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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政策 

➢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统计

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知识

产权局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是

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近年

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制度性问题亟待解决。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形

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8025519/content.html 

 

➢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

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统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802551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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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指导意见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是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

指南》（工信部联产业〔2016〕231 号）印发以来，服务型制造快速发展，

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有效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为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决策

部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c8010940/content.html 

 

➢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

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企业〔2013〕264 号）有关要求，为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高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和水平，现组织开展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培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详情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999062/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c8010940/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99906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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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利用首都科技创新券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

展的统一部署，根据《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发展

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15 号)中“鼓励企业用好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以

及创新券政策”的有关精神，强化科技资源对企业的服务支持，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发挥科技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作用，现将《关于进一步利用

首都科技创新券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积极

组织落实。 

详情链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7/18/content_5528032.htm 

 

二、项目申报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 2020年度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服务券服务商及服务产品的通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工信部企业〔2013〕264 号）及《关于推进北京市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京经信发〔2019〕86 号）相关文件要求，我局现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能够为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指定服务产品的“专

精特新”服务券服务商（以下简称“服务券服务商”）具体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7 月 28 日-8 月 6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7/18/content_55280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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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链接：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7/t20200728_1963614.html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申报 2020年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的通

知 

为贯彻落实《“智造 100”工程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我市制造业智能

化转型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制造经验与模式，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组织开展 2020 年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8 月 18 日前。 

详情链接：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7/t20200729_1965105.html 

 

➢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申报 2020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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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区一区多园协同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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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xj.beijing.gov.cn/jxdt/tzgg/202007/t20200728_1963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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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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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8 月 14 日。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0829068/index.html 

 

➢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关于征集 2020年度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支持资金的通知 

为加快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示范区）集

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实施《关于促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成电

路设计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中科园发〔2016〕37 号，附件 1）和《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

〔2016〕38 号，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附件 2），现面向中关村海淀

园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相关单位开展 2020年度中关村示范区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发展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4 日。 

详情链接：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0836126/index.html 

 

➢ 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关于申报 2020年北京市知识产权保险保费补贴

的通知 

根据《北京市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工作管理办法》（京知局〔2019〕335

号）和《2020 年北京市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指南》的规定，现就 2020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tzgg/1082906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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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市知识产权保险保费补贴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申报时间：2020 年 7 月 21 日—9 月 20 日。 

详情链接： 

http://zscqj.beijing.gov.cn/art/2020/7/21/art_5652_524932.html 

 

三、活动抢先看 

（1）线下路演 | 北京软协项目路演暨“创客北京 2020”创新创业大赛初

赛专场 

时  间：2020 年 8 月上旬 

（2）在线直播 | 北京信创交流会（九）-医疗行业应用 

时  间：2020 年 8 月上旬 

（3）在线直播 | 工业互联网专委会筹建启动会暨 CEO 俱乐部系列活动

（太极股份） 

时  间：2020 年 8 月上旬 

（4）在线直播 | 新媒体实战公开课（二）——新媒体微信公众号运营 

时  间：2020 年 8 月中旬 

（5）在线直播 | 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标准宣贯（北京站） 

时  间：2020 年 8 月中旬 

（6）在线直播 | 人工智能专委会筹建启动会暨 CEO 俱乐部系列活动

（亚信科技） 

时  间：2020 年 8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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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线直播 | 大数据专委会筹建启动会暨 CEO 俱乐部系列活动（国

信优易） 

时  间：2020 年 8 月中旬 

（8）在线直播 | 云计算专委会筹建启动会暨 CEO 俱乐部系列活动（金

山云） 

时  间：2020 年 8 月下旬 

（9）在线直播 | 网络安全专委会筹建启动会暨 CEO 俱乐部系列活动

（天融信集团） 

时  间：2020 年 8 月下旬 

（10）在线直播 | 区块链专委会筹建启动会暨 CEO 俱乐部系列活动（联

动优势） 

时  间：2020 年 8 月下旬 

（11）在线直播 | 北京信创交流会（十）-社交办公 

时  间：2020 年 8 月下旬 

（12）线下沙龙 | “构建完整的“互联网+医疗”产业链还缺什么”沙龙 

时  间：2020 年 8 月下旬 

 

四、行业动态 

北京信息消费节正式启动 

7月 28日上午，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商务局、朝阳区人民政府、石景山区人民政

府、丰台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北京信息消费节”启动仪式，以在线直播形式召开。北京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北京市商务局相关领导出席仪式。 

北京信息消费节是北京消费季重启后服务消费类重要活动之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推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加速促进消费人气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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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心回升、消费市场回补。 

为突出“信息消费 创新未来”的活动主题，启动仪式在北京朝阳区柏莱特影视文化产业园设立

了主会场，并在小米科技园小米之家、百度小度官方体验店、苏宁慈云寺店、腾讯 WeSpace（北京）、

京东之家、曲美京东店、海尔智家北京体验园区等七处北京市培育的信息消费体验中心设立了分会

场，通过网络直播无缝链接，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形式创新、内容丰富、趣味、实惠的大型消

