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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时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 

《意见》明确了十个方面重点任务，即推动服务创新，深化产

业融合，拓展服务消费，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就业能力，建设服务

标准，塑造服务品牌，改进公共服务，健全质量监管，扩大对外开

放。《意见》提出，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打造一批面向服务领域

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服务领域深度应用，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

平，引导传统服务业企业改造升级，增强个性化、多样化、柔性化

服务能力。 

详情链接： 

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910/t20191021_1180959.html 

 中关村管委会：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

（银保监发〔2019〕34 号）有关要求，在中关村示范区率先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相关业务试点，引导金融机构和知识产权专业机构

开展创新，加大对科创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支持力度，探

索形成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新模式、新经验，制定以下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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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zcfg18/sfq/197512/index.html 

 东城区科信局：关于印发《东城区提升民营经济活力 促进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有效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着力破解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

问题，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东城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实现东城区产业调整升级，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促进全区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结合东城区实际，提出如下措施。 

详情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fxxgk/dcq11A007/gfxwj22j/201910/17/content_2a5bdb34cae

a44d690583b6be114636b.shtml 

二、项目申报 

 北京市经信局：关于组织征集第五批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

理示范企业（园区）的通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关于征集第五批全国

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企业（园区）的通知》（工运行函

〔2019〕698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开展第五批工

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企业（园区）征集申报工作。 

申报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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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链接： 

https://jxj.beijing.gov.cn/sjxwwzazl/zwxx/tzgg/304450.htm 

 海淀园管委会：2019 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源头创新专项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北京市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

署，支撑北京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引导企业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源头创新，根据《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

设的若干措施》（京海发〔2018〕1 号）、《关于加快中关村科学城

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发展的十五条措施》（海行规发〔2019〕5 号），

制定并发布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源头创新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申报时间：2019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27 日 

详情链接：

http://zyk.bjhd.gov.cn/ztzl/kjcx/Afour/sbzn/ZGCKXC/ZGCKXC/201910/t20191021_4352

304.htm 

 海淀园管委会：2019 年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创新平台建设专项申报

指南 

为贯彻落实国家、北京市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

署，支撑北京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快培

育特色化、引领型的产业生态，根据《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

城建设的若干措施》（京海发〔2018〕1 号）、《关于加快中关

村科学城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发展的十五条措施》（海行规发

〔2019〕5 号），制定发布支持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创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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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申报指南。 

申报时间：2019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27 日 

详情链接： 

http://zyk.bjhd.gov.cn/ztzl/kjcx/Afour/sbzn/ZGCKXC/ZGCKXC/201910/t20191021_435

2306.htm 

三、活动抢先看 

（1）“爱心传递希望  携手点亮梦想”行动计划——赴平泉市偏远

小学扶贫活动 

时  间：2019 年 11 月上旬 

（2）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时  间：2019 年 11 月 20 日 

地  点：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 

（3）人力实务培训：离职经济补偿金、赔偿金、代通知金支付策略 

时  间：2019 年 11 月下旬 

四、企业风向 

【软件+硬件】 

华为发布首款 5G 折叠屏智能手机 Mate X 

10 月 23日，华为正式发布折叠屏手机 Mate X国行版，为国内首个正式上市的折叠屏

http://zyk.bjhd.gov.cn/ztzl/kjcx/Afour/sbzn/ZGCKXC/ZGCKXC/201910/t20191021_4352306
http://zyk.bjhd.gov.cn/ztzl/kjcx/Afour/sbzn/ZGCKXC/ZGCKXC/201910/t20191021_435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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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华为 Mate X采用柔性折叠屏，使用鹰翼式外折方案，展开时可达 8英寸；机身单边

厚度仅为 5.4mm；采用 8GB+512GB 内存组合。华为是全球第二家推出折叠屏手机的企业，

相比率先推出的三星折叠屏手机 Galaxy Fold，mate X更轻薄、更时尚；在 5G技术方面，

Galaxy Fold仅支持 5G NSA 模式，而 mateX支持 NSA/SA 双模。 

（凤凰网科技） 

 

