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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政策 

1、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3 月 

【享受主体】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

民企业。 

【优惠内容】 

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及相关政策；财税支

持、融资促进、创业扶持、创新支持、市场开拓、权益保护

等；企业研发费用按照 75%进行加计扣除。 

【享受条件】 

（1）职工总数不超过 500 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2 亿元、资产

总额不超过 2 亿元。 

（2）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

汰类。 

（3）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

不低于 60 分，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 分。 

【政策依据】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 号 

【所属部委】科技部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3 月 

【享受主体】 

会计核算健全、实行查账征收并能够准确归集研发费用的居民

企业 

【优惠内容】 

（1）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

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本年度

实际发生额的 50%，从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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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

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在税前摊销。 

【享受条件】 

（1）企业应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要求，对研发支出进行会计处

理；同时，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

账，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

额。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应按照不同

研发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2）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

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

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

发生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定。委托方与受托方存在关联关

系的，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研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情况。企

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不得加计

扣除。 

（3）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

研发费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4）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

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可按照规定进行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3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第 97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6〕685 号） 

【所属部委】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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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政策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3 月 

【享受主体】 

    经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优惠内容】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

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

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

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享受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2）职工总数不超过 500 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2 亿元、资产

总额不超过 2 亿元； 

（3）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

不低于 60 分，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 分。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 号 

【所属部委】税务总局 

4、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及评价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5 月 

【享受主体】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优惠内容】 

获得相应市级或区级财政补贴。 

【享受条件】 

（1）有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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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1500 万元；拥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

人，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少于 150 人； 

（2）具有比较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技术开发仪器设

备原值不低于 2000 万元；有较好的技术积累，重视前沿技术开

发，具有开展高水平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 

（3）具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两年以上。 

【政策依据】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2016 年第 34 号令） 

【所属部委】发改委 

5、国家工程实验室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5 月 

【享受主体】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优惠内容】 

获得相应市级或区级财政补贴。 

【享受条件】 

（1）申请单位应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的研发，具有主持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的经历，具备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 

（2）申请单位应在本领域具有先进的研发试验设施和相应的技

术创新团队，拥有一批能够带动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研发成果和

技术储备。 

（3）提出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定位明确，发展思路清晰，任务、

目标合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规范。 

（4）符合国家其他相关规定。 

【政策依据】 

《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发展改革委令第 54 号) 

【所属部委】发改委 

6、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参考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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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时间】5 月 

【享受主体】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

民企业。 

【优惠内容】进入预备期的工程中心，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的批复文件，提出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申请国家资金补助。   

【享受条件】 

（1）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工程中心建设领域及相关要

求；   

（2）原则上采用公司法人形式，确有必要，也可探索其他有效

的组织形式；   

（3）工程中心董事会（理事会）应包含 2 名独立董事（理

事），独立董事（理事）由相关主管部门选派，一般应由熟悉工

程中心所在行业情况的高级技术或管理专家出任；   

（4）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知识产权管理等管理制度。 

【政策依据】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所属部委】发改委 

7、国家重点实验室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8 月 

【享受主体】 

实验室依托单位须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

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优惠内容】 

（1）部分区县给予资金补助； 

（2）给予课题经费资金补助。 

【享受条件】 

（1）实验室依托单位须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

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研发投入较大，近 3 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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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4%。 

（2）实验室依托单位研究实力强，从事本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和

竞争前共性技术研究 5 年以上，掌握产业核心技术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具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

力。 

（3）实验室原则上应为运行 2 年以上的部门或地方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具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和规范有效的管理运行制

度。 

（4）实验室须具有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研队伍，综

合科研实力强，专职科研人员不少于 50 人，具有副高级技术职

称以上的科研人员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 

（5）实验室应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和集中的科研用房，实

验室面积一般应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科研条件和设施总值 3000

万以上。 

（6）主管部门及依托单位能保证提供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经费和运行经费。 

【政策依据】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 

【所属部委】科技部 

8、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参考星级】★★★★★ 

【申报时间】8 月 

【享受主体】 

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

业，主要依托于行业、领域科技实力雄厚的重点科研机构、科

技型企业或高等院校 

【优惠内容】 

（1）工程中心享受国家给予科研机构的各项优惠政策。 

（2）工程中心研制开发出的中试产品，报经国家科委审批后，

优先列入国家新产品试制鉴定计划和中试产品免税立项，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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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减免所得税、产品税和增值税优惠。 