费直播活动。 

仪式同时，各企业在直播间带货直播，推广信息消费理念和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并拿出了真金

白银的惠民举措，让参与信息消费节的市民在体验到便利的同时，还能享受最大的福利优惠，更好

地展现信息消费的魅力。 

北京信息消费节活动自 7月 28日启动，将一直持续至年底。期间，北京电信、北京移动、北京

联通等运营商拟结合 5G消费热点，通过流量及终端的补贴，带动新消费。同时，歌华有线、美团、

苏宁、PP 体育、曲美、小米、贝壳、百度、腾讯、多点、58同城、依文、VIPKID、便利蜂、中文在

线、京东、海尔、值得买、知乎、阿里巴巴等信息消费类企业积极参与活动，通过打折、优惠促销

等手段，让利于民超过 20亿元，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信息消费类产品及服务，促进信息消费市场

回暖。 

北京信息消费节还将举办“新基建引领北京软件高质量发展论坛”、“2020全国信息消费城市

行活动（北京站）”、北京信息消费创新大赛、“数字赋能中小企业行”等活动。 

北京信息消费节将通过“智惠住”“智惠行”“智惠玩”“智惠读”“智惠听”“智惠游”等

线上线下融合推广体验活动，联合 58同城、美团、苏宁易购、京东、小米、值得买等北京市多家平

台企业，通过优惠促销措施，以线上线下融合体验的形式，鼓励市民放心消费。结合数字文化主题，

开展电竞北京系列活动，建设游戏电竞科技消费体验区，积极培育电竞消费场景。结合信息惠民主

题，开展信息消费社区行活动，结合线下商业体和便利店，为社区居民体验新技术新模式的产品与

服务提供便利，打通信息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北京信息消费节期间还将发布信息消费地图，便利千万北京市民，方便市民获取身边的信息消

费产品与服务，鼓励北京市民进行线上消费，带动经济恢复，扩大升级信息消费，推动信息消费产

业持续发展。 

此外，为满足用户需求，信息消费节期间将开辟信息消费节专门入口，汇聚信息技术与制造、

信息技术与文创融合的创新型产品，打造更丰富、更有层次感的产品展示场景。通过 5G智能狂欢、

明星带货、共享游戏等新形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消费深度融合，助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模

式创新。 

（北京市经信局官网） 

 

新基建引领北京软件高质量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7月 28日下午，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办、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承办的“新基建引

领北京软件高质量发展论坛”在线上成功举办。这是以“信息消费 创新未来”为主题的北京信息消

费节的首场活动。本次论坛在新华网、首都之窗、小鹅通和 51CTO等多个平台同步进行了直播。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杨宇燕，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以及来自东华软件、

用友网络和柏睿数据的企业领袖代表与会并发表演讲，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新基建引领北京软件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论坛还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处长尤靖、北

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会长刘淮松分别发布了《2020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新基

建下的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机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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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国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刺激经济恢复性增长的重要举措。北

京新基建聚焦“新网络、新要素、新生态、新平台、新应用、新安全”六大方向，通过共性支撑软

件、共享开源平台等软件设施建设，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催生更多新服务、新产品、新业态。2020年上半年，随着我市复工复产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逐渐走向复苏，呈现较强的发展韧性，全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4%，增速居第三

产业首位并呈逐月稳步回升态势；全行业实现增加值 2607.1 亿元，增长 8.3%，占全市 GDP 比重达

16.1%。 

详细报道请查看 www.bsia.org.cn/site/content/6115.html 

（北京软协官网）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在上海开幕 

7月 9日，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在上海世博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上海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科技合作是重要内容，人工智能是重要载体。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着力打造链接协同创新的开放平台、链接产业发展的赋能平台、链接城市治理的智慧平台、链

接美好生活的服务平台，与海内外朋友携手合作，共同开拓人工智能发展美好前景，共同谱写智能

时代精彩篇章。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视频致辞时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实现良性

发展，技术创新日益活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与行业融合应用不断深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推

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组织一批智能产品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要加

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坚持更深

更广的开放合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支持上海人工智能改革创新，建设人工智能高地。 

上海把 AI作为重点布局的三大产业之一。上海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共有 1116家，2019年规上企

业产值约 1477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10.7%。上海坚持将招商引资作为产业发展的“牛鼻子”，腾

讯长三角 AI超算中心等新项目完成签约；IBM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将在 7月开业；云从科技入驻张江

人工智能岛。作为上海临港重点产业项目，商汤科技上海新一代人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台项目正式

启动，拟于 2021年底落成；图森未来已建成无人驾驶测试研发中心，无人驾驶卡车已测试总里程达

50000公里。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高荣誉卓越人工智能引领奖在开幕式上公布，五个获奖项目分别是：IBM人

工智能辩论系统 IBM Project Debater、上海联影智能 uAI新冠肺炎医学影像智能化诊断全栈解决

方案、百度文心（ERINE）知识增强语义理解技术与平台、卡内基梅隆大学 Tetrad因果关系自动发

现智能平台、清华大学论文《忆阻器卷积网络的全硬件实现》。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网） 