【软件+服务】 

百度 Apollo 美国团队部分业务搬迁回国 

10 月 12日消息，近期自动驾驶百度 Apollo美国团队部分业务搬迁回至北京，让

Apollo产品和落地商业化发展更贴近国内合作伙伴，实现与中国产业化、规模化优势强强

结合。百度表示，相比其他国家，自动驾驶领域中国技术上突破进步明显，应用落地速度

很快，全球落地场景最丰富。同时，中国支持自动驾驶的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优势非常明

显。 

（新浪财经） 

 

快手成为“CBA 联赛官方短视频合作伙伴” 

    10月 23日消息，快手成为 CBA联赛首个短视频平台合作伙伴，与 CBA携手策划

短视频平台的系列篮球活动。目前快手篮球社区文化浓厚，平台上篮球视频创作者数量已

达数百万，关注篮球创作者的粉丝数量上亿，篮球类作品日均曝光次数超过 1.6亿。 

（网易科技） 

 

【云计算】 

亚信科技成为阿里云 MSP 合作计划核心伙伴 

10 月 14日，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订“阿里云

ManagedServiceProvider（MSP）合作计划”协议，成为该计划核心伙伴。“阿里云 MSP合

作计划”是阿里云与管理服务供应商共同开展的关于服务商机、行业解决方案及云管理服

务等方面合作的一项合作计划。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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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与位置服务】 

北斗星通：合作发起设立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 

10 月 16日，北斗星通以自有资金出资 1.45亿参与合作发起设立高精尖产业发展基

金，结合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的投资领域，坚定推行“北斗

+”发展战略，推动“北斗+”航空航天、自动驾驶、智能交通等对北斗导航具有战略引领

并具有极大需求的细分产业。 

（金融界） 

 

超图软件牵手华为阿里加快国产化进程 

10 月 22日消息，超图软件积极对接阿里数据库,为国产化替代提供更强大的 GIS+数据

库组合方案。成为华为“沃土数字平台”标配的 GIS 基础平台软件，华为一直十分看重

GIS在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交通等领域的重要作用，将在此领域与超图软件进行广

泛而深入的合作。 

（证券之星） 

 

五、观点视角 

毕马威全球颠覆者报告：百度、阿里等中国公司上榜 

10 月 15日消息，毕马威近日发布《2019年科技行业创新调查报告》，指出大多数全球

科技行业领导者都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在电子商务领域大展创新身手。电商巨头在应用新技

术——如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无人机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等方面，也始终领先一步。除此之

外，电商巨头也涉足和颠覆其他如食品派送、医疗健康、保险业、能源行业和处方药等行业。

社交网络平台凭借各种独家和原创内容、体育赛事直播、虚拟/增强现实、教育服务以及加

密货币等新颖服务，不断收割用户注意和钱包之后，其创新能力，紧随电子商务之后。 

报告中给出的几大创新业务具体分别为：电子商务 27%；社交网络 22%；数字支付 17%；

娱乐 4%；共享乘车 9%；自动驾驶出行 7%；房屋租赁 4%。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有些领域更容

易在未来因新兴技术的普及，经历大型变革。这些领域包括：通讯、工业制造、医疗健康/

生命科学、航空和国防，以及金融服务业。 

最具颠覆性的公司 

从商业模式细分下去，报告采访了全球科技领导者，关于他们眼中最有可能颠覆其业务

的公司。与商业模式相对应，电商领域的公司上榜最多。排在前十的最具颠覆性公司分别为：

亚马逊（16%）、苹果（16%）、阿里巴巴（15%）、大疆创新（7%）、谷歌（6%）、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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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irbnb（5%）、微软（4%）、Facebook（4%）、百度（4%）。中国的腾讯、滴滴和

小米分别排在 11、12和 14位。 

最受欢迎的应用 

报告同时调查了科技领导者眼中最受欢迎的应用。显然，社交媒体应用大受欢迎。2019

年，约有 30 亿人在他们的手机上使用社交媒体应用，同比增长 10%以上。另据统计，2018

年，全球数字用户花费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为平均每天 2小时 22 分钟，相比五年前，所花