（3）工程中心所需出国培训进修人员和引进国外人才，报国家

科委商国务院智力引进办公室审定后，列入国家重点出国进修

培训计划和智力引进计划。 

【享受条件】 

（1）企业年销售额在 3 亿元以上。 

（2）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国民经济各

主要行业中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3）企业领导层重视技术中心工作，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创

新意识，能为技术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4）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有较强的技术创新

能力和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同行业中

处于领先地位。 

（5）有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科技人员队

伍结构合理，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 

（6）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完善，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具有稳定

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技术创新绩效显著。 

（7）企业两年内(指申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之日起向前推

算两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的；涉嫌涉税违法正在

接受审查的。 

（8）已认定为省市(行业)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两年以上。 

（9）限定性指准的最低标准：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企业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数不低于 80 人；企业技

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1000 万元。 

【政策依据】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暂行管理办法》〔93〕国科发计字 060

号 

【所属部委】科技部 
注：以上所有政策为国家和北京市各委办局出台的现行政策汇总，若有变动，

请以各部门官方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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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沿热点互动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第五条规

定 “转登记日前连续 12 个月(以 1 个月为 1 个纳税期)或者连续

4 个季度(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

的一般纳税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

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其他事宜，按

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值税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8 号)、《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有关出口退(免)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0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问】：营改增一般纳税人转登记日前连续 12 个月(以 1 个月

为 1 个纳税期)或者连续 4 个季度(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累

计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是否可

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答】：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问】：2019 年可选择转登记的纳税人范围是什么？ 

【答】：转登记日前连续 12 个月(以 1 个月为 1 个纳税期)或者

连续 4 个季度(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一般纳税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

小规模纳税人。2019 年可选择转登记的纳税人，涵盖包括营改

增试点纳税人在内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第十条规

定，为了便利纳税人开具使用发票，已经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

系统开具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在免税标准调整后，月销售额

未超过 10 万元的，可以继续使用现有税控设备开具发票。如果

小规模纳税人已经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可以使用现

有税控设备继续开具。除上述情况和销售额标准同步调整外，

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他事宜按照现行规定

执行。” 



 

11 

 

【问】：住宿业、鉴证咨询业、建筑业、工业以及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小规模纳税人，自开专用发票的

标准是否同步从月销售额超过 3 万元(季度销售额超过 9 万元)调

整至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季度销售额超过 30 万元)?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范围等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 号)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住宿业，鉴证咨询

业，建筑业，工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的所有小规模纳税人均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

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受月销售额标准的限制。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第十条规

定，“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使用增值税发票

管理系统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 

【问】：(1)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是否强

制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2)未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的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不超过 10 万元，是否可以不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而是去

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答】：(1)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除特殊

情况外，应当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2)未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的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

过 10 万元，原则上不纳入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推行范围。 

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

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

〔2016〕60 号)第三条规定，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缴纳义务

人，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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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里的起征点金额是多少?是否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9 年第 4 号提高到月不超过 10 万元(季 30 万元)？ 

【答】：增值税起征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执行。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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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3 月新入会会员 

序号 企业名称 级别 

1 北京燕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理事 

2 时间机器（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理事 

3 北京诺奇传承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4 北京蔷薇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5 成都泰德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6 北京智容慧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7 北京正益移动智慧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8 北京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理事 

9 北京网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10 元动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11 北京润泽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12 北京入思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13 北京动力协合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4 北京博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5 华软汇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6 深度好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7 北京微智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8 北京企鹅童话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9 北京日日信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0 北京东方金指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1 北京中科凡语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2 易道信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3 北京艾迪信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4 优哥（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25 北京万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26 优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13 

 

27 中京信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28 优信数享（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29 光束航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30 北京博睿思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31 中链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32 北京经纬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33 北京尚洋易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34 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35 艾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 

36 北京谛测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37 况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 

38 北京比格大数据有限公司 会员 

39 利贞创新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 

40 宇动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41 北京航天军创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42 北京最美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43 北京通付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44 北京金衡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45 北京可利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46 北京中清环循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47 乐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48 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会员 

49 北京迈迪培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50 安瑞祺（北京）国际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会员 

51 北京中科永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52 北京泰科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53 北京欣诚智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54 用友金融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55 北京普威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56 北京合力中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 

57 医渡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58 北京知元创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59 北京路遥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60 北京颐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61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 

62 北京有爱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63 北京奕骏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64 北京博新精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 