 

苹果中国应用商店一周下架 2500多款游戏 

Sensor Tower 最新数据显示，7 月首周从苹果中国应用商店下架的移动游戏应用超过 2500 多

款，是六月同期的四倍。到目前为止，7月从苹果中国应用商店内下架的知名游戏包括 Supercell的

热门农场游戏《卡通农场》，Flaregames的《无敌查克诺里斯》和 Zynga的《纸牌》。苹果此前已

经要求有收入回报的游戏发行商须在六月底之前提交政府授予的许可证编号，该许可证编号允许发

行商添加应用内购买功能。 

/site/content/6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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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 

 

习近平宣布北斗三号正式开通 

7月 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近期，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第 55颗卫星（北斗三号系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已完成在轨测试、入网评估等工作，据悉，

这是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入网工作。 

（央视新闻） 

 

五、企业风向 

【软件+服务】 

百度健康行业首创专科互联网医院新模式 

7 月 2 日消息，近日，百度健康正式推出“糖尿病中心”，目前已有百位内分泌权威专家领衔

入驻，共同打造线上线下医患一体化平台。用户可通过百度健康“糖尿病中心”获得从科普知识到

疾病预防、在线问诊到商城服务、个性化服务包到全程健康管理的一站式服务，在百度 App搜索“百

度健康糖尿病中心”即可进入小程序体验。 

（钛媒体） 

 

百度斥资数亿美金收购“小鱼在家” 

7 月 10 日消息，据 36 氪报道，百度已于近期达成对家庭硬件终端厂商“小鱼在家”的全资收

购意向，收购金额为数亿美元，目前尚有细节仍在协议商定中。百度回应称：小鱼在家为此前百度

战投企业，近期完成全资收购是协定签署流程的正常推进。 

（36氪） 

 

美团玩美季联手人社部、快手、中国网发起“毕业季云招聘” 

7 月 9 日消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高校毕业生约有 874 万人，比去年增加了

40多万人，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这 800多万人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近日，由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职业能力建设司指导，美团玩美季携手中国网、快手共同举办的以“疫情

下的就业新选择”为主题的《2020就业直通车》首场直播活动开启，为广大毕业生求职者带来专业

的就业指导和建议。来自人社部、中国网、美团玩美季新职业合作商户的多位嘉宾参与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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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 

 

猿辅导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官方在线教育服务赞助商 

7 月 13 日，北京猿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冬奥组委正式对外宣布，猿辅导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在线教育服务赞助商。猿辅导将与北京冬奥组委紧密合作，研发相关的在

线课程，丰富奥林匹克课程资源，让各地青少年了解和学习冰雪运动。 

（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 

 

立思辰更名“豆神教育” 产品升级开启教育与创新文化布局 

7月 13日，立思辰发布公告称，公司因战略升级，拟将上市公司名称由原来的“立思辰”更名

为“豆神教育”，公司将使用统一的豆神品牌，进行教育和泛文化创新板块的布局。豆神集合了在

动漫影视剧、文学游戏卡牌、手办周边、互联网、区块链、AR 互动、硬件开发等领域的顶尖队伍，

依托豆神魔卡、魔盒、魔法教室等产品，打造整个豆神魔法世界。 

（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 

 

百度智能小程商业能力加速释放广告收入环比上升 50%  

7月 15日消息，阿拉丁对外发布《2020年上半年小程序互联网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在

小程序如火如荼的当下，百度智能小程序成为最具活力的小程序生态。一方面，百度智能小程序月

活突破 5 亿，广告收入环比上升 50%，商业化能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小程序，

百度正在不断完善服务体系，逐鹿“生活服务新时代”。 

（砍柴网） 

 

百度地图与德邦达成合作 物流产业智能化再进一步 

7月 23日消息，百度地图与德邦快递完成智慧末端配送系统项目的签约合作。百度地图将基于

智能物流解决方案为德邦构建快递快运数字化体系，直击大件快递末端派送耗时长、客户满意度低

的痛点，从优化快递场站选址、完善快递员派送路径规划等层面入手，助力德邦快递提升业务精细

化管理水平，推动物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搜狐网） 

 

搜狗地图上线全新版“AR 实景驾驶导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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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京东城市（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注册资本由此前的 2000 万元增至 2 亿元，增幅达 900%。工商披露的股东信息显示，京东城市（北

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由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搜狐网） 

 

方正集团破产重组新进展，拟和四家子公司合并 

7月 17日晚间，方正证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被申请合并重整的提示性公告称，方正

证券于当天收到控股股东方正集团的告知函。上述告知函称，方正集团管理人以方正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方

正集团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五家公司财产的成本过高、对方正集团单独重整将严重损害债

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 称“北京一中院”)申请将五家公司实质

合并重整。 

（财联社） 

 

【人工智能】 

青云 QingCloud 与寒武纪达成合作 

企业级混合云服务商青云 QingCloud 宣布与国内 AI 芯片独角兽寒武纪达成战略合作，拓展边

缘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联合创新。此次与寒武纪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重点探索边缘