的时间提高了 49%。即时通讯和娱乐应用暂居社交媒体应用之后。百度和微信分别第 13 和

15受欢迎的应用。 

科技高管和千禧一代眼中的创新领导者 

谁是全球最具科技创新远见的人物？对于这个问题，毕马威的报告分别采访了全球科技

领导者和千禧一代的年轻人。有趣的是，在两类人群各自给出的前十最具创新领导者榜单中，

七人重复出现，尽管排名略有不同。可见，在科技从业者眼中，不管是高管还是年轻一代，

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总是更具创新远见。 

在科技高管和千禧一代眼中，均是十分出色的创新领导者有：伊隆·马斯克、马云、比

尔·盖茨、杰夫·贝索斯、马克·扎克伯格、桑德尔·皮猜、蒂姆·库克。和科技高管不同

的是，千禧一代认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和小米创始人雷军，都是富有创新远见的领导者。 

（新浪科技） 

 

大咖齐聚世界互联网大会 热议新技术新业态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多位全球互联网领军人物及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 5G、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发展。 

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表示,面对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互联网企业应该与产业和

社会展开更紧密的协作,不但要善用自身的技术创新,丰富网络治理的“工具箱”,还要努力

成为汇集产业力量的“连接器”,并加强与高校、专家、三方机构和国际社会的长期合作,做

专业、可信赖的“生态共建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

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是能切切实实感觉到的。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去自主开发重要

技术；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尽量促成全球化合作，促成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共享和共治。李

彦宏还首次提到“智能经济”新趋势。他认为，数字经济正在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

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智能经济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活力，是拉动全球经济重新向上的核

心引擎。 

360 集团董事长周鸿祎提到,数字经济发展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给政府管理、社会运转、城市运行等带来数字化机会的同时,也使网络

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360全视之眼——0day漏洞雷达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数亿个人用

户和大量政企单位,每天感知异常行为超过 5 亿次,成功发现和阻止了几十起高级安全威胁。 

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表示,推动信息消费的升级，数字经济发展要从“拼增速”升级为

“拼质量”。消费升级不能漏掉信息消费内容的升级，在 AI 替代人之前，要重视对于人的

投资，通过技术手段来提炼出对人有价值的信息，这才是未来重要的升级方向。 

猎豹移动 CEO 傅盛指出,他对机器人的定义是以 AI 能力为核心的,有软件+服务+硬件的

设备。核心就是无须学习的交互方式,它的视觉语言就可以跟你沟通,为你服务。我们今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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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超 20 个场景布置了超过 5000 台服务机器人,每天服务次数超过 200 万次,累计服务人

次超过 1.3 亿次,这些服务岗不仅使得服务变得更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和用户产生交

互,服务机器人可能是巨大的产业。 

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表示,新技术时代的数字化进程亟需把握两个重点:一是数字化

好不好,用户说了算；二是网络信息必须是安全的。 

（本刊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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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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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可信华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可信计算,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2 
华澜微电子（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 
副会长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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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计算,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能源互

联网,互联网教育,开源

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4 
北京汉龙思琪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其他 其他 

5 
北京数科网维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理事单位 其他 其他 

6 
北京深之度科技有限公

司 
理事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金融,其他 

7 
北京 ABB 电气传动系统

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物联网,能源电力,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 
机械工业 

8 
品正远致（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智慧城市,虚拟现实,云

计算,物联网,其他 

环保,电子信

息,其他 

9 北京领示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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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电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可信计算,开源及基础软

件 
电子信息 

11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 
理事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12 山东微创软件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可信计算,其他 
电子信息,其

他 

13 
北京安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外

包,互联网,互联网教育,

其他 

医疗与健康,

电子信息,其

他 

14 
北京大友睿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 

15 
北京集趣互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其他 

16 
北京华电科能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17 
北京天识睿华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

