会，减少因为疫情带

来的损失。全国数十万企业可以通过百度提供的专项营销资源补贴来扩大在线营销规模。 

（百度） 

 

博彦科技推防疫体温检测方案 实现全方位战“疫” 

2 月 21 日消息，博彦科技智慧楼宇品牌“博彦集智”推出了疫情防疫体温检测方案，

不仅能够实现红外非接触式快速体温检测，还能实现活动轨迹回放，进一步做数据分析，实

现全方位战“疫”。 

（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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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太极助力国家教育网络云课堂建设 

2 月 17日，太极 1 月 27日起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组建项目攻关组，支撑教育

部国家教育网络云课堂建设，保障国家网络云课堂开发完成并如期上线，全力服务国家教育

系统“停课不停学”。 

（凤凰网财经） 

 

百度智能云为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提供支撑 

2 月 17 日消息，“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正式开通。百度智能云提供了包括音智能

视频云解决方案、对象存储、云主机、弹性公网 IP、文档服务、内容分发网络、安全产品等

多项产品和服务，使得“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拥有了海量视频/文档资源的存储、处理、

分发的能力。 

（搜狐） 

 

【大数据】 

华胜天成与百度签订应急安全领域战略合作协议 

2 月 18 日，华胜天成集团携旗下参股子公司和润科技与百度三方共同签署城市应急及

公共安全联合创新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合作推出“疫情防控大数据智慧平台”，为城市公

共医疗卫生突发事件提供相关决策指挥数据支撑和大数据预测分析防控能力。 

（新浪财经） 

【人工智能】 

百度宣布免费开源业内首个口罩人脸检测及分类模型 

2 月 13 日消息，百度宣布免费开源业内首个口罩人脸检测及分类模型。该模型可以有

效检测在密集人流区域中携带和未携戴口罩的所有人脸，同时判断该者是否佩戴口罩。 

（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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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科技推出 AI 基础在线教育服务 

2 月 17日，商汤科技为中小学免费提供“AI 基础教育涨知识在线学习”解决方案，包

含 AI科普视频、Sense Study AI 实验平台、AI教师培训视频与直播、商汤泰坦公开课、第

二届国际中学生人工智能交流展示会、在线远程教学产品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36氪） 

 

【网络安全】 

绿盟非接触网络安全监控与防护方案支持抗疫 

2 月 19 日消息，绿盟科技面向全行业发布“绿盟非接触网络安全监控与防护方案”，

远程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网络安全运营服务。该方案集中了公司优势力量，包含威胁情报预

警服务、网站安全监测服务、网站安全云防护、黑洞云清洗服务、网络威胁管理等五个子方

案。 

（绿盟科技官网） 

中国铁塔联合 360 公司推出“智慧疫情防控平台” 

2 月 13 日消息，中国铁塔联合 360 公司推出“中国铁塔智慧疫情防控平台”产品，免

费为政府提供新型信息化防控手段。智能疫情管控平台包括疫情查看、事件上报、同行查询、

公共服务、后台管理、智慧研判、智慧研报等功能。 

（搜狐） 

 

【导航与位置服务】 

高德地图上线返程直通车专题 

2 月 15 日，高德地图上线“返程直通车”一站式服务，提供疫情信息提醒、防疫检查

站及高速收费站实时车流信息、返程人员信息在线登记等多项功能。基于地图覆盖的全国

4400 个防疫检查站和全部收费站的实时交通信息，用户可以直接查看沿途防疫检查站的排

队长度、预计通行时间，以及高速收费站的过往车辆流量等。 

（新京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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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为在京 8000 辆网约车安装内防护膜 

2 月 21日消息，在 3月 2日前，滴滴计划为在京 8000辆滴滴网约车免费安装车内防护

膜，以尽可能预防飞沫传播。安装防护膜的费用全部由滴滴承担。滴滴计划投入 1亿元专项

资金，先期投入 3000万元，为全国数百万在疫情期间提供服务的滴滴网约车安装防护膜。 

（环京津冀网） 

【国际化拓展】 

华为 HMS 服务出海 

2 月 24 日，在巴塞罗那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首次宣布 HMS 走向海外，同时宣布华

为将推出“耀星”计划，斥资 10亿美元，支持开发者为 HMS 生态开发应用，今年华为还将

在全球举办超过 100场相关活动。 

（36氪） 

六、统计数据 

阿里巴巴财报：2020 财年第三财季营收 1614.56 亿元 

2 月 13 日，阿里巴巴发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2020 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

示，阿里巴巴营收为 1614.56 亿元，同比增长 38%；净利润为 501.32亿元，同比增长 62%。

此外，2019年 12月，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市场移动月活用户破 8亿。 

从核心商业来看，“淘宝直播”已成为成长最快速及有效的营销模式之一。2019 年 12

月，通过淘宝直播产生的商品交易额及观看淘宝直播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均同比增长超过一