智能产品和场景解决方案，推动 AIoT在云、网、边、端的发展。这两大平台主要聚焦数据中心、工

业、交通和建筑四大行业落地。 

（TechWeb） 

 

百度 AI 与中国建材达成超 100 亿元合作 

7月 13日消息，百度与中国建材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智慧物流，数字矿山，智慧工厂，

工业无人驾驶、数据中心新基建、企业 AI大脑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据悉，双方合作第一期

已签署合同金额 2700万元，整个战略合作价值将超过百亿元。 

（智东西） 
 

寒武纪正式登陆科创板 开盘涨 288%  

7 月 20 日消息，国内 AI 芯片独角兽公司寒武纪今日正式登陆科创板，成国内 AI 芯片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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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IPO 寒武纪发行 4010 万股，发行价为 64.39 元/股。开盘涨约 288%，股价报 250 元，市值达

1000.25亿元。寒武纪自成立以来，完成多轮融资，阿里创投、科大讯飞、湖北联想、中科图灵、国

新资本、中科院创投等皆位列其股东席。寒武纪主打各类智能云服务器、智能终端以及智能机器人

的核心处理器芯片。 

（TechWeb） 

 

美团希望借助无人配送车来应对未来  

7 月 22 日消息，美团无人配送部总经理表示，美团预计未来五年外卖单日订单将从目前的约

3000 万单实现 3 至 4 倍的增长。美团目前正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以帮助其 80 万快递员应对预期

中的需求激增。 

（36氪） 

 

【网络安全】 

奇安信科创板上市：市值超 800 亿 

奇安信 7月 22日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为 56.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3.96亿元。奇安信此次

募资拟全部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包括网络安全行业中新兴的云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

工业互联网安全、安全服务化、零信任安全、态势感知领域，剩余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当日，奇安

信开盘价为 121元，较发行价上涨 115.6%，市值突破 800亿。 

（创事记） 

 

 

启明星辰在物联网、车联网安全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7月 21日消息，启明星辰表示，公司在物联网、车联网安全方面已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

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包括安全漏洞研究、车载总线安全、自动驾驶安全、ECU固件安全、

安全防护技术等车联网安全相关的各方面，协助智能设备厂商和车企发现并处置多起漏洞事件，有

效保障了其系统的安全性。今年 5月国汽智联“车辆漏洞预警与分析平台”项目启动，启明星辰成

为首批支撑单位展开相关合作。 

（腾讯新闻） 

 

【导航与位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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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成功在科创板上市 

7月 8日，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开市涨幅 425%，迎来开门红。中科星

图是由中科院控股的第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也是国内最早从事数字地球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

其第五代 GEOVIS数字地球产品，以空天大数据为基础，已在自然资源、交通、应急、气象等行业推

广使用，引领国内数字地球行业发展。 

（空天信息） 

国内主要无人机均使用北斗星通公司高精度板卡 

7月 24日消息，北斗星通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国内主要无人机都使用了公司的高精度板卡，如

大疆、极飞等，北斗星通市场占有率大概在 60%-70%之间。 

（金融界） 

 

【新基建】 

亚信科技加入“5G 网络切片联盟” 加速助推新基建 

7月 6日消息，由 5G 网络切片联盟（5G Slicing Association，5GSA）主办的第三届 5G网络

切片峰会在线召开，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GSMA、IMT-2020 5G 推进组、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亚信科技、华为等有关部门、行业机构和企业的专家代表参会。会

上，亚信科技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一起正式加入联盟，联盟伙伴将共同推进 5G网络切片产业发

展，加速 5G网络切片商用进程，共绘 5G产业蓝图。 

（新浪财经） 

阿里云全面提速新基建，携手千方科技等聚焦行业数字化升级 

7 月 16 日消息，近期举办的 2020 阿里云合作伙伴峰会上，阿里云宣布深耕被集成战略，做深

基础、做厚中台、做强生态，与合作伙伴一起发力新基建。千方科技是阿里云首批飞天生态合作伙

伴，也是阿里云最高级别的生态合作伙伴。自 2019年开始，双方围绕智能交通和边缘计算，共同推

进交通行业智能化应用解决方案以及云+边+端的全链路解决方案落地实施，共筑数字新基建。 

（新浪网） 

 

【国际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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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森未来启动全球首个无人驾驶货运网络 

7 月 2 日，图森未来在美国启动全球首个无人驾驶货运网络，由无人驾驶卡车、物流枢纽中心

和运营监控系统构成。该计划将分三个阶段推出，为无人驾驶卡车在 2024 年的商业化落地奠定基

础。目前，图森未来已经在美国的凤凰城、图森市、埃尔帕索和达拉斯之间的七条不同路线上进行

着无人驾驶运输服务。 

（网易科技） 

 

谷歌为印度数字化投资 100 亿美元 

谷歌宣布计划投资 7500亿印度卢比（合 100亿美元），以帮助印度的数字化转型，此前有许多

美国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针对该国的计划中。在 Google for India活动中，首席执行官 Sundar 

