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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公共卫

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特别是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能力短板，调整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高平战结合能力，强

化中西医结合，集中力量加强能力建设，补齐短板弱项，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

力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详情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5/t20200522_1228686_ext.html 

 

➢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双创示范基地创业就业 “校企

行”专项行动的通知 

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提升“双创”服务“六稳”特别是

稳就业作用，拓展创业带动就业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教

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双创示范基地创业就业“校企行”

专项行动，依托企业和高校双创示范基地，以“六个一批”重点任务

为抓手，搭建协作平台，加强资源对接，提升服务水平，为大学生就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5/t20200522_1228686_e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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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业营造更好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详情链接：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5/t20200508_1227697_ext.html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业大数据是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数据的总称，包括

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环节中生成

和使用的数据，以及工业互联网平台中的数据等。为贯彻落实国家大

数据发展战略，促进工业数字化转型，激发工业数据资源要素潜力，

加快工业大数据产业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c7909794/content.html 

 

➢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的通知 

移动物联网（基于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物联网技术和应用）是新

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5G、

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的决策部署，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现就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

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0/c7901465/content.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5/t20200508_1227697_ex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c7909794/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0/c790146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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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提升民营经济活力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精神，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长期稳定的市场化、法治化、制

度化发展环境，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开放、规范发展，特别是减轻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化危为机，

结合本市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详情链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5/t20200507_1891088.html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20 年第

一批北京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

项的通知 

为做好本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工作，

根据《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8〕27 号，附件 1）、《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 号，附件 2）、《关于

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19 年第 68 号，附件 3）的规定，现就 2020 年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5/t20200507_1891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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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链接：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5/t20200515_1898763.html 

 

二、项目申报 

➢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 2020 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的通知 

根据《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工信部

企业〔2017〕156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就组织推荐 2020

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以下简称示范平台）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917507/content.html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关于开展北京市高精尖产业技能提升

培训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京政办发〔2019〕

18 号），依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精尖

产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京科发〔2020〕3 号），

现就企业申报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智能装备、节能环保、软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5/t20200515_1898763.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91750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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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信息服务等高精尖产业领域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申报时间：首次申报时间为 6 月 1－5 日，以后申报时间为每季

度前两个月。 

详情链接：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5/t20200520_1903893.html 

 

➢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申报

2020 年第一批政策支持资金项目的通知 

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19〕6 号）、《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中科

园发〔2019〕20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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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园发〔2019〕21 号）及相关实

施细则，我委组织开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

示范区）2020 年第一批政策支持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

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6 月 17 日。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800139/index.html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5/t20200520_1903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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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管委会关于征集中关村示范区新零售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案例的通知 

为加快推动我市新零售技术应用推广，培育壮大新零售产业，推

动传统商业服务业升级，特面向中关村示范区各类创新主体广泛征集

一批新零售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案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5 月 31 日。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803849/index.html 

 

➢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申报 2020 年度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促

进专项的通知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科

技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个高精尖产业的指导意见》《北京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提升科技服务业对首都经济发展

和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市科委启动 2020 年度

北京市科技服务业促进专项征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中午 12 点前。 

详情链接：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0/5/14/art_736_518376.html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803849/index.html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0/5/14/art_736_518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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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征集快速检测系统及医疗器械研发项

目的通知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科技需求，为解决制约医疗器械发展的

关键技术，引导企业开展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培育和推动我市高端

医疗器械的发展，现面向我市企业、研究机构征集快速检测系统，救

治、监护设备，以及关键原料、核心部件研发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方向 1：不同场景的核酸检测系统；方向 2：可用于紧急危重病人救

治、监护设备；方向 3：高端医疗器械的关键原料和核心部件。 

申报时间：2020 年 6 月 6 日前。 

详情链接：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0/5/25/art_736_519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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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标、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资助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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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使用费出

口资助部分）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网上申报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23 日；资助

金申报表上传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至 6 月 30 日。 

详情链接： 

http://zscqj.beijing.gov.cn/art/2020/5/15/art_5652_518448.html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0/5/25/art_736_519646.html
http://zscqj.beijing.gov.cn/art/2020/5/15/art_5652_518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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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抢先看 

（1）在线直播| 北京市政策解读系列活动（一） 

时  间：2020 年 6 月 2 日 

（2）在线直播| 北京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交流会第六期（云计算专题） 

时  间：2020 年 6 月中旬 

（3）在线直播| 北京市知识产权贯标解读 

时  间：2020 年 6 月中旬 

（4）在线直播|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辅导培训会 

时  间：2020 年 6 月中旬 

（5）在线直播| 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解读 

时  间：2020 年 6 月中旬 

（6）在线直播| 北京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交流会第七期（集成专题） 

时  间：2020 年 6 月中旬 

（7）在线直播| 技术实战系列（八） 

时  间：2020 年 6 月中旬 

（8）在线直播| 技术实战系列（九） 

时  间：2020 年 6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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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线直播| 2020 北京软件名人论坛 

时  间：2020 年 6 月下旬 

 

四、行业动态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

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

前的困难、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

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

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

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

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新华网） 

 

微软 Build 开发者大会拉开序幕 

5 月 19 日，一年一度的微软 Build 开发者大会拉开序幕。大会的舞台从往年的美国西

雅图搬到了线上，同时发布的新产品和新升级也几乎面向开发者。微软 CEO萨蒂亚·纳德拉

谈到，目前 GitHub上的开发者已超过 5000万人，Power Platform上的开发者也超过了 350

万人。而微软也将为开发者提供一系列提高工作效率的开发工具和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生

产力。会上，微软还推出 10项硬核新品。 

 一、AI 超级计算机亮相，针对大规模分布式 AI模型训练 

微软表示，这台超级计算机的性能位列全球前五，共包含 28.5万个 CPU 核心和 1万个

GPU，每个 GPU 网络带宽为 400Gb/s。经研究人员实验，该超级计算机已经能够实现大规模

AI模型训练，可深入了解语言语法、知识概念和上下文内容的细微差别。同时，它还可以总

结冗长的对话、在实时游戏中进行适度对话、解析复杂的法律文件，甚至通过搜索 GitHub

生成代码。 

二、Microsoft Cloud for Healthcare：提升医疗护理效率 

在微软看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几乎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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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医疗保健业务的正常运行，大大降低了患者治疗和护理的效率。针对这一问题，推出了其

首个针对特定行业的云产品——Microsoft Cloud for Healthcare，支持微软 Teams中的

新 Bookings应用程序，护理人员能够在 Teams中安排、管理和进行患者的虚拟就诊，并提

供相应服务，进一步增强患者沟通、护理团队的协作和管理效率。基于 Microsoft Cloud for 

Healthcare扩展的 Microsoft Healthcare Bot服务，自今年 3月以来已有超 1600个 COVID-

19 机器人实例投入使用，服务了 23 个国家的 3100 万人，进一步减轻相关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紧急热线压力。 