网络安全,物联网,互联

网 

环保,电子信

息,旅游业 

18 
英泰伟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电子商务,互联网 

电子商务,其

他 

19 北京大简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物联网 其他 

20 
北京建龙浩宇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21 
北京艾森思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22 
北京六合智信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大

数据 
环保,其他 

23 
北京春秋永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服

务外包,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电

子商务,会展

业 

24 
启藤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 

25 
北京江娱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动漫游戏 电子信息 

26 
国网思极网安科技（北

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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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 

电子信息 

27 
北京华晟云联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互

联网教育 
机械工业 



 

12 
 

28 
北京深度制耀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 

29 
北京优视朗科技有限公

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电子信息 

30 
北京中盾安华数码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 电子信息 

31 
北京智通博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 

32 
北京网达立信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服

务外包,互联网,开源及

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电

子商务 

33 
北京中和信达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

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新能源,金融

业,电子商务,

房地产业 

34 
北京东方坦达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 
电子信息 

35 
北京安信立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36 
北京腾信睿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外

包 
电子信息 

37 
北京捍御者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物

流业 

38 
北京弘方元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 其他 

39 
北京北方新视野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军民融合装备 电子信息 

40 
北京华信科创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能源电力 新能源 

41 
北京鸿源码斋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智慧医疗,服务外包,

电子商务,互联网 

医疗与健康,

电子信息,电

子商务 

42 
星环众志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43 北京枫数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44 北京杰希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 

电子信息 

45 
北京安信天行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金融业,医疗

与健康,其他 

46 
北京亿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 电子信息 



 

13 
 

47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开

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其

他 

48 
北京福通云创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大数据,服务

外包 
其他 

49 
北京尉辰博研咨询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50 
北京至善多德文化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51 
北京宏科高软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52 
北京力创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慧城市,云计算,物联

网 
房地产业 

53 
北京左医健康技术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医疗与健康 

54 北京清冕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位置导航 电子信息 

55 
北京英创思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大数据 电子信息 

56 
北京百望智云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 电子信息 

57 
北京易耐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电

子商务 

商业零售业,

电子商务 

58 
北京昊山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位置导航,人工智能,大

数据,空间信息,智能制

造,开源及基础软件 

机械工业,其

他 

59 
北京吉大正元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60 
北京琦思智慧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教育 
电子信息 

61 
志岩软件（北京）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电子信息 

62 
北京晶品赛思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智能制造 其他 

63 
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互联网 其他 

64 北京久道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65 
俊泰行（北京）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 其他 

66 
北京兴财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开

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其

他 

67 
北京航天华世工业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机械工业 

68 北京昀盛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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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北京杰克帕特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70 北京腾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其他 电子信息 

71 
北京华雨天成科技有限

公司 
会员单位 视听产业 其他 

72 北京德然技术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

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医疗与健康,

其他 

73 
中安锐达（北京）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位置导航,军民融合装

备,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机

械工业 

74 
北京华安云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网络安全 其他 

75 北京君风科技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

人工智能,云计算,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商

业零售业,电

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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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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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家软件企业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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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视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博雅仟恒软件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北京赢科天地电子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北京大简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北京安可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北京华电科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北京艾森思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北京中电翔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北京中软启信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北京建龙浩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http://www.bs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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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北京博超时代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中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北京虹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北京宜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北京信唐普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北京小牛奔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1 北京云基物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智慧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春秋永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博衍思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颐养自在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北京大友睿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中电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中盾安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北京优视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深度制耀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北京中软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北京博瑞开源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绿盾征信（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北京枫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德联易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英泰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8 北京北方新视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北京佳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共友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北京谦润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北京上下文系统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中交信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炎黄新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中电国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北京华杰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北京迈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北京同创永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北京普元智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中国航空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和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中科威荣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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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北京东港嘉华安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北京至善多德文化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尉辰博研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简单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海博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银都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华雨天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久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巨洲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拓普丰联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北京天广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福通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北京宏科高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北京融易通捷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7 北京易诚互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易诚互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北京奇虎测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云章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联龙博通电子商务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多信慧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北京腾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普康迪（北京）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北京力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北京十环信息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北京锥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9 北京昱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北京思源政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爱可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北京中恒天威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北京英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北京航天通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北京云建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北京华信杰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北京百望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北京易耐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信达智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北京琦思智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李龚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腾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北京图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95 爱信诺征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北京联和利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东蓝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华信瑞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天大天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六合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翰海博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智盟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柠檬微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新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启藤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0 北京领示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1 国网思极网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2 北京梦天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3 北京奇凡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4 志岩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5 北京腾信睿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6 云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7 北京猿创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18 北京联众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19 北京江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0 北京泰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1 北京江娱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2 北京昊恩星美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3 星环众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4 北京杰希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5 北京盛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6 北京易用联友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7 北京热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8 北京清飞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29 北京华信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30 中环天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31 北京银河欣源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32 北京无极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33 北京晶品赛思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34 北京意隆鑫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135 国能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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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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博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 档案数字化加工管理系统软件【简称：ArchivePro】V1.0 行业管理软件 