Pichai表示，这笔资金将推动股权投资的组合；伙伴关系；以及未来五到七年的运营，基础设施和

生态系统投资。重点领域将包括实现负担得起的访问并以公民的母语提供信息；创造新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该国的独特需求；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并利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改善医疗保健，教育和

农业。 

（腾讯科技） 

 

六、百强企业风采 

为了充分展示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风采，进一步发挥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的

示范引领作用，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基于“2019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

在官网和“软件无限”平台发布了“聚焦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网站专题。 

值得一提的是，专题特别设立了“综合实力百强企业风采”子栏目，充分展示“2019北京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领导人的精彩言论、入选理由和核心竞争力，旨在探寻综合实力

百强企业做强做大的关键所在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详细报道请查看 www.bsia.org.cn/site/term/63.html 

（北京软协官网） 

 

七、观点视角 

《2020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7月 28日，在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办、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承办的新基建引领北

京软件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2020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

详细解读过去一年中，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果，为新基建、新消费同频共振下

共谋软件产业发展之道提供了高价值参考，引起业界的热烈反响。 

https://www.bsia.org.cn/site/term/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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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是在融通大数据和传统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充分运用

大数据思维，对 2019 年度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进行全景式呈现和剖析。报告分为产业全

景、高端领域、人才智力、资本运作、国际化、双创效应、产业协同共七部分。 

报告显示，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呈现以下十大特色： 

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启新局面，开放创新再上新台阶。2019年产业持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实现营业收入 13464.2 亿元，占全国比重的 23.0%；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贡献超四成，成为产业发展

主力军。全行业实现增加值 4783.9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为 13.5%，在全市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

步巩固。发展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全行业人均营收近 150万元；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营业收入达到

3.8亿元。产业开放力度加大，自主创新活跃；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生态体系加速形成。 

第二，头部企业引领作用增强，产业集中度提升；骨干企业领先优势明显，新兴领域企业成长

迅速。北京拥有百亿元以上企业 18家。在 2019年度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

百家企业、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等企业榜单中，北京市入选企业数量超三成，

均居全国首位。北京市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个新兴领域实力凸显，字节跳动、小

米、百度、美团、第四范式等企业入选 2019年多项榜单。 

第三，产业区域特色突出，形成“一带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海淀、朝阳企业京内迁移活动频

繁。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以海淀区、朝阳区、通州区为软件产业主发展带，实现与其他区多点位协

同发展。城六区营业收入占全市的比重为 94.0%，其中海淀仍为产业主要聚集区，朝阳、顺义等区

产业贡献加大。2019 年，近 3 万家在营企业中，共发生跨区域迁移事件 1312 起。海淀、朝阳、房

山和丰台迁移活动最为活跃。 

第四，打造政策“组合拳”，推动产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进一步扩大

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行动计划（2019-2022 年）》等政策文件。发挥政府引导基金

的乘数效应，推进北京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等重大项目加速落地。落实好税收等普惠式政策，

增加企业获得感。征集遴选科技领军人才，支持创新型企业人才引进培养，建立软件人才库。 

第五，北京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布局更加清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亮点突出；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导航与位置服务、区块链等领域应用加速落地，贡献新的增长极。北京已成为

全国工业互联网发展高地，网络、安全、平台三大产业体系成果显著；顺义、海淀、朝阳和石景山

四区联合成功入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形

成“三园协同、多点联动、辐射全国”的总体布局网；信创产业核心环节实现布局，“四梁八柱”

企业快速聚集，产业生态搭建完成。编制发布《关于促进北斗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

年-2022年)》；在关键技术、应用推广方面走实加快，“北斗+”和“+北斗”两大类场景应用持续

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达领先水平，已形成从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到核心算法和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

完整产业链，创新能力突出。云计算应用持续深化，从互联网广泛扩展至行业应用领域。大数据应

用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产业规模突破 2000亿。区块链技术加快落地，应用范围不断延伸。 

第六，高学历归国人才比例略有提高，行业平均工资稳步提升，高学历、有经验人才需求持续

增长。2019年，行业从业人员数量达 89.9万人，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 14.6%。领军人物成为

行业创新创业的核心力量。行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薪酬达 23.6万元/年，仅次于金融业；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速最快，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平均薪酬最高。行业法人单位平均工

资突破 20万元大关，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1.5倍。 

第七，社会资本对行业投资趋于理性，科创板备受新兴领域企业青睐，互联网教育市场融资活

跃，行业股权投资依然集中于东部地区。2019年，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融资总规模为 254.4亿

美元，从结构来看，行业投融资以私募投资为主，融资金额占比达 64.1%。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

北京新增上市企业 25家，为历年来最高。 

第八，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居全市首位，服务外包市场持续增长，互联网信息领域开放力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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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互联网信息领域开放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取消存储转发类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仅限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加快推进

一批海外新兴技术项目落地，打造“自贸区+”开放体系。行业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53.5亿美元，占