三、工业系统 AI 开发平台 Project Bonsai 

Project Bonsai 是一个用于构建自主工业控制系统的 AI 平台，也是一项“机器教学”

服务，它结合机器学习、校准和优化功能，能够为制造、化工、建筑、能源和采矿等行业机

械的核心控制系统提自主化，以更好地管理各类工业设备。 

四、Project Reunion：统一 Windows应用生态平台 

微软此次推出 Windows 开发者平台 Project Reunion，主要目的就是在于统一 Windows

的应用生态平台，通过融合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UWP）和 Win32的现有 API，让

开发者能够摆脱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限制，轻松实现跨平台开发。微软将在两者间添加更多

通用的 API和可互操作代码。这将为应用程序提供一个通用平台，帮助用户使用最新功能更

新，以及现代化现有应用程序，无论是 C++、.NET（包括 WPF、Windows Forms、UWP），还

是 React Native。 

五、DeepSpeed 库升级，微软图灵模型开源 

DeepSpeed 主要为跨多台服务器进行分布式模型训练而设计，ZeRO 是一种将大型模型

拟合到内存中的技术，通过减少数据并行中的内存冗余以实现结果。ZeRO-1 包含模型状态

内存优化，ZeRO-2 则提供了激活内存和碎片内存的优化。同时，ZeRO-2还针对单个 GPU上

的训练模型进行了改进。据悉，ZeRO-2训练模型的速度比谷歌 BERT提升 30%。 

六、Azure Synapse Link：可对实时运营数据进行分析 

Azure Synapse Link能够让用户通过 Azure Synapse Analytics中的实时操作数据，

直接获得分析结果，无需进行提取、转换或加载步骤。同时，它还能将实时数据与现有的分

析存储库结合，以获得相关业务的整体视图。     

七、WSL 2 新增对 GPU、Linux GUI 应用程序的支持 

WSL 2新增几项特性，包括对 GPU、Linux GUI应用程序的支持，以及简化安装体验。

一方面，WSL 2支持 GPU计算工作流，使 Linux工具能够利用 GPU为一系列开发场景进行硬

件加速，例如并行计算、训练 AI 和机器学习模型。该功能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更新。另一

方面，WSL 2 将支持 Linux GUI 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在打开一个 WSL实例时直接运行 Linux 

GUI应用程序，无需第三方服务器。 

八、Microsoft Teams 平台功能 

在疫情期间，Microsoft 365 核心组件 Microsoft Team智能会议平台的使用量出现了

大幅度的增长。Microsoft Team的单日参会量已超过 2亿，产生了超过 41亿分钟的会议记

录。目前 Teams 每天有超过 7500万活跃用户，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在 Teams 上进行文件

共享、协作或交互。因此，微软针对线上会议的庞大需求，对 Microsoft Teams 进行一系列

功能更新，其中包括扩展 Visual Studio 和 Visual Studio Code，让开发者能使用自己熟

悉的工具对 Teams应用进行开发等。 

九、开源并升级 Fluid Framework 

微软宣布将开源 Fluid Framework，同时还针对其协作形式进行一系列升级，主要体现

在 Outlook和 Office.com 中。一方面，用户可以在网页版 Outlook 中插入图表、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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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用户的销售数据、项目任务和研究报道等资料保持实时更新；另一方面，用户可创建

和管理 Fluid工作区，如文档活动源和推荐列表，或在 office.com中进行搜索。由于 Fluid 

Framework组建是轻量级的，因此用户可即时编辑。 

十、提供负责任的机器学习工具 

微软决定在 Azure 机器学习和 OSS 工具包中发布负责任的机器学习工具，通过改善模

型的可解释性来减少不公平性，并确保数据隐私和机密性，进一步帮助开发者更负责任地部

署 AI 模型。一方面，它通过将 Fairlearn与 Azure 机器学习结合使用，让开发者和数据科

学家可利用专门的算法来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更公平的结果。另一方面，它通过将新的

WhiteNoise 差异隐私工具包与 Azure 机器学习结合，让数据科学团队能够构建机器学习解

决方案，在保护隐私的同时防止个人数据的重新标识。 

（智东西） 

 

华为分析师大会 2020 举行 

5 月 18日-20日，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 2020在华为总部举行。华为介绍了云与计算 BG

的华为云、计算、数据存储与机器视觉三条业务线过去一年的业绩情况，并宣布华为今年计

划投入 2亿美元发展计算产业生态，并且在全球发展 200万开发者。 

三大业务线成绩喜人 

在华为云方面，经过几年的发展，华为云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第三、全球第六的云服务提

供商。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华为云 ModelArts 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用量同比增长了 133倍，

华为云国际 OBS服务同比增长了 537倍，ECS同比增长了 31倍，其他像 CDN、云数据、数据

库、视频等服务也大幅增长。 

在计算业务领域，华为致力于打造多样性算力，去年发货量实现了同比 8%的增长。在

AI计算方面，华为 AI 计算集群 Atlas 900在鹏城云脑等用户中得到了很好地应用。 

数据存储业务同样增长迅速。根据华为公开的信息，华为数据存储业务过去八年的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了 39%，全闪存存储产品 2019年实现了同比 60%的增长，并且连续八个季度蝉

联全球全闪存存储增速第一，海量存储则取得了 54%的同比增长。 

华为云步入快车道 

目前，华为云与计算产业生态发展迅速，华为云合作伙伴达到了 10000家，华为云技术

合作伙伴及计算领域合作 ISV 的数量超过了 3500 家，华为云合作伙伴云市场上架应用以及

计算领域合作伙伴获华为认证解决方案的数量超过 5000 个，云与计算全球生态创新中心达

到 37个。华为云已上线 23类 210多个云服务，190多个行业和通用解决方案，与伙伴在全

球 23个地理区域运营 45个可用区，并且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云服务提供商。 

（凤凰网财经） 

 

2020 百度夏季云智峰会：重磅发布 AI 中台、知识中台 

5 月 18日，“ABC SUMMIT 2020 百度夏季云智峰会”在线上召开。百度智能云全新战

略、新架构首次亮相，AI中台、知识中台两大创新平台及 8大全新行业解决方案重磅登场。 

新架构分为三层，底层是百度大脑，包括基础层、感知层、认知层和安全，是百度核心

技术引擎。中间是平台，包括通用的基础云平台、AI 中台、知识中台，以及针对场景的平台

和其他关键组件。上层的智能应用和解决方案将为各行各业赋能。 

AI 中台和知识中台是本届云智峰会的两大亮点。依托百度大脑全面、领先的 AI 能力，



 

12 

百度智能云发布 AI 中台，帮助企业搭建自己的 AI 平台，让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快速、

高效地实现 AI 解决方案。AI 中台是每个企业智能化升级必备的基础设施，包括 AI 能力引

擎、AI开发平台两大核心能力以及管理平台。AI 能力引擎为企业提供百度已有的 250 多项

成熟的 AI 能力，AI 开发平台拥有深度学习开源框架“飞桨”。“知识中台”属业内首创，

基于百度多年积累的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语义理解、智能搜索等 AI 核心技术

打造，是全周期、智能化的企业知识赋能平台。知识中台可以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知识生