3 信息资源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 智能水处理大数据云平台 V4.0 行业管理软件 

5 城市综合治理指挥调度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 烟草片烟物流跟踪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 永乐二维码电子票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 基于 RFID 技术的产仓配出信息化管理赋值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 智慧工厂管理系统 V1.1 行业管理软件 

10 铁路交通事故统计分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 [简称：基层治理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 方正智能家居管理平台（IOS）[简称：智能家居]2.0.0 行业管理软件 

13 方正智能家居管理平台（Android）[简称：智能家居]2.0.0 行业管理软件 

14 方正智慧养老综合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5 方正智慧社区政务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6 方正智慧健康管理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7 方正灵控智能家居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8 作业资源计划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9 退离休人员服务管理平台[简称：退离休服务]V1.0 行业管理软件 

20 退离休人员服务 APP[简称：退离休人员 APP]V1.0 行业管理软件 

21 退离休服务工作人员 APP[简称：退离休工作人员]V1.0 行业管理软件 

22 智慧消防云平台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23 安全智电管理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24 谦润和采购计划智能评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易补贴管理系统【简称：ESMS]V2.0 行业管理软件 

26 航空公司逾重行李收入保护系统【简称：RPEX】V2.0 行业管理软件 

27 客运促销奖励结算管理系统【简称:CI】V2.0 行业管理软件 

28 货邮收入管理平台【简称：CMRM】V2.0 行业管理软件 

29 本票销售报告系统【简称：HTR】V1.0 行业管理软件 

30 安软小企业开票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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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华雨天成网络音像（视听）审核播控平台视频审核系统[简

称：视频审核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3 捷航航班计划库存管理平台[简称：Jetair-ICS]V1.0 行业管理软件 

34 污染源大数据监测及分析系统 1.0 行业管理软件 

35 业务信息可追溯系统 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呼叫中心系统 1.0 行业管理软件 

37 云章 EDI 经销商数据交换系统软件【简称：云章 EDI】V5.0 行业管理软件 

38 CPLUS 互联网金融分销平台[简称：C+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39 易用全面预算管理系统[简称：预算管理系统]V2.0 行业管理软件 

40 智慧物业云平台 V1.03 行业管理软件 

41 空间信息三维可视化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智慧水务与海绵城市大数据分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3 水槽控制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4 生产管理软件系统[简称：MES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5 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6 HXT 智能录制导播直播系统[简称：HXT 智能录播系统]V1.0 教育软件 

47 工业自动化控制器与对象仿真系统［简称：COSAI］V5.0 教育软件 

48 网校项目管理发布系统[简称：发布系统]V1.0 教育软件 

49 双师未来黑板在线教学软件 V1.0 教育软件 

50 双师理科学生辅导软件（IOS端）[简称：理科辅导 app]V1.0 教育软件 

51 双师理科回显授课软件（pc 端）V1.0 教育软件 

52 培优双师备播制作工具软件[简称：备播制作工具]V1.0 教育软件 

53 双师理科互动学习软件（pc 端）V1.0 教育软件 

54 双师备播视频分发系统 V1.0 教育软件 

55 双师备播教学软件（客户端）[简称：双师备播客户端]V1.0 教育软件 

56 日志中心服务平台系统[简称:日志中心]V1.0 教育软件 

57 规划师教学课程规划学习软件[简称：规划师]V1.0 教育软件 

58 波塞冬 API 网关系统 V1.0 教育软件 

59 ODS 基础数据实时同步系统[简称：ODS 实时同步]V1.0 教育软件 

60 CRM 销转质检订单管理系统[简称：CRM 系统]V1.0 教育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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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BI 数据管理系统[简称:BI 系统]V1.0 教育软件 