全市利用外资总量的 37.6%，在各行业中居首位。 

第九，行业创新成果再上新台阶，专利聚焦高价值领域，有力支撑全国科创中心建设。2019年，

北京市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突破 20万件，占全国的比重为 13.7%；行业专利申请量达到 2.2万件，授

权量为 1.2万件；行业有效发明专利达 6.7万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 733件。 

第十，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持续布局，

实现产业协同、技术协同、资本协同。长三角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为行业在京外战略布局的重点，

京津冀区域占比近三成。2014 年以来，行业在津冀累计设立分支机构 2046家，其中，2019年为 220

家。京津冀联合创新成果丰硕，2011-2019 年，北京软件企业参与三地联合创新的企业主体数量达

2178家，成为中坚力量。深圳、广州成为行业布局大湾区重点城市，超三成案例为跨行业布局。 

软件产业作为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新基建建设的创新引擎，也是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

要内容、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北京软件在新的时期肩具使命，再次启程，助力北

京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软件名城迈进。 

（北京市经信局官网） 

 

《新基建下的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机遇》报告发布 

疫情中的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体情况。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19年北京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收 1.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遭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也受到一定的波及。1-3 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

营收 2940亿元，同比增长 3.2% ，低于去年同期增长率。4月起，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逐步

恢复。1-4月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实现增速 7.8%。 

疫情期间，北京市在线经济业态齐发力。在线医疗、远程医疗共享优势医疗资源，市场加快发

展。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企业有春雨医生、叮当快药和东华软件。 

在线教育、网络云课堂实现“停课不停学”，猿辅导、好未来、慕课等在线教育公司发展势头

强劲。 

线上办公、远程协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领域代表有金山软件、百

度和腾讯云。 

电子商务、生鲜电商、无人宅配催生“宅经济”。网上“无接触服务”购物成为居民主要购物

方式，京东、每日优鲜、多点等电商平台使用不断普及、规模不断增加。 

数字娱乐赋能新场景，抖音、快手等流媒体规模进一步壮大。 

疫情期间，部分行业遇冲击。旅游电商面临生存压力。史无前例的订单退改和业务冰封，企业

营收陷入停滞，给所有旅游电商企业的资金链带来了严峻考验，企业面临巨大挑战。中小型旅游电

商生存压力大，抗风险能力弱，百程旅游由于疫情影响进入破产清算。随着疫情防控陷入常态化，

刚需商务出行恢复迅速，而旅游出行恢复缓慢，旅游电商疫后恢复能力面临考验，生存问题依然严

重。 

软件服务外包遭遇压力。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软件领域是软件服务外包和系统集成业务。绝

大部分软件服务外包项目的交付依赖于技术人员在现场（客户现场或企业办公场地）部署专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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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完成交付工作。国内各地区企业延期复工复产、各级政府项目采取取消和延期招标，严重影响了

软件外包服务产业交付。  

详细报道请查看 https://www.bsia.org.cn/site/content/6117.html 

（北京软协官网） 

 

218 家独角兽企业，引领中国新经济发展 

7 月 28 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2019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

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 218家，总估值 7964亿美元，平均估值 36.5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 100亿美

元（含）的超级独角兽企业共 7家，分别是蚂蚁集团、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小桔科技）、菜鸟网

络、快手、京东数科、京东物流，其中 5家来自北京。  

“北上深杭”是独角兽企业主要聚集地 

2019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28 座城市，“北上深杭”共有独角兽企业 156 家，占我国独角

兽企业总数的 71.6%，其中北京独角兽企业 80 家，居全国首位。广州独角兽企业 11 家，南京独角

兽企业 10家，天津、成都、武汉和青岛独角兽企业均在 4家及以上。济南、张家口、嘉兴 3座城市

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我国各区域创新活力持续提升、创新型城市不断涌现，更多的城市开始注重

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培育和引进创新型企业。 

独角兽企业是新赛道的引领者 

独角兽企业分布于 26 个领域。智慧物流、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新文娱、新零售、互联网教育

领域独角兽企业数量分列前五；其次，汽车服务、产业互联网、大数据、云服务、智能网联等领域

集聚较多独角兽企业。这些领域作为主赛道不断裂变出新的赛道。 

新零售、新文娱、互联网教育、医疗健康升级发展出新赛道。以完美日记、小红书为代表的直

播带货，以兴盛优选、钱大妈等为代表的社区团购等新赛道发展提速，快手、字节跳动系抖音等新

文娱独角兽作为短视频平台支撑，深入直播带货赛道。松鼠 AI、作业盒子等独角兽深入 AI 智适应

教育新赛道。新冠疫情下，作业帮、猿辅导等独角兽在直播课堂赛道逆势增长。华大智造等独角兽

在精准医疗新赛道助力新冠病毒检测。 

独角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上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智能硬件、量

子通信）、医疗健康（新药研发、精准医疗、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新材料、新能

源等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共 69家，较 2018年多 4家。 

截至 2019年底，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独角兽企业共 113家，发明专利有效量 3737件，占有效