产、组织和应用能力，满足业务场景智能化的需求，解决大多数企业缺乏构建和运用知识能

力的痛点。 

（搜狐网） 

 

百度公布飞桨全景图 发布 35 项全新内容 

5月 20日消息，由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与百度联合主办的“WAVE SUMMIT 

2020”深度学习开发者峰会以线上形式召开。 

会上，百度发布了最新的飞桨全景图，由飞桨开源深度学习平台和飞桨企业版两大版块

构成。飞桨开源深度学习部分，包含核心框架、基础模型库、端到端开发套件与工具组件；

飞桨企业版则基于飞桨开源深度学习平台，包含零门槛 AI开发平台 EasyDL和全功能 AI开

发平台 BML。此次飞桨官方模型库新增 39个算法，算法总数 146个，预训练模型 200多个；

全新发布 3个端到端开发套件：PaddleClas图像分类、Parakeet语音合成和 PLSC海量类别

图像分类；升级 PaddleDetection目标检测开发套件的模型数量、性能和产业应用能力。 

峰会上，飞桨联合英特尔、英伟达、arm中国、华为、MediaTek、寒武纪、浪潮、中科

曙光等启动共建硬件生态合作圈。与此同时，飞桨发布了百度“星辰计划”开发者探索基金

的参与机制，将以 100 亿流量、1000万基金、1000 万算力支持广大开发者和百度一起参与

到用 AI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和实践中。 

（网易科技） 

 

五、企业风向 

【软件+服务】 

迪士尼前高管凯文·梅耶尔加盟字节跳动出任 COO  

5 月 19日，字节跳动宣布，任命凯文·梅耶尔为字节跳动首席运营官（COO）兼 TikTok

全球首席执行官，推进公司全球化发展。凯文·梅耶尔将负责 TikTok、Helo、音乐、游戏等

业务，同时负责字节跳动全球职能部门（不含中国），包括企业发展、销售、市场、公共事

务、安全、法务等，直接向张一鸣汇报。 

（Tech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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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收购“百科名医网” 入局医疗健康领域 

5 月 22 日消息，近日，字节跳动完成对国内目前最大的医学知识科普平台百科名医网

的全资收购。短期看，百科名医网将帮助字节跳动完善医学内容生态，提升完善“头条百科”

等搜索相关产品的体验。长期看，以百科名医网为跳板，字节跳动可能深度入局互联网医疗

健康业务。 

（搜狐网） 

 

京东数科并购猫酷科技 布局购物中心数字化 

5 月 18日消息，京东数科完成对猫酷科技并购，发挥自身在流量和运营、AI 和机器人、

城市计算等方面优势，深度拓展购物中心数字化服务领域。猫酷科技专注于购物中心领域的

数字化运营，累计为中粮大悦城系列、宜家荟聚中心系列等 600多家购物中心提供服务。 

（网易科技） 

 

【软件+内容】 

完美世界游戏携手中国电信发布首款旗舰级云游戏  

5 月 16 日，在中国电信云游戏能力平台生态合作发布会上，完美世界宣布旗下首款旗

舰级云游戏《新神魔大陆》将于 2020年 Q2上线公测。完美世界游戏和中国电信还将在游戏

之外推进更多 5G 领域技术合作，就 RCS 新消息、视频彩铃、大数据、IDC 等方面进行内容

与创新营销合作的探索与尝试。 

（搜狐网） 

 

MediaTek 携手爱奇艺共同推动 AV1 视频内容发展  

5 月 20 日，MediaTek 宣布与在线视频平台爱奇艺达成深度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 AV1 

(AOMedia Video Codec 1.0)视频内容的发展普及。爱奇艺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应用 AV1的

视频网站，于 4月底上线首批 AV1格式的内容，MediaTek 最新的天玑 1000系列 5G SoC将

成为目前市场上唯一支持 AV1硬件解码的 SoC芯片，并推动 AV1技术的应用落地。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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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搜狗推出 3D AI 合成主播进行两会报道 

5 月 21 日消息，搜狗联合新华社打造的 3D AI 合成主播“新小微”正式亮相，为全国

观众带来两会新闻资讯报道。基于超写实 3D 数字人建模、多模态识别及生成、实时面部动

作生成及驱动、迁移学习等多项人工智能技术，使机器仅需要输入文本就可以生成逼真度极

高的 3D数字人视频内容。 

（搜狐网） 

 

百度 ApolloPark 自动驾驶测试基地建成 

5 月 26日，百度宣布位于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的 ApolloPark已建造完成。ApolloPark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应用测试基地，集车辆及配件仓储、远程大数据云控、

营运指挥、维修与标定、研发测试五大功能于一身。 

（新浪财经） 

 

【网络安全】 

360 与中科曙光战略签约 共同打造创新型信息化服务网络 

5 月 19 日，360 与中科曙光缔结战略合作，为 360 大安全生态战略的落地再填助力。

360所有软件产品及版本均优先适配中科曙光的整机产品，双方会在云解决方案和云安全方

面展开深度合作，还将在新基建、城市云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金融界） 

 

六、观点视角 

2020 年全国两会软件领域代表委员大咖说 

李彦宏：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基建将成为经济发展新燃料 

李彦宏认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燃料。以交

通领域为例，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正在成为拉动智能交通发展的新引擎。他建议，国家应

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各地政府加大探索和投入，一方面加强探索城市智能交通运营商模式，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另一方面则要加快交通路网车路协同智能化改造。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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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建设全国性的新一代智能交通治理平台，加快形成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 

杨元庆：提升“5G+工业互联网+智能化”融合应用 

杨元庆提出，要着眼提升“5G+工业互联网+智能化”融合应用能力。在制造业相关领域，

针对远程办公、可视化/远程操控生产、供应链智能化协同等，加快 5G内网建设改造。要加

快构建应用生态，打造典型应用示范场景。引导更多行业加快 5G智能化改造步伐，推广人、

机、物全面互联的智能制造网络体系。同时搭建多方合作平台，鼓励上下游企业共同建立融

合研发体系、协同创新中心或实验室等创新载体。 

马化腾：加快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 

马化腾建议，加快推进云计算等“新基建”，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以“数据

中台”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进一步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创新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建设，

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持续推进开源协同创新生态，打造产业互联网“朋友圈”，提升科研

创新数字化水平，同时加大产业安全投入，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周鸿祎：聚焦新基建网络安全 

周鸿祎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运用整体思维，规划新基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顶层设计；

二是要同步建设新基建的安全基础设施，聚焦新基建安全防能力构建；三是要强化大数据平

台安全，实现安全的大数据协同计算；四是要开展常态化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演习，持续检验

和提升新基建安全能力。周鸿祎认为，网络安全贯穿新基建的战略安全、技术安全、应用安

全和运行安全的始终，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套关键基础设施”和“一个重度场景”的安全