62 XES MALL 线上用户服务平台(IPAD 端)[简称：XES MALL]V1.0 教育软件 

63 

学而思老师教学利器授课软件(Android 端)[简称：学而思老

师 app]V1.0 教育软件 

64 

学而思老师教学利器授课软件(IOS 端)[简称：学而思老师

app]V1.0 教育软件 

65 教师教学情况智能统计平台 V1.0 教育软件 

66 班课业务统一管理平台[简称：班课管理平台]V1.0 教育软件 

67 教师考勤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68 教学授课基础业务管理云平台 V1.0 教育软件 

69 教学业务教室统一管理平台[简称：教室管理平台]V1.0 教育软件 

70 工作任务流平台系统[简称：工作流平台]V1.0 教育软件 

71 线上营业厅课程报名平台 V1.0 教育软件 

72 学而思教室 app 后台管理系统[简称：教师端后台]V1.0 教育软件 

73 

XESMAll 线上用户服务平台（服务端）[简称：XES MALL 服务

端]V1.0 教育软件 

74 学而思学生学习辅导软件（家长端）[简称：学而思 app]V1.0 教育软件 

75 BOOK 模板排版设计软件[简称：BOOK 系统]V1.0 教育软件 

76 在线小组课互动教学授课软件 V1.0 教育软件 

77 3D 教学课件制作软件 V1.0 教育软件 

78 在线小组课互动学习软件（IOS 端）V1.0 教育软件 

79 i 进步用户后台管理系统 V1.0 教育软件 

80 教研题库订单管理平台[简称：题库订单平台]V1.0 教育软件 

81 在线小组课互动教学辅导软件 V1.0 教育软件 

82 在线教学讲义邮寄系统 V1.0 教育软件 

83 在线小组课互动学习软件（PC端）V1.0 教育软件 

84 i 进步教师教研备课平台 V1.0 教育软件 

85 云学习智能教学软件（IOS 端）V1.0 教育软件 

86 云学习智能教学软件（Android 端）V1.0 教育软件 

87 万象数据服务平台 V1.0 教育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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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教师教学业务管理系统（移动端）[简称：教师 APP]V1.0 教育软件 

89 辅导老师线上作业批改软件 V1.0 教育软件 

90 爱智康教师备课系统（pc 端）[简称：教师系统]V1.0 教育软件 

91 爱智康 CRM 管理中心系统 V1.0 教育软件 

92 IPS 智能学习校验系统[简称：IPS 校验端]V1.0 教育软件 

93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简称:CRM 系统]V1.0 教育软件 

94 简单智课堂系统[简称：简单智课堂]V1.10 教育软件 

95 百朗职业资格培训在线学习系统[简称：职考宝典]V1.0 教育软件 

96 

原子钟机房监测与控制系统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of Atomic Clock Room[简称:MCAC]1.0 控制软件 