专利总量的 25%。2019 年当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总数为

5204件，是 2016年的 5.9 倍，年均增长率为 80.6%。 

平台型企业仍是投资孵化独角兽企业的主要力量 

红杉资本、IDG 资本、经纬中国、华兴资本等 11 家头部投资机构参投独角兽企业数量均在 15

家及以上。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和小米等新经济企业，继续成为投资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平

台型企业，合计投资独角兽企业（剔除重复）98家，占独角兽企业总数的 45%。 

北京入选长城战略咨询 2019 中国独角兽企业名单 

序号 排名 企业名称 估值(亿美元) 行业 成立时间 

1 2 字节跳动 750 新文娱 2012 

2 3 滴滴出行 580 出行服务 2012 

https://www.bsia.org.cn/site/content/6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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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名 企业名称 估值(亿美元) 行业 成立时间 

3 5 快手 286 新文娱 2011 

4 6 京东数科 200 企业服务 2013 

5 7 京东物流 134 智慧物流 2012 

6 9 瓜子二手车 90 汽车服务 2011 

7 9 贝壳找房 90 数字房产 2015 

8 12 京东健康 76 医疗健康 2019 

9 14 商汤科技 60 人工智能 2014 

10 19 自如 50 数字房产 2016 

11 23 VIPKID 45 互联网教育 2013 

12 26 旷视科技 40 人工智能 2011 

13 26 比特大陆 40 金融科技 2013 

14 31 奇安信 35.4 网络工具 2014 

15 32 寒武纪 35 人工智能 2016 

16 36 美菜网 33 产业互联网 2014 

17 38 一下科技 30 新文娱 2011 

18 38 猿辅导 30 互联网教育 2012 

19 38 地平线 30 人工智能 2015 

20 38 优客工场 30 企业服务 2015 

21 38 阿里音乐 30 新文娱 2016 

22 50 知乎 27 社交 2012 

23 50 明略科技 27 大数据 2014 

24 52 金山云 26.5 云服务 2011 

25 55 作业帮 25 互联网教育 2015 

26 58 乐元素 24.6 新文娱 2012 

27 62 每日优鲜 23 新零售 2014 

28 63 蛋壳公寓 22 数字房产 2015 

29 65 影谱科技 20 人工智能 2013 

30 65 科信美德 20 医疗健康 2014 

31 65 快看漫画 20 新文娱 2014 

32 65 理想汽车 20 新能源汽车 2015 

33 74 马蜂窝 19 旅游科技 2011 

34 76 APUS 18.5 网络工具 2014 

35 80 氪空间 17.4 企业服务 2014 

36 84 一点资讯 16 新文娱 2013 

37 84 便利蜂 16 新零售 2016 

38 94 口袋购物 15 电子商务 2011 

39 94 途家网 15 旅游科技 2011 

40 94 春雨医生 15 医疗健康 2011 

41 94 纳恩博 15 智能硬件 2012 

42 94 云知声 15 人工智能 2012 

43 94 小猪短租 15 旅游科技 2012 

44 94 易久批 15 产业互联网 2014 

45 94 转转 15 电子商务 2017 

46 107 百望云 14.6 企业服务 2015 

47 108 特斯联 14.5 人工智能 2015 

48 116 国铁吉讯 13.6 出行服务 2017 

49 117 Geo集奥聚合 13 大数据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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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名 企业名称 估值(亿美元) 行业 成立时间 

50 122 罗计物流 12.6 智慧物流 2014 

51 123 云鸟配送 12.5 智慧物流 2015 

52 126 ETCP停车 12 出行服务 2012 

53 126 闪送 12 智慧物流 2013 

54 126 第四范式 12 人工智能 2015 

55 126 极智嘉 12 人工智能 2015 

56 126 图森未来 12 智能网联 2016 

57 126 水滴公司 12 金融科技 2016 

58 140 中创为量子 11.5 量子通信 2014 

59 148 零氪科技 10.8 医疗健康 2014 

60 148 太合音乐 10.8 新文娱 2014 

61 148 首汽约车 10.8 出行服务 2015 

62 148 得到 10.8 新文娱 2015 

63 153 Boss直聘 10.6 企业服务 2013 

64 155 花生好车 10.5 汽车服务 2015 

65 161 酒仙网 10 新零售 2010 

66 161 慧科教育 10 互联网教育 2010 

67 161 蜜芽宝贝 10 新零售 2011 

68 161 诺禾致源 10 医疗健康 2011 

69 161 腾云天下 10 大数据 2011 

70 161 G7 10 智慧物流 2011 

71 161 我买网 10 电子商务 2012 

72 161 青云 QingCloud 10 云服务 2012 

73 161 出门问问 10 人工智能 2012 

74 161 脉脉 10 社交 2013 

75 161 智米科技 10 智能硬件 2014 

76 161 睿智科技 10 大数据 2014 

77 161 作业盒子 10 互联网教育 2014 

78 161 农信互联 10 产业互联网 2015 

79 161 妙手医生 10 医疗健康 2015 

80 161 初速度 10 智能网联 2016 

（长城战略咨询） 

 