问题。一套关键基础型设施指的是 5G建设。应当从战略高度审视 5G网络安全的重大意义和

紧迫性，加强 5G安全的顶层设计，制定《国家 5G 安全战略》。一个重度场景则指的是工业

互联网，保障新基建安全应重点“盯防”工业互联网的安全。 

王小川：加快制定人工智能行业标准 

随着新的技术、产品和应用的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挑战。AI 技术是否安全可

控、AI的不当使用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威胁、如何防止利用 AI技术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

等议题，开始频繁进入官方和公众视野。王小川建议，一是实施分类监管，依据不同的应用

场景精准施策；二是加快制定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建议由行业协会和联盟牵头，广泛联合

AI 合成领域重点企业、领先企业共同制定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建立行业参与者广泛认同

的框架协议；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参与国际对话与合作，凝聚全球共识。 

丁磊：建言献策数字新基建 

丁磊建议加快支持数字文化产品出海，积极抢占全球文化市场，具体为：搭建数字文化

出海政府服务平台、设立重点企业专属对接服务，清理简化行政监管措施；设立国家专项出

口扶持基金，重点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国家级文化 IP 授权使用平台，促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数字文化产品出海走向世界。 

（本刊综合整理） 

 

新基建人才缺口将达 417 万人 

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的《2020 年新基建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新基建核心技术

人才缺口长期存在，预期年底将达 417万人。 

从具体职位看，2020 年一季度，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核心技术岗位中，缺口较大即就业

景气指数较高的职位以软件开发类为主，包括 Java 开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Android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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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工程师、高级软件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开发、系统架构设计师等，多为 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各领域的通用技术人才。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 2020 新基建中高端人才市场就业吸引力报告显示，新基建中

高端人才布局前 20 城市以一线城市、部分新一线城市及较为发达的二线城市为主。其中北

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占比分别为 20.49%、13.13%、12.95%，属于第一梯队。杭州、广

州、成都、南京、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城市属于第二梯队，占比区间为 2.09%到 6.03%。

其他 10个城市为第三梯队，各市占比均低于 2%。 

从新基建职位供给来看，北深上杭新基建在线职位数量领先全国，北京位居第一。从学

历分布来看，本科学历的人才占比为 64.58%，硕士学历的人才占比为 25.08%，两者合计为

89.66%；博士学历的人才占比为 0.84%。这表明新基建人才普遍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基础

素质过硬。 

（新华网） 

 

七、统计数据 

2020 年 1－4 月我国软件业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 1－4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复工复产成效明显，

软件业务收入、利润、人员工资总额同比增速逐步回升。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软件出

口持续低迷。 

一、总体运行情况 

软件业务收入增速持续回升。1－4 月，我国软件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20830 亿元，同

比下降 0.1%，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6.1个百分点。利润降幅快速收窄。1－4月，全行业实现

利润总额 2398 亿元，同比下降 2.3%，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0.8 个百分点。软件出口持续低

迷。1－4 月，软件业实现出口 12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5%,增速同比回落 21.5 个百分点。

其中，外包服务出口同比下降 8.8%，嵌入式系统软件出口同比下降 10.7%。工资总额增速由

负转正。1－4 月，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 659万人，同比增长 0.2%，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同比增长 0.4%，扭转一季度增速为负的局面。 

二、分领域运行情况 

软件产品收入降幅收窄。1－4月，软件产品实现收入 5529亿元，同比下降 3.9%，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6.3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达到 537 亿元，同比增长 0.3%。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实现正增长。1－4月，信息技术服务实现收入 12615亿元，同比增长 3.3%，

在四个细分领域中增速率先由负转正，但增速仍较去年同期回落 14.0 个百分点。其中，电

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2140 亿元，同比增长 4.6%，但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 19.4 个百分

点；大数据服务收入 568亿元，同比增长 1.6%；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626亿元，同比增长 15.9%；

云服务收入 541亿元，同比下降 14.9%。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降幅收窄。1－4月，信息

安全产品和服务共实现收入 264 亿元，同比下降 10.0%，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4.3 个百分点。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快速恢复。1－4月，嵌入式系统软件实现收入 2421亿元，同比下

降 6.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8.3个百分点。 

三、分地区运行情况 

主要软件大省业务收入增速快速回升。1－4 月，软件业务收入居前 5 名的省份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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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京和浙江分别增长 2.9%、5.7%和 6.4%，江苏、山东软件业务收入分别下降 1.9%和

8.3%，五省市合计软件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为 67.9%，比去年同期提高 2.4个百分点。 

（工信部） 

 

搜狗 2020 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17.9 亿元 同比增长 5%  

5 月 18 日，搜狗公布了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总营收

为 2.573亿美元，归属于搜狗公司的净亏损为 3110万美元。 

得益于疫情中用户对信息和效率需求的激增，核心产品搜索和输入法相关指标屡创新高。

搜狗搜索流量同比增长 20%，收入增速快于行业平均水平；搜狗手机输入法用户规模创历史

新高，日活跃用户数达 4.8亿，同比增长 9%，日均语音请求量峰值达 14亿。在疫情使互联

网行业作用凸现的背景下，搜狗通过 AI 对业务进行全面升级，搜索、输入法和硬件等核心

业务基于 AI 赋能在技术领先地位、产品服务能力、用户使用体验等多个方面均取得突破性

进展，建立起了产品创新壁垒。一方面，依托于知识图谱持续提升搜索品质，使得高质量百

科内容的点击率提升了 30%以上。另一方面，凭借丰富的医疗搜索内容与领先的搜索服务能

力大力发展 AI 医疗健康。疫情期间，搜狗医疗搜索量峰值同比提升约 2倍，在线问诊量较

日常水平提升约 7.6倍。同时，针对大量用户自我诊断筛查、基层医生大量重复回答问题的

需求痛点，搜狗相继快速推出了新冠肺炎 AI自测、智能问答机器人等多款 AI医疗产品。 

（新浪财经） 

 

百度 2020 第一季度营收 225 亿元 超预期 

5 月 19日，百度发布了 2020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财报显示，第一季度百

度营收 225亿元，同比下降 6.5%；净利润 31亿元，同比增长 219%。 

第一季度，百度 App 不间断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权威资讯，平均每天有超过 10 亿人

次通过百度了解疫情，推动百度 App流量和用户时长强劲增长。3月，百度 App 日活跃用户

数达到 2.22 亿，同比增长 28%；App 端内搜索量同比增长 45%，信息流用户时长同比增长

51%。用户行为从浏览器搜索转向基于人工智能的 App 内搜索，对百度的长期增长有积极影

响。与此同时，强劲的流量增长也意味着变现潜力的提升。百度 AI服务加速落地，AI抗疫

体现出积极的社会价值。例如，100 多辆 Apollo 无人车在武汉、北京、上海、深圳和厦门

等 17 个城市快速部署，提供药物、口罩和食品运送及无人体温检测、消毒等服务；全国有

20 多个地方政府和社区通过百度智能外呼平台拨打居民电话，了解居民生活和出行状况。

正式投入两个月，外呼总量即超 300万，相当于约 1000名全职员工一个月的工作量。3月，

小度助手在小度第一方设备上的语音交互次数达到 33 亿次，是去年同期近 5倍。小度助手

语音交互总数达到 65亿次，是去年同期的近 3倍。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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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 2020 第一季度营收 76 亿元 同比增长 9%  