97 工业自动化通用组态软件[简称：组态王]V6.53 控制软件 

98 工业自动化通用组态软件[简称：组态王]V6.6 控制软件 

99 工业自动化通用组态软件[简称：组态王]V6.55 控制软件 

100 工业自动化通用组态软件[简称：组态王]V7.5 控制软件 

101 工业自动化通用组态软件[简称：组态王]V7.52 控制软件 

102 KingSCADA 系统 V3.53 控制软件 

103 KingSCADA 系统 V3.7 控制软件 

104 燃气专版 SCADA 系统[简称 KingGAS]V3.52 控制软件 

105 工业数据计算分析系统平台[简称：计算分析平台]V3.1 控制软件 

106 工业实时历史数据库管理软件[简称：KingHistorian]V3.51 控制软件 

107 KingSCADA3.5 系统 V3.5 控制软件 

108 工业实时数据采集与控制服务软件[简称：KingIOServer]V3.7 控制软件 

109 数据通讯平台[简称：KingOPCServer]V3.5 控制软件 

110 KingFusion 管控一体化全组态平台[简称：KingFusion]V3.0 控制软件 

111 利亚德 LED 大屏幕综合运维服务云平台软件 V2.0 控制软件 

112 利亚德领秀综合播控系统软件 V2.0 控制软件 

113 高清 LED 显示系统控制软件[简称:LED 显示控制软件]V1.0 控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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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指挥中心 LED 综合信息发布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15 

精显时代电子显示屏多媒体播放系统软件[简称：精显时

代]V1.0 控制软件 

116 HHiODS 智能生产远程监控软件[简称：HHiODS]V3.0 控制软件 

117 领示科技 SILA 结构完整性评价及概率损伤容限分析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18 泰豪基于 RFID 技术的物联网资产管理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19 瑞风电子档案综合管理系统 V3.0 信息管理软件 

120 华电科能高速路产管护系统应用软件 V1.2 信息管理软件 

121 

云计算 LTE-EPC 核心网高性能 MME 应用软件［简称：LTE 核心

网 MME］V1.00 信息管理软件 

122 方正灵秀智慧展销平台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3 装备战斗力生成支持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4 猿创源云商城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5 J 博士投资管理系统[简称：J博士]V1.5890 信息管理软件 

126 消防物联网智能信息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7 左医健康数据管理平台系统[简称：数据管理平台系统]V1.0.0 信息管理软件 

128 TBC 数据交换平台[简称：TBC data exchange system]V1.0 信息管理软件 

129 

塔湾尸体解剖语音信息取证采集系统软件[简称：塔湾尸检音

像采集系统]V3.1 信息管理软件 

130 清流智慧运维平台[简称：清流运维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1 Cheese MZ 媒体资源管理系统 V2.3 信息管理软件 

132 志岩话单及银行账单分析系统[简称：ZLDA-PBBS]V3.19 信息管理软件 

133 

TalkingData 客流运营平台系统软件【简称：客流运营平台】

V2.0 信息管理软件 

134 

TalkingData 移动运营平台【简称：移动运营平台，AE+】

V5.0 信息管理软件 

135 舆情监测网络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6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管理系统[简称：跨境电商综合服

务平台]V1.0 操作系统 

137 EMS 全生命周期设备管控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38 领示科技 AutoQUEST 工业超声三维成像及缺陷定量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39 

英泰伟业彩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简称：IWT Lottery 

CRMS]V3.0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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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华信科创风电机组在线监测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41 SDR 宽带频率电子封控（频率干扰）系统操作软件 V1.0 操作系统 

142 SDR 宽带频率电子封控（频率干扰）系统控制软件 V1.0 操作系统 

143 北大法宝智能立法平台[简称：智能立法平台]V1.0 操作系统 

144 

北京福通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区块链管理系统【简称：区块链管

理系统】V1.0 操作系统 

145 塔湾三维立体扫描仪软件[简称：塔湾三维扫描软件 ]V1.8 操作系统 

146 资产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47 一网通办服务系统[简称：GRC.USS]V7.5 办公软件 

148 督办管理系统[简称：GRC.EM]V7.5 办公软件 

149 合同管理系统软件[简称：DCI.Indi.Contract]V7.0 办公软件 

150 制度管理系统[简称：GRC.ISMS]V7.5 办公软件 

151 行政审批互动平台[简称：审批互动平台]V1.0 办公软件 

152 

永中 OfficeFT 办公云平台【简称：永中 OfficeFT 办公云】

V1.0 办公软件 

153 永中 OfficeFT 专业版办公软件 V7.0 办公软件 

154 

永中 Office2016 专业版办公软件【简称：永中 Office 专业

版】V12 办公软件 

155 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 IT 治理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56 集趣人事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57 百融风险决策引擎标准版系统软件[简称：风险决策引擎]V1.0 工具软件 