倍。2019年淘宝直播带动的就业接近 400万，2019年天猫双 11，淘宝直播单日带动成交接

近 200亿。阿里巴巴云计算业务单季收入首次超过 100亿元。由于来自公共云与混合云业务

的收入贡献均实现增长，云计算的季度收入为 107.21 亿元，同比增长 62%。 

阿里巴巴表示，三月疫情对财务会有直接影响，增长率会放缓。淘宝、天猫、本地生活

服务也可能会出现收入增长为负，复苏曲线要看还需要多少时间疫情能够结束。近几天除了

武汉，很多大城市情况有好转的迹象，所以还有待观察。 

（新浪财经） 

新浪和微博财报：2019 年全年营收分别为 22 亿美元和 18

亿美元 

2 月 26 日，新浪公布了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第四季度及全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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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显示，2019财年全年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7054.20万美元，同比下降 156.18%，

营业收入为 21.63亿美元，同比增长 2.59%。四季度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1.7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171.3%，营业收入为 5.93亿美元，同比下降 3.54%。 

微博 2019 财年全年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 4.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49%，营业收

入为 17.67亿美元，同比增长 2.82%。四季度归属于普通股东净利润为 9506.80 万美元，同

比下降 42.9%，营业收入为 4.68亿美元，同比下降 2.85%。 

在产品布局上，微博在巩固媒体、热点等视频内容优势的情况下，重点增强了 PGC视频

内容的竞争力。2019年 12 月，新浪 UGC视频日均互动量同比增长 45%，用户日均关注账号

数量同比提升 60%，PGC视频日均消费用户规模环比提升 30%，绿洲月活跃用户已超 1000万。

但是广告市场的竞争正不断加剧，2019年，短视频、直播等平台的崛起，让广告主的投放选

择更加多元化，一些新平台的不断壮大，正在瓜分新浪微博的蛋糕。 

（新浪） 

 

百度财报：2019 年全年营收 1074 亿元 

2 月 28 日，百度发布 2019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财报显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2019年年营收为 1074亿元，同比增长 5.02%；第四季度百度实现营收

289亿元，归属百度的净利润为 92亿元，同比增长 95%。 

2019年，百度移动生态得到空前的发展。通过强化百家号、智能小程序、托管页三大生

态支柱，百度 App为用户提供了统一账号登录及原生 App般的体验，让用户能够更便捷、更

通畅地获取独立 App及 HTML5网站上的信息与服务。百度 App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登录用户，12 月日活跃用户数达 1.95亿，同比增长 21%；百度 App端内搜索次数

同比增长近 30%。百度凭借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设备、智能交通和企业云解决方案

上建立了领先的地位。 

（环球网） 

 

爱奇艺财报：2019 年全年营收 290 亿元 

2 月 28日，爱奇艺公布了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的第四季度和全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财报显示，2019财年爱奇艺总营收达到 290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第四季度营收为

75亿元，同比增长 7%。归属于母公司的净亏损为 24.93亿元，同比降低 28%。 

2019年，全年会员服务营收为 144亿元，同比增长 36%。这主要归功于由优质内容以及

多样化的运营措施推动了订阅会员数量的增长。截至第四季度末，订阅会员规模达到 1.07

亿，同比增长 22%。在宏观经济环境的挑战、内容排播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广告行业的激烈竞

争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全年广告营收达 83 亿元。爱奇艺生态业务也取得积极成果。全年其

他营收达 37 亿元，同比增长 30%。这主要受益于众多垂直领域业务的增长，尤其是收购天

象互娱之后游戏业务的强劲增长。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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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协会要闻 

【线上技术沙龙系列】 

管理变化已成为软件质量的核心要素 

2 月 21 日晚，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组织的第一场在线直播课程—《管理变化

成为软件质量的核心要素》正式开播了，这也是协会首次通过直播形式组织培训交流活动，

吸引了 250多名质量管理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沙龙分享。此次线上沙龙活动，协会邀请到技

术大咖 ThoughtWorks 创新总监肖然作为分享嘉宾。沙龙上，肖然以《管理变化成为软件质

量的核心要素》为主题，向大家分享了如何让变化成为管理的核心要素、如何利用高阶管理

模型更加合理地管理软件质量等干货知识，同时，还进行了在线答疑，为行走在软件质量管

理道路上的伙伴们支招。 

 

 

【财税系列】 

如何正确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 

2 月 26 日下午，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组织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操培训通过

在线直播正式开讲啦。本次培训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主题，侧重实操培训，细数备案攻略，

吸引了近 200 位会员线上参与。协会财税专家张锋老师主要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速览、