5 月 19 日，爱奇艺发布了截至 3 月 31 日的 2020 财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报告显

示，爱奇艺第一季度总营收为 76 亿元，同比增长 9%；净亏损为 29 亿元，相比之下去年同

期的净亏损为 18亿元，同比扩大亏损。 

第一季度会员服务营收为 46 亿元，同比增长 35%，主要由于订阅会员人数强劲增长，

而会员增加的推动力则是爱奇艺的优质内容以及娱乐需求在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和新冠病毒

大流行期间增长。在线广告服务营收为 15 亿元，同比下降 27%，主要由于受到国内与新冠

病毒大流行有关的挑战性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预计 2020财年第二季度净营收将达 72.5亿

元到 76.7亿元之间，同比增长 2%到 8%。这一预期反映了爱奇艺的当前和初步观点，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 

（新浪科技） 

 

小米 2020 第一季度营收 497.02 亿元 同比增长 13.6%  

5 月 20日，小米发布 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第一季度，小米营收 497.02亿

元，同比增长 13.6%；经调整净利润 23.01亿元，同比增长 10.6%。 

2020 年第一季度，物联网与生活消费产品部分收入为 130 亿元。虽然部分品类，例如

大家电等的生产、运输及安装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得益于小米 IoT品类的多样性及可行的业

务基础，该部分营收仍实现了 7.8%的增长。2020年 3 月，人工智能助理“小爱同学”的月

活跃用户数达到 70.5百万，同比增长 54.9%。互联网服务收入达到 59亿元，同比增长 38.6%，

占总收入比重达 11.9%。2020 年 3 月，MIUI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330.7百万，同比增长 26.7%。

广告收入达到 27 亿元，同比增长 16.6%。虽然遇到疫情影响，部分垂直领域的广告投放预

算减少，但小米通过搜索、预装、信息流等多元化的变现途径，对更多垂直行业客户来源的

持续发展，对推荐算法的不断优化，部分抵制疫情带来的影响。同时境外互联网广告收入在

2020年第一季度增势强劲，实现了总体广告收入的增长。游戏收入达到 15亿元，同比增长

80.5%，主要是受益于中国大陆游戏市场的良好表现以及小米高端手机带来的更高用户的平

均游戏收入。除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广告和游戏以外的互联网服务收入，包括有品电商平台，

金融科技业务，电视互联网服务以及境外互联网服务所产生的收入，同比增长 71.5%，对互

联网服务总收入的贡献占比达到 38.1%。 

（新浪科技） 

 

阿里巴巴 2020 财年营收 5097.11 亿元 净利润 1324.79 亿元 

5 月 22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的 2020财年财报（阿里巴巴财年与

自然年不同步，从每年的 4 月 1日开始，至第二年的 3月 31日结束）。整个 2020财年，阿

里巴巴营收为 5097.11 亿元，同比增长 35%；净利润为 1324.79亿元，同比增长 42%。 

2020 财年，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体内的商品交易额（GMV）已经达到 7.053 万亿元，即 1

万亿美元的规模，当中涵盖中国零售市场、跨境及全球零售市场及本地生活服务多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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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了集团 5年前定下于 2020财年 GMV达到 1万亿美元的目标。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

致经济活动减少，但核心商业业务收入实现 4361.04 亿元，同比增长 35%；其中，中国零售

商业收入持续强劲增长，实现 3327.50亿元，同比上升 34%。天猫线上已付实物商品 GMV同

比增长 23%，主要来自年度活跃消费者的强劲增长和消费者人均购买频次的提升；淘宝直播

上使用直播的日活跃商家数同比增长 88%，带来的 GMV同比增长超 100%。云计算业务收入实

现 400.16亿元，同比增长 62%，主要由于来自公共云与混合云业务的收入贡献均实现增长，

阿里云已成为亚太区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商。数字媒体及娱乐业务方面，优酷持续聚焦于提供

优越的用户体验及增加付费用户数目，日均付费用户规模持续健康增长，2020 财年同比增

长超过 50%，受益于优酷的原创及独家内容。 

（新浪财经） 

 

美团 2020 第一季度营收 167.5 亿元 净亏损 2.16 亿元 

5 月 25日，美团发布 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美团第一季度营收 167.5亿元，

同比下降 12.6%；调整后净亏损 2.16亿元，去年同期净亏损为 10.49亿元，远超市场预期。

随后美团股价一度逼近涨停，市值逼近 8000 亿港元，成为腾讯、阿里之后，国内第三家市

值跨过千亿美元门槛的互联网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餐饮外卖业务收入 95 亿元，同比减少 11.4%，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间

交易用户的购买频率下降导致订单量同比减少 17.3%。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收入 31亿元，

同比下降 31.1%，因为消费者在疫情期间限制户外用餐、旅游及其他消费活动，及在线营销

收入因每名在线营销活跃商家的平均收入下降而减少所致。相比之下，订阅类在线营销服务

收入所受影响较小，贡献 2020 年第一季度分部在线营销服务总收入的大部分。新业务及其

他分部的收入 42 亿元，同比增长 4.9%，主要由于美团闪购及小额贷款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部分被网约车服务及 B2B餐饮供应链服务收入减少所抵销。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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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家，以下是

5 月入会企业名单：  

2020 年 5 月份入会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领域 业务方向 

1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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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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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电力,服务外包,军民融合

装备,可信计算,工业互联

网,空间信息,智能制造,能

源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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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新能源,金融业,电子

信息,发电与输变电设

备 

3 北京左医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医疗与健康 

4 北京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 其他 

5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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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装备,

工业互联网,互联网 

金融业,电子信息 

6 
北京长城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智慧城市,物联网,节能环

保 

金融业,环保,电子信

息,物流业 

7 北京海光超越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其他 其他 

8 
京瑞恒诚电气（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能源电力,互联网 新能源,其他 

9 北京凯辉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电

子商务,互联网 
电子信息 

10 北京启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医

疗,能源电力,智能制造,电

子商务,节能环保,其他 

新能源,金融业,医疗

与健康,环保,机械工

业,其他 

11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位置导航,云计算,大数据,

空间信息 
电子信息 

12 
北京恒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 
其他 其他 

13 
北京腾信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物联网,大数据 电子信息 

14 北京知行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 机械工业 

15 
清科万道（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云计算 电子信息 

16 
上海携宁计算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金融业 

17 北京车驰合众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电子商务 商业零售业,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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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安合众道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