65 北京银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66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会员 

67 北京东方嘉宏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68 北京红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69 沐华清诚（北京）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会员 

70 北京品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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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北京正孚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2 三体百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3 数字天地（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4 北京星云环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75 北京中科唯佳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6 北京中金云创软件有限公司 会员 

77 智慧华川养老（北京）有限公司 会员 

78 中交信捷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79 北京红亚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80 北京美院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81 北京壹达云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82 北京清环宜境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83 北京国安广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84 北京光辉创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85 北京乐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会员 

86 维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 

87 北京朗维计算机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 

88 北京立海坤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89 北京军信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90 北京前景无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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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19 年 3 月，根据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免费为会

员企业提供的软件企业评估服务的数据，北京软协特推荐 77

家软件企业和 155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证书编号 申请企业名称 

京 RQ-2019-0049 利贞创新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0 北京可利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1 北京迈迪培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2 北京中清环循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3 北京北斗皓永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4 乐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5 北京蛙鸣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6 安瑞祺（北京）国际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7 北京泰科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8 北京亚太智通铁路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59 北京瑞源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0 北京最美在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京 RQ-2019-0061 北京国信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2 北京至上泽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sia.org.cn/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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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RQ-2019-0063 北京华展汇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4 北京中科京安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5 北京宇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6 去保养（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7 北京仓丰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8 汉唐东方（北京）软件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69 北京普威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0 北京烁光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1 北京奕骏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2 北京慧点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3 北京龙创悦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4 北京红数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5 沐华清诚(北京)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6 北京正孚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7 北京实干兴邦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8 北京飞利信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79 北京中金云创软件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0 北京中科唯佳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1 北京悦享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2 凌云互联（北京）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3 财税智库（北京）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4 智慧华川养老（北京）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5 中裕合普（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6 北京百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7 趣分期(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8 北京新兴华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89 北京捷足先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0 北京星云环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京 RQ-2019-0091 北京点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2 北京红亚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3 北京颐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4 优慕课在线教育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京 RQ-2019-0095 北明智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6 北京优博信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7 中科城安物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8 北京卡尔斯通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099 北京华卫迪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0 北京美院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1 北京壹达云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2 北京希嘉创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3 北京清环宜境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4 国富瑞数据系统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5 三角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6 北京连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7 北京乐海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8 北京闲徕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09 北京连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0 北京立海坤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1 北京比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2 北京品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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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RQ-2019-0113 北京天宇宁达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4 北京中航鼎成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5 中京信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6 北京能量时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7 北京信加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8 北京光辉创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19 北京龙坤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20 北京红山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21 深度好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22 时间机器（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23 北京军信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24 北京蔷薇灵动科技有限公司 

京 RQ-2019-0125 北京泰德合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b) 软件产品名录 

申请产品名称及版本号 

申请产品

类型 

《诛仙》网络游戏软件[简称：诛仙 3]V2.0 游戏软件 

智能填报系统 V1.0 教育软件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调度集中系统(CTC)综合维护平台[简称：

TDCS/CTC 综合维护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

件 

号召工业 App 软件（IOS 版） V3.0 

行业管理软

件 

Kelibang 计算机标准化管理系统[简称：计算机标准化管理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

件 

智联友道轨道交通锂电池仿真工具嵌入式软件[简称：锂电池仿真工具]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智联友道轨道交通列车车轮计轴器设备嵌入式软件[简称：计轴器]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智联友道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综合实训演练平台设备嵌入式软件[简称：运营管

理综合实训演练平台]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城市智慧停车平台 V1.7.0 

行业管理软

件 

基于多引擎的分列式展现即时翻译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

件 

循环化园区信息化管理及服务平台[简称：循环化园区信息服务管理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

件 

百融金服用户评估报告软件[简称：百融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

件 

百融金服风险罗盘标准版系统软件[简称：百融风险罗盘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

件 

百融金服信贷审批系统软件[简称：百融金服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

件 

百融评分引擎软件[简称：百融软件]V1.0 操作系统 

乐码慧瞳视觉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

件 

CIDS 综合运维管理平台 V3.0 

行业管理软

件 

CIDS 综合监控管理平台 V3.0 

行业管理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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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ect 健康空气管理系统[简称：健康空气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