备查材料要求、研发费用归集核算、高新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交集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并

围绕企业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处理工作中的财务要点、难点作了针对性的解读，除此，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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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系统性解答。 

【线上技术沙龙系列】 

探索人工智能 AI-Based 系统的可靠性测试 

2 月 27 日下午，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组织的《人工智能(AI-Based)系统的可

靠性测试》通过在线直播开讲了，吸引了 230多名学员参加了此次沙龙分享。此次线上沙龙

活动，协会邀请到特邀技术大咖——曾担任华为主任工程师/测试部部长职务丁国富先生作

为分享嘉宾。沙龙上，丁国富以《人工智能(AI-Based)系统的可靠性测试》为主题，以无人

驾驶汽车为例，为大家讲述了如何对 AI-Based系统进行可靠性测试，提高 AI系统行为的正

确性和安全性，同时，还进行了在线答疑，为行走在测试道路上的伙伴们答疑解惑。 

 

【政府补贴系列】 

2020 年北京科技项目申报变化趋势的预判 

2 月 27日晚间，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组织的《2020 年北京科技项目申报变化

趋势的预判》课程，通过在线直播正式开讲啦。本次培训以今年北京科技项目申报为主题，

结合疫情影响下北京市科技项目及扶持政策的变化，进行分析和判断，吸引了 260余名会员

的线上参与。协会邀请到北京市科技项目评审专家/科技部创业导师赵煜老师作为分享嘉宾，

从疫情对今年科技支持资金的影响、疫情专项资金及补贴政策的解读，以及常规项目案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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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并为企业提供了针对性的建议。 

 

【行业自律系列】 

软件企业评估，3000+家企业的选择！ 

2 月 28 日下午，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组织的行业自律系列课程——《软件企

业评估，3000+家企业的选择！》通过在线直播正式开讲啦！有 130 余名会员参与到线上直

播课程中来。此次培训由协会会员部主任张磊为大家分享。分享内容主要包括软件企业评估

的背景依据、目的意义、申报条件以及流程等方面，课后，张磊还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

系统性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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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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20 年 2 月份入会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领域 业务方向 

1 北京印象笔记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空间信息,电子商务,

互联网,数字媒体,互联网

教育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 

2 北京远泰瑞博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大数

据,智慧医疗,能源互联网,

互联网教育,开源及基础软

件,其他 

新能源,金融业,医

疗与健康,汽车制造 

3 北京华夏力鸿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4 北京华新电工设备有限公司 能源互联网 电子信息 

5 北京华道日志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 

6 北京创维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7 奇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云计算,互联网 电子信息 

8 北京卓简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9 北京国信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10 北京极联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服务外包 电子商务 

11 北京乐学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互联网教育 其他 

12 北京云间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智能交通,智慧

医疗,军民融合装备,工业

互联网,视听产业,互联网

教育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其他 

13 深圳易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

计算,互联网,互联网教育 
其他 

14 
领动启恒数据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开源及基础软件 
金融业,电子信息 

15 
城安盛邦（北京）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网

络安全,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互联网,

开源及基础软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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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北京鸿泰唯亚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智

能交通,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17 北京奇正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其他 

18 北京盛镭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其他 其他 

19 北京博思财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20 北京普天溯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21 北京联大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教育,

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22 
北京天顶星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互联

网,其他 

商业零售业,电子商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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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查看。 

九、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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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家软件企业和 15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1 北京永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北京丞朵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北京悦享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慧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北京华道日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北京卓简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沐华清诚（北京）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北京尚德通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北京畅想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虹邑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 北京鸿泰唯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北京国信蓝盾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3 领动启恒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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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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APP（Android 版）V1.0 网络应用软件 

2 

卓简急诊医学临床信息系统应用软件[简称：

ZJ_EMIS 平台]V3.0 网络应用软件 

3 

亿和仁居 APP 手机软件（IOS 版）[简称：亿和仁

居]V1.0 网络应用软件 

4 音视频通信指挥调度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5 

北京和润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简称：水质在线监测

系统（monitor）]V1.0 行业管理软件 

6 iChinaE 大数据实战应用平台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 ACS880 变频器嵌入式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8 地铁车载数据记录仪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9 日志综合运维管理审计系统 V2.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0 

沐华清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数据分析系统[简称:

沐华清诚学生综评数据分析系统]V2.0 教育软件 

11 

可编程自动化集成控制系统[简称: PLC control 

system]V1.0 控制软件 

12 高分辨率数据整合软件 V1.0 图形图像软件 

13 CFS 掌控消防 APP 软件 V1.0 消防远程监控管理 

14 

领动启恒标准经销商云图软件[简称：经销商云

图]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 智能设备管控平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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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