网 
电子信息 

19 
北京乐信圣文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电子信息 

20 盘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21 
克沃斯（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云计算 电子信息 

22 
华语未来教育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23 
北京海天起点技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外包 电子信息 

24 北京久幺幺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25 北京泰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电力 电子信息 

26 北京思普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媒体 商业零售业 

27 
北京可信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28 北京京中达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电子

商务 
金融业,电子商务 

29 
北京南天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30 北京纵横无双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医疗与健康 

31 
北京理工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智能交通,大数据 新能源 

32 北京恒亿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33 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医疗,

互联网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

息,电子商务 

34 
北京有恒斯康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服务

外包,工业互联网,互联网,

互联网教育,其他 

其他 

35 
北京凯泰铭科技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智慧城市 旅游业,其他 

36 北京普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大数据,开源及基

础软件 
电子信息 

37 
北京卓信鼎盈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物联网 电子信息 

38 北京凤凰学易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互联网,互联网教育,其

他 

电子信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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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视听产业,互联

网 
电子信息 

40 
一块沟通（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41 
北京智能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云计算,大数据,开源及基

础软件 
电子信息 

42 
北京驿禄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

司 
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43 北京晟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人

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智

慧医疗,服务外包,电子商

务 

金融业,医疗与健康,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 

44 北京中云金诺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服务外包,电子商务,

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其他 

金融业,电子信息,电

子商务,其他 

45 
很简单（北京）科技文化有限

公司 

互联网,数字媒体,动漫游

戏 
电子信息,其他 

46 
智强通达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能源电力,军民融合装备,

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

其他 

物流业,其他 

47 北京瑞特爱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能源互联网,互联网,节能

环保 
新能源 

48 北京天健志诚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智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 

49 北京众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50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51 
中科信控（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智慧医疗,服务外包,

军民融合装备,智能制造,

互联网,生物科技,互联网

教育 

金融业,医疗与健康,

环保,电子信息,机械

工业,制药与生物技

术,其他 

52 北京数享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位

置导航,云计算,大数据,互

联网 

其他 

53 
北京木鱼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视听产业 
电子信息 

54 
北京高灵智腾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智慧医疗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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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京久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大数据,互联网 其他 

56 
中科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服务外包 其他 

57 北京中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 

58 
北京永泰万德信息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 

59 北京魔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网 
新能源,电子信息 

60 
比格德塔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 金融业,电子信息 

61 北京函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 商业零售业,电子商务 

62 北京中泰华电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能源电力,工业

互联网,节能环保 

新能源,环保,电子信

息,发电与输变电设备 

63 
北京普源瑞新仿真科技有限公

司 
能源互联网 电子信息 

64 
蜜芽宝贝（北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电子商务 商业零售业 

65 北京万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其他 

66 
北京果然智享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互联网 其他 

67 北京拓维思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电力,军民融合装备,

空间信息 
电子信息 

68 国金建新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69 
京东城市（北京）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云计算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息 

70 
北京中科睿汇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网络安全,服务外包,工业

互联网,互联网,其他 
环保,机械工业,其他 

71 
北京正保建工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互联网,互联网教育,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72 北京万里开源软件有限公司 大数据,开源及基础软件 
新能源,金融业,电子

信息 

73 灵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位

置导航,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互联网,开源及基

础软件,其他 

其他 

74 北京云尔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电子商务 

金融业,电子信息,电

子商务,物流业,发电

与输变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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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北京中环云益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物联网 环保 

76 
北京正保自考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

网,互联网教育,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77 北京万易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 

78 北京正保医教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云

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教育,

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79 北京中科物安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80 北京宁扬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81 北京中泰德信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82 北京西太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83 
开通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

限公司 
大数据,电子商务 金融业 

84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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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发电与输变电

设备 

85 
启迪国信（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物联网,电子商务 电子信息 

86 北京成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87 北京智汇云程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 

88 
道康互联（北京）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 
电子信息 

89 北京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

网,动漫游戏 
电子信息 

90 北京地厚云图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互联

网 
电子信息,房地产业 

91 北京尚云环境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

商务,互联网,数字媒体,节

能环保,互联网教育 

环保,商业零售业,电

子商务 

92 北京探景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93 
根尖体育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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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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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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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家软件企业和 242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1 北京海益同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北京易子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中能瑞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北京中电瑞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云图智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北京百驰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北京润兴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北京极点触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 富海阳光（北京）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北京中交华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 北京承启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中知互联（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 中启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北京永杰友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北京天顶星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铭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三体百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北京智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凌科芯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盘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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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京亿度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北京普天溯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汉远网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济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北京广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欧斯皑自动化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微瑞集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首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七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中科软股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北京金斗云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新时代坤龙（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北京华璨电子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浩鸿达科技发展股份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8 北京中电昊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北京世纪中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中通联达（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中科山水（北京）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北京京中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国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极联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北京卡尔斯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北京思普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中科九度（北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北京东华万兴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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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联复兴（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安合众道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北京科捷智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中宇安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北京世纪同财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清科万道（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小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星地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立海坤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北京华宇铭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有爱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卓信鼎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北京酷德啄木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仁和联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北京远通信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北京乾德永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7 北京指掌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北京世纪旗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用友广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中普云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乐动派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北京慧行实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北京国信联创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北京晟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北京高灵智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北京智能寰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北京数码彩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北京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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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北京百链网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超星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北京世纪大医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北京尚品大成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北京大雅因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北京海顿中科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北京捷越联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北京华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木鱼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北京众立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子舒迅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广亿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况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北京函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6 北京中金付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中认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哈工大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中

心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融安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博安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绪水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用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魔带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北京溢润伟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北京中经网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京东城市（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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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绿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英德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航天神舟智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北京普源瑞新仿真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北京探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2 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3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4 北京名洋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5 北京益源信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6 北京分形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7 北京鸿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8 北京鸿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9 北京凌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0 中航锐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1 合泰云天（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2 北京八月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3 建同智能科技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4 中检集团溯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5 启迪国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6 北京南天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7 国金建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8 北京国腾联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9 北京云尔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0 北京智汇云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1 朗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2 北京成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3 北京果然智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4 北京科东电力控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5 北京吉山时代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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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北京筑业志成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7 北京中科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8 北京云端微服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9 北京中云金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0 北京驿禄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1 北京宁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2 北京摩卡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3 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4 北京可信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5 北京宇信企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6 智慧华川养老（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7 道康互联（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8 美亚宏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9 北京博琛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0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1 北京万易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2 开通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3 北京众信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4 北京中科物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5 北京华夏航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6 北京飞利信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7 北京航天云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8 北京知行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59 北京平高清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0 北京鑫台华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1 北京康智乐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2 北京新兴科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3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4 北京中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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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普华讯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6 北京金水燕禹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7 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8 北京中泰德信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169 北京金风地观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0 北京彩智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1 北京阳光云视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2 北京尽调云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3 北京凯泰铭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4 北京永泰万德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5 克沃斯（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6 中科航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7 北京和信融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8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79 北京拓维思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180 北京新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81 中节能衡准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82 北京优度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183 蓓安科仪（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4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5 北京西太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186 亿医通（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87 北京智诚民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88 金鼎医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健康 