件 

AItect 健康空气管家系统[简称：健康空气管家]V1.0 

行业管理软

件 

BWP B5 智慧换装车间管理系统[简称：智慧换装车间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

件 

BWP B5 智慧鲜品计数管理系统[简称：智慧鲜品计数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

件 

BWP B5 智慧屠宰车间管理系统[简称：智慧屠宰车间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

件 

BWP B5 智慧生猪进厂管理系统[简称：智慧生猪进厂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

件 

日月型移动安全硬盘系统[简称：电子履历卡、日月盘]V1.0 

安全与保密

软件 

车辆信息监控系统 V1.3.0 

行业应用软

件 

用友金融企业管理软件【简称：用友金融管理软件】V6.5 

行业管理软

件 

企业双重机制智能平台[简称：RHD]V1.0 

行业管理软

件 

泰科力合枪锁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

系统 

VGIS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软件[简称：地理信息系统]V2.0 

图形图像软

件 

智能化通讯技术服务管理平台 V1.0 网络系统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

件 

基础信息采集系统[简称：采集系统]V1.5.1 

信息管理软

件 

最美在线互联网 P2P 网贷系统【简称：最美在线 P2P】V2.0 

网络应用软

件 

网络流量智能监测统计系统 V1.0 网络系统 

兆信一码通企业服务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列车多媒体系统控制软件[简称：列车多媒体系统]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警用地理信息基础业务应用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路遥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平台【简称：WebGis 平台】V4.0 

行业管理软

件 

值达企业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ReCAN 智能诊断控制系统 V1.0 控制软件 

FCU-E12 电子扇控制器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inSee 电控产品监控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值达生产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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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ap-10 平行浓缩仪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M64 全自动高通量平行浓缩仪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嘉宏数控系统 [简称：WINCNC]V2.1 控制软件 

大数据分析系统 V1.0 

数据库系统

设计 

沐华清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V2.0 教育软件 

高精度光栅测量系统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

系统 

高精度云台主控系统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

系统 

ORS 录播平台 V1.0 

图形图像软

件 

罐顶气 VOC 吸附装置控制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电解除臭装置控制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蓄热氧化炉(RTO)废气治理控制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智慧停车运营监控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物业管控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充电运营服务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北信源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简称：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V2.0 

网络应用软

件 

北信源涉密专用服务器审计系统 V2.0 

网络应用软

件 

北信源打印刻录监控与审计系统 V6.0 

网络应用软

件 

北信源终端安全登录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

件 

中亦科技大数据实时监控系统【简称：实时监控系统】V1.0 中间件 

中亦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简称：人力资源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

件 

中亦科技备件管理系统【简称：备件系统】V1.0 

企业管理软

件 

亦维云管理平台【简称：EVO-Cloud】V2.0 

行业管理软

件 

用友电力安全生产管理软件【简称：MIS】V2.0 

行业管理软

件 

商业保理信息管理系统[简称：保理系统]V2.0 

行业管理软

件 

交通基础大数据平台软件 V1.0 应用平台 

唯佳教育飞行学习与测试软件系统[简称：唯佳教飞软件]V1.0 

行业管理软

件 

智慧华川-精准帮扶老人需求调研平台【简称：精准帮扶老人需求调研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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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商业银行综合 MIS 结算平台[简称：农商行 MIS 结算平台]V1.0 

网络通信软

件 

渐健家庭医生管理平台[简称：渐健家医]V1.2.10 

信息管理软

件 

有爱互动 APP 应用《红警 OL》游戏软件[简称：红警 OL]V1.0 游戏软件 

华软科技视图平台[简称：QloudView]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智能金服区块链平台 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智能金服基础平台 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智慧营销系统[简称：SmartM&S]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微服务平台[简称：QloudService]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统一授权系统[简称 QloudAuthz]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算法平台[简称：QloudAlgo]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开放银行平台[简称：QloudOBP 套件]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开放银行_作业流程 API 平台[简称：QloudOBP_Process]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开放银行_客户 API 平台[简称：QloudOBP_Customer]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开放银行_交易 API 平台[简称：QloudOBP_Txn]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开放银行_产品 API 平台[简称：QloudOBP_Product]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开放企业平台[简称：QloudOEP]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简云市场平台[简称：QloudMarket]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功能服务平台[简称：QloudFaaS]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感知平台[简称：QloudSense]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分布式应用平台[简称：QloudDAP]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单点登录系统[简称：QloudSSO]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大零售系统[简称：QloudRetail]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 IT（服务）治理平台[简称：QloudITG]V3.0 