158 百融关系图谱标准版系统软件[简称:百融关系图谱]V1.0 工具软件 

159 百融循环授信白名单系统软件[简称:百融软件]V1.0 工具软件 

160 

百融用户评估设备反欺诈系统软件[简称：设备反欺诈软件] 

V1.0 工具软件 

161 百融现金贷风控建模系统软件[简称:百融软件]V1.0 工具软件 

162 巡店管理系统软件[简称：巡店软件]V1.0 工具软件 

163 优加智能综合运维平台[简称：U+Ops]V3.0 工具软件 

164 综合配置管理平台[简称：CMDB 平台]V2.0 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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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IT 运维管理平台[简称：ITOM]v1.0 工具软件 

166 智能运营平台 V2.0 工具软件 

167 自动化运维平台 v2.0 工具软件 

168 

大型有限元分析海量计算结果数据三维可视化系统[简称：海

量数据三维可视化]1.0.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9 方正数据中心监控管理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0 方正大数据可视化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1 上下文实时关联计算系统[简称：Contextpool]V2.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2 

星环众志多维数据分析社区版软件【简称：Transwarp Rubik 

Community Edition】V6.1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3 至善多德大数据存储分析管理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4 博研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应用系统平台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5 蝉鸣多用户操作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6 上下文分布式文件索引系统[简称：Contextpool-NEXFIT]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7 

易耐网-耐火材料交易平台［简称：易耐网耐材交易平台］

V1.0.1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8 

TalkingData Analytics Enterprise 移动应用数据统计分析

平台【简称：TalkingData Analytics Enterprise】3.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9 物联网应用管理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0 DIP 机器翻译系统［简称：DIP MT 系统］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1 枫数大数据平台[简称：枫数平台]V2.0 网络应用软件 

182 方正云安全应用防御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3 方正云安全抗 DDOS 防御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4 方正网络运维监控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5 ieGuard  校园思维支撑系统[简称：ieGuard 校园思维]V3.0 网络应用软件 

186 智能云培训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7 清飞智能仿真头模性能检测系统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88 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系统[简称：天气现象识别仪]V1.0 图形图像软件 

189 大型电力电气工程设计软件【简称：EAP】V14.0 图形图像软件 

190 大友睿成多媒体展示平台[简称：多媒体展示平台]V1.0 图形图像软件 

191 六方领安工业审计系统【简称：工业审计】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2 六方领安工业防火墙系统【简称：工业防火墙】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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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德然智能录播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4 世界争霸手机版游戏软件【简称：世界争霸】V1.0 游戏软件 

195 怪兽消消消游戏软件[简称：怪兽消消消]V2.0 游戏软件 

196 宾果消消消游戏软件[简称：宾果消消消]V1.0 游戏软件 

197 艾森思排水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软件 V2.0 网络系统 

198 杰希人证比对算法软件 V1.0 网络系统 

199 博瑞业务组合平台【简称：C-4 智能平台】V4.0 中间件 

200 

百望智云大数据分析挖掘集成平台系统［简称：百望智云大数

据分析挖掘集成平台］V1.0 中间件 

201 桌面终端管理系统 [简称：桌管]V2.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02 

清冕科技 Pelion 卫星导航显示控制评估软件[简称：Pelion

软件]V1.0 地理信息软件 

203 3Dvoms 智慧运维仿真平台[简称:运维仿真平台]V1.0 行业应用软件 

204 人工智能视频内容审核系统 V1.0 互联网服务 

205 异性纤维检除机软件 V1.0 模式识别软件 

206 试剂安全管理系统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07 科技文献内容规范处理系统 V1.0 数据处理软件 

208 新能源快速频率响应系统 V1.0 数据挖掘 

209 DevOps 管理平台[简称：DevOps 平台]V1.0 云平台 

210 智能辅助诊疗支持系统 V1.0 智能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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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