189 北京汉威胜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新材料 

190 京瑞恒诚电气（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设备 

191 北京中泰华电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192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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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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材料智能制造优化集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 来客计算广告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 优链 BaaS 云平台【简称：BaaS 云】V1.0 行业管理软件 

4 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 金融风控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信用风控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 联动优势工程实验室信息安全保护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 短消息处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 智慧污水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 智慧水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 智慧水环境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 智慧排水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 智慧供水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3 智慧厂站网一体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4 能源互联网平台专业系统配套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5 
智能综合信息采集终端 I 型系统【简称：E-Sensing 

I】V2.1 
行业管理软件 

16 综合网格城市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7 智慧能源管控系统软件[简称：PIE-6001]V1.0 行业管理软件 

18 
广图规划管理电子案件一体化管理系统[简称：规划

管理电子案件一体化管理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19 简链智能产融_金融服务项目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0 金融开放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1 业务大中台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2 全能作业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3 银行大资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4 金融前端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银行移动视频智慧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6 数据和算法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7 智能营销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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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银行 API 开放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9 金融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0 企业级分布式应用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1 银行中台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智慧大资管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3 后台全能集中作业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4 商业银行综合前端应用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5 实时数据和流计算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全网智慧营销管理服务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7 开放银行数据共享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8 企业级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9 分布式综合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0 简链智能产融_大客户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1 银行中台数据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客户运营系统[简称：客户运营]V1.0 行业管理软件 

43 快灵购电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4 工程大数据平台（一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5 供应链大数据工具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6 金库订单管理系统[简称：O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47 金库仓储管理系统[简称：金库 WMS]V3.0 行业管理软件 

48 实景建模服务引擎软件[简称：实景建模引擎]V1.0 行业管理软件 

49 定位器嵌入式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0 
中创三优电动车充电平台 e 充网运营管理系统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1 
云从智能风控管理平台【简称：智能风控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2 长城电子电子身份认证管理系统 V3.1 行业管理软件 

53 长城电子显示控制终端系统 V3.0 行业管理软件 

54 综合交通数据开放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5 千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6 公共交通客流量分析及预测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7 交通大数据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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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大数据集成交换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9 综合交通公众出行分析决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0 智能城市综合信息移动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1 综合交通大数据分析平台[简称：大数据分析]V1.0 行业管理软件 

62 道路重点车辆监控及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3 一站式研发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4 安全生产现场管控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5 
中云金诺通信行业政企 CRM 系统[简称：CRM 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66 慧图水资源监测信息服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7 城市内涝积水预警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8 水资源监控中心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69 采集设备数据安全监控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0 远通信德铁路舱单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1 海光增霸卡机房维护系统 V7.0 行业管理软件 

72 企业保险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3 
司法行政社区矫正管理软件〔简称：司法社区矫正信

息化管理平台〕V1.2 
行业管理软件 

74 
平战融合智慧运维系统(移动端)[简称：平战融合智

慧运维(移动端)]V1.0 
行业管理软件 

75 函云智慧云终端系统[简称：云 POS]V1.0 行业管理软件 

76 物业缴费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7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简称：LMP】V3.0 行业管理软件 

78 智慧军营综合业务可视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9 智慧军营政工宣传可视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0 智慧军营业务智能化联动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1 智慧军营训练可视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2 智慧军营数据融合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3 智慧军营数据分析应用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4 智慧军营后勤保障可视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5 智慧军营安防可视化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6 智能城市 APP 综合管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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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智子智慧搜索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8 钢铁行业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简称：LIMS]V2.0 行业管理软件 

89 BFCM 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系统[简称：[BFCM]V1.0 行业管理软件 

90 宇信企慧科技风险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1 览析制裁黑名单系统 V2.1 行业管理软件 

92 
建同道路公共设施数字化管理系统[简称：JTPTFM 系

统]V3.0 
行业管理软件 

93 NQSKy 政企安全移动门户平台【简称：AppNest】V5 行业管理软件 

94 
热线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简称：热线智能分析系

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95 易管家民宿备案管理系统【简称：民宿易管家】1.0 行业管理软件 

96 多场景数据拉链存储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7 资产管理与产品自动化平台[简称：资管系统]V4.1 行业管理软件 

98 供应链金融平台 V1.7 行业管理软件 

99 嗅查风险数据 360 度查询系统[简称：嗅查]V3.0.0 行业管理软件 

100 嗅见客户导流系统 V2.1 行业管理软件 

101 嗅见智能客服系统 V2.1 行业管理软件 

102 嗅决人工审核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3 嗅见资产业务风控系统 V2.1 行业管理软件 

104 嗅踪贷后风险预警系统[简称：嗅踪]V1.1.0 行业管理软件 

105 异构数据源数据采集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6 娱乐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简称：娱乐业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7 行长驾驶舱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8 VIP 人脸识别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09 海上风电智慧调度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0 新能源运行分析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1 
电网设备监控信息事件化合成与处置应用系统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2 监控报表统计分析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3 昊海网格商业零售系统[简称：昊海-ERP]V3.86 行业管理软件 

114 
爱知之星运营商集中稽核软件[简称:集中稽核软

件]V2.0 
行业管理软件 

115 优度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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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食堂集采电子商务平台[简称：食堂电商 PC 用户

版]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7 狱内综合支付系统[简称：狱付宝]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8 再生资源回收监管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9 Qplan-point 航线精细设计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0 
北京可信金科-个人征信前置查询管理平台〔简称：

个人征信前置查询管理平台〕V2.0 
行业管理软件 

121 智慧库房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2 政府智慧养老信息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3 
增值服务平台座席端软件[简称：增值服务座席

端]V1.0.0 
行业管理软件 

124 
移动互联报案调度查勘定损平台[简称：报案调度查

勘定损平台]V1.0.0 
行业管理软件 

125 
融和友信供应链金融平台软件[简称：

RonheChain]V7.0 
行业管理软件 

126 
大唐融合工业设备健康管理云平台[简称：工业设备

健康管理云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7 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8 航天云网云端业务工作室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9 EasyEarth 三维可视化地理信息云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0 
瑞通融媒体中央厨房系统【简称：融媒体中央厨房】

1.0 
信息管理软件 

131 
医院内镜中心追溯管理系统【 简称：HMC 内镜追溯

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2 渐健公卫查体-院内工作站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3 
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索系统[简称：法律法规检索系

统]V6.0 
信息管理软件 

134 金斗云智能管理平台【简称：金斗云】V2.2 信息管理软件 

135 企业数字化创新平台[简称：DXP]V3.0 信息管理软件 

136 厚普聚益公益宝系统软件 V2.0 信息管理软件 

137 高速数据采集软件[简称：DataLogger]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8 
应急云安尾矿库 SAAS 云平台监测平台[简称：应急云