行业管理软

件 

华软科技 DevOps 平台[简称：QloudDevOps]V3.0 

行业管理软

件 

竑宇协作管理软件 MTV8.1 

行业管理软

件 

竑翼商务流程管理软件 V6.6 

行业管理软

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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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版）]V1.0 游戏软件 

Townest：Alfreds Adventure 益智消除经营类游戏软件系统（iOS 版）[简

称：Townest：Alfred's Adventure（iOS 版）]V1.0.246 游戏软件 

星云安防监控系统 V1.0 工具软件 

大数据教学实验系统 V1.0 教育软件 

颐圣病案质量监控平台 1.0 

行业管理软

件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辅助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公共服务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全国道路运输数据清理服务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

应用软件 

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数据交换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

应用软件 

道路运输综合信息业务线查询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道路运输综合信息要素线查询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道路运输综合信息融合数据分析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道路运输综合信息服务门户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道路运输综合接口服务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道路运输信用信息展示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X 美院启蒙版软件[简称：X 美院启蒙版]V1.0 教育软件 

桌面云管理平台 V6.1.2 

行业管理软

件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软件[简称：EM  DMS]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可扩展对话交互平台 V1.0 操作系统 

街坊游戏软件[简称：街坊游戏]V1.0 游戏软件 

不动产登记网上审核系统[简称：不动产线上登记平台]V1.0 工具软件 

疲劳状态智能检测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

件 

新一代非接触测谎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

件 

情绪状态智能检测系统 V1.0 

模式识别软

件 

在线远程智能监控管理系统业务化运行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在线远程智能监控管理系统业务化运行平台 APPV1.0 

信息管理软

件 

清流农业用水计量系统[简称：农业用水计量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

件 

在线远程智能监控管理系统平台数据采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

件 

家校共育平台 V1.0.0 教育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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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文件分析系统[简称：星云]V4.3 操作系统 

信加联网核查前置系统软件【简称：联网核查前置】V1.0 

信息管理软

件 

网络安全检查工具箱--网检 C1100 系统 V1.0 

网络安全软

件 

移动应用管理平台（Magic Box）[简称：Magic Box]1.0 

行业管理软

件 

语音辅助视频调度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

软件 

时域法中压线路故障定位系统（设备）嵌入式软件【简称：故障检测（设

备）软件】V1.0.0 控制软件 

QJ 系列宽带载波芯片应用管理系统 【简称：宽带载波应用系统】V1.2 

嵌入式应用

软件 

时间机器藏品智慧化管理系统[简称：藏品智慧化管理系统]V1.0 

数据库管理

应用软件 

KG 雷达远程通信管控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

系统 

蔷薇灵动蜂巢自适应微隔离安全平台 V2.0 

安全与保密

软件 

泰德合众期刊智能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

件 

中科 VideoLib 职业技能视频数据库系统[简称：中科 VideoLib 职业技能视频

数据库]V6.0 教育软件 

中科 EnginLib 工程学科数据库系统[简称：中科 EnginLib 工程学科图书

馆]V6.0 教育软件 

中科 GWYexam 公务员考试学习数据库系统[简称：中科 GWYexam 公职考

试学习数据库]V6.0 教育软件 

中科 FinanceLib 经济与管理学科数据库系统[简称：中科 FinanceLib 财经图

书馆]V6.0 教育软件 

中科 ITlib 计算机视频课程数据库系统[简称：中科 ITlib 微课图书馆]V6.0 教育软件 

Power+ 智慧运维风电站监控系统[简称：Power+ 风电监控]V3.0 

安全与保密

软件 

Power+ 智慧运维光伏绩效分析系统[简称：Power+ 光伏绩效分析]V3.0 

安全与保密

软件 

Power+ 智慧运维光伏监控系统[简称：Power+ 光伏监控]V3.0 

安全与保密

软件 

FCS-OPAS 后台管理系统[简称：OPAS 后台管理系统]V1.0 教育软件 

励步外教互动直播平台 V1.0.0 教育软件 

励步智慧互动课堂系统 V1.0 教育软件 

励步课后教学服务系统 V1.0 教育软件 

励步智能题库系统 V2.2.1 教育软件 

励步悟空教务系统 V1.0.0 教育软件 

励步智慧在线课件系统 V1.0 教育软件 

励步客户电子发票线上平台 V1.0.0 教育软件 

智容慧德机场运维管理软件 V1.0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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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