安尾矿库 SAAS 监测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39 纷享销客软件平台 V6.0 信息管理软件 

140 时频软件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41 临床医疗统一视图系统【简称：临床统一视图】V1.0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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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益源医院大数据中心系统[简称:医院大数据中心系

统] V2.0 
信息管理软件 

143 河长小程序 V1.1.0 信息管理软件 

144 智能步道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45 工厂异常实时监管系统【简称：PARS】V2.0 信息管理软件 

146 公安网格化地图平台【简称：网格化地图】V2.0 信息管理软件 

147 旷视洞鉴人像大数据平台[简称：洞鉴人像平台]V5.0 信息管理软件 

148 农民补贴网络信息系统 V8.0 信息管理软件 

149 支点运维管理系统软件[简称：支点运维]V1.0 信息管理软件 

150 用户权益礼包业务处理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1 积分收银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2 柔性负荷综合展示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3 互联网医院 APP[简称：互联网医院]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4 
输电线路异频参数测试系统[简称：输电线路系

统]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5 
xManager 通用产品集成运维管理平台[简称：

xManager]V2.0 
网络应用软件 

156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7 Tuswit 安全开发指引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8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监控软件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59 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60 
BJHGD 网络流量模拟软件[简称：网络流量模拟软

件]V1.0 
网络应用软件 

161 魔带云媒体直播录制平台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62 
NseaDB 羲和实时数据库管理系统[简称：

NseaDB]V1.0 
网络应用软件 

163 果然公社安卓版购物软件[简称：果然公社]V4.0 网络应用软件 

164 西太科技官方网站管理平台（web 版）V1.0 网络应用软件 

165 区域智能审方子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6 全渠道智慧营销平台[简称:暨智能听鉴云]V1.0.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7 海天数据库一体机存储管理系统[简称：htdasm]V5.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8 数据集成系统[简称：QDI]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9 自助查询系统[简称：QNote]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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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数据资产管理系统[简称：QDAM]V2.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1 数据采集系统[简称：QDC]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2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简称：QShare]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3 自助报表软件[简称：Q-Report]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4 数据库管理系统 V8.3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5 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市级核查软件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6 国金联盟链软件系统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7 万里开源安全数据库软件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8 
万里开源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简称：GreatDB 

Cluster】V2.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9 综合业务办公平台 V1.0 办公软件 

180 财务网上费用报销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181 移动业务智能安全平台 V3 办公软件 

182 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简称：知识库]1.0 办公软件 

183 智能寰宇多语种翻译 MT9 平台软件 V3.0 办公软件 

184 智能考勤管理系统[简称：AWA]V.10 办公软件 

185 分布式企业 SaaS 开发平台 V1.0 办公软件 

186 工程资料管理软件 V1.0 办公软件 

187 
基于 Windows 系统的自助终端服务软件[简称：

Windows 自助终端服务软件]V2.0 
办公软件 

188 OP 管理系统[简称：OP]V2.4.0 办公软件 

189 LKCOS 智能操作系统[简称：LKCOS]V7.1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0 可验证高灵敏度氨逃逸率测量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1 智能终端嵌入式应用软件 [简称：PIT-1001]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2 会之捷会议平台管理软件[简称：会之捷系统]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3 配电变压器监测终端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4 馈线自动化远方终端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5 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6 
石油天然气 SCADA 通讯协议转换系统[简称：通讯协

议转换系统]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97 PIE-Map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简称：PIE-Map]V6.0 图形图像软件 

198 
像素专家遥感图像处理软件[简称：PIE（Pixel 

Information Expert）]V6.0 
图形图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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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世纪旗云参数化图库平台 V2019 图形图像软件 

200 WISE-GIS 3DGIS 可视化平台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01 REEBOTOO 空间信息三维可视化管理系统 1.0 图形图像软件 

202 REEBOTOO 多源遥感数据快速处理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03 监所大数据警用实战平台[简称：AR-JG9000]V4.0 操作系统 

204 统信服务器操作系统[简称：统信 UOS]V20 操作系统 

205 统信桌面操作系统[简称：统信 UOS]V20 操作系统 

206 
凯泰铭现场售票管理系统[简称：现场售票管理系

统]V1.0 
操作系统 

207 新闻网站客户端管理软件 V1.0 操作系统 

208 权限控制系统[简称：Oauth]V1.0 控制软件 

209 数字媒体互动控制系统 V1.0 控制软件 

210 熔盐储能供蒸汽系统控制软件 V1.0 控制软件 

211 
六自由度运动平台实时通信软件[简称：实时通信软

件]V1.0 
控制软件 

212 多电压等级交直流混联电网协调运行监控软件 V 1.0  控制软件 

213 大数据安全卫士软件[简称：QDSG]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14 
久谛服务器保护及 ECP 支撑软件 [简称: 

DreamCloneECP]V4.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15 手机红包窃密演示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16 工业防火墙[简称：F1000]V3.0 安全与保密软件 

217 大数据运营管理平台 V2.0 工具软件 

218 航天四创天空地一体应急感知系统 V1.0 工具软件 

219 智慧食堂系统 V1.0 工具软件 

220 保理业务管理系统 V1.0.0 工具软件 

221 消消魔法镇游戏软件[简称：消消魔法镇]V1.13 游戏软件 

222 
Word Villas 模拟城建猜词游戏软件系统（Android

版）[简称：Word Villas（Android 版）]V1.1.11 
游戏软件 

223 点亮城市游戏软件[简称：点亮城市]V1.0 游戏软件 

224 迦游小游戏配置平台 V1.0 游戏软件 

225 安知职业健康 APP 系统[简称：安知]V1.0 教育软件 

226 
电力设备检修三维仿真培训系统[简称：设备检修仿

真培训系统]V1.0 
教育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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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AFC 售票软件 V1.0 教育软件 

228 
保险欺诈网络识别系统[简称：欺诈网络识别系

统]V1.0 
模式识别软件 

229 笔迹分析软件[简称:笔迹分析]V1.0 模式识别软件 

230 智能 POS 综合支付系统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31 
物联网基站信号测试软件[简称：

ASProbeTestor]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232 UChains 区块链底层平台【简称：UChains】V1.2.0 区块链 

233 联动优势自动化巡检平台【简称：巡检平台】V1.0 
软件硬件、网络设备，健康

性，连通性巡检 

234 通信运营商行业清结算平台 V1.0 行业应用软件、平台软件 

235 智能慢病管理系统 V1.0 智能医疗 

236 设备零故障管理系统 V3.2 中文处理系统 

237 伊莎能源能效云平台 V1.0 网络系统 

238 Kft 文件传输网关平台「简称：Kft 传输平台」V1.0 传输软件 

239 QingCloud 云平台[简称：QCMS]V1.0 云计算平台 

240 轨道交通客流调度系统 V1.0 智能交通 

241 悦慧水环境管理系统 V1.0 程序设计语言 

242 TOVOS Powerline 软件 V3.0 行业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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