八、统计数据 

华为上半年营收 4540 亿元 同比增长 13.1%  

7 月 13 日，华为发布了 2020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540 亿

元，同比增长 13.1%, 净利润率 9.2%。其中，运营商业务收入为 1596亿元，企业业务收入为 363亿

元，消费者业务收入为 2558 亿元。对照华为 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二季度业绩增速大幅上涨。一

季度华为销售收入 1822亿元（同比增长为 1.4%），这意味着二季度华为营收 2718亿元，整体增速

也恢复到了两位数。 

当前，各国正在努力应对疫情挑战，ICT 技术不仅在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经济复苏的引

擎，华为愿意和运营商、各行各业伙伴一起努力，保障网络稳定运行，加速数字化转型，助力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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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 

（21世纪经济报道） 

 

微软 2020 财年第四季度收入 38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3%  

7月 23日，微软发布 2020财年 Q4财报，财报显示，微软第四季度收入为 380亿美元同比增长

13%。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及各种技术服务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微软的游戏业务整体呈强势态势。财

报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微软游戏整体收入增长 13亿美元，增幅达到 64%。值得一提的是，Xbox的

硬件收入同比增长更是达到 49%。 

在云服务板块，微软的 Intelligent Cloud 智能云业务（包括 Azure 公有云服务、GitHub、

Windows Server、SQL Server 和企业服务）的收入为 133.7亿美元，同比增长 17％，但是 Azure的

收入增幅从上一季度的 59％放缓至 47％。考虑到疫情和远程办公已经促使企业组织大幅加快了数

字化转型进程，市场对云服务的需求仍然很高，所以微软云业务的增长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腾讯新闻）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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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余家，以下是 7 月入

会企业名单： 

 

 

2020 年 7 月份入会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领域 业务方向 

1 北京高因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

开源及基础软件 

房地产业 

2 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3 北京兴创恒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4 北京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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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京欧瑞科斯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大数

据,服务外包,电子商务,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商业零售业,

电子商务,物流业,其他 

6 银河威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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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服务外包,

视听产业,互联网,数字媒体,

动漫游戏,互联网教育,开源及

基础软件,其他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息,

电子商务,会展业,其他 

7 北京江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工业互联网 
环保,电子信息,其他 

8 领创能源（北京）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智能交通,大数据,

能源电力,能源互联网,节能环

保 

新能源,环保,电子信息,

机械工业 

9 北京卫通天宇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机械工业 

10 一点知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教育 其他 

11 新普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数字媒体 其他 

12 北京永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能源电力,工业互联网,智能制

造 

新能源,发电与输变电设

备 

13 申合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商务 

14 北京旋极伏羲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位置导航,大数据,

能源电力,空间信息,开源及基

础软件 

电子信息 

15 北京信普达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能源电力,其他 其他 

16 北京乾橙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智慧城市,物联网 环保 

17 北京慧摩尔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医

疗,服务外包,互联网,其他 

金融业,医疗与健康,电

子信息,物流业,其他 

18 
北京国新智电新能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新能源 

19 北京中星讯达科技有限公司 军民融合装备 电子信息 

20 电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21 博易智软（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22 深圳市洞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智能交

通,大数据,智慧医疗,可信计

算 

金融业,医疗与健康,电

子商务 

23 北京中科政汇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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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北京中安国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25 北京术杰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服务外包 其他 

26 北京创奇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虚拟现实,军民融合装备 电子信息 

27 
北京中海纪元数字技术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28 有时数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29 北京瑞泰宏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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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能源电

力,服务外包,可信计算,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能源互联

网,视听产业,电子商务,互联

网,数字媒体,生物科技,动漫

游戏,节能环保,互联网教育,

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息,

电子商务,其他 

30 北京火神永创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大数据,军民融合装

备,空间信息,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31 
中网南自自动化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能源电力 发电与输变电设备 

32 北京安普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云计算,大数据,能

源电力,服务外包,互联网,开

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33 北京中税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34 北京沄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能源互联网 电子信息 

35 北京达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 电子信息 

36 纽扣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金融业 

37 北京波波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38 北京星奇畅想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互联网,动漫游戏 其他 

39 北京时光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40 北京分享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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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装备,工业互

联网,互联网 

新能源,医疗与健康,电

子信息,其他 

41 北京致趣科技有限公司 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信息 

42 浩博泰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媒体 电子信息,会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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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智新物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智慧医疗,服务外

包,智能制造,电子商务,互联

网,其他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息,

商业零售业,电子商务,

旅游业,会展业,其他 

44 北京深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能源电

力,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 

45 卓世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教育 电子商务 

46 北京传习新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服务外包,互联网,

互联网教育 

金融业,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其他 

47 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大数据,其他 
金融业,电子商务,其他 

48 北京雁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互联网,节能环保,

开源及基础软件 

环保 

49 北京英智数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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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能源电力,

可信计算,工业互联网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其

他 

50 北京汉升宏嘉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51 北京惠每云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医疗与健康 

52 北京安龙脉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53 北京前沿移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教育 其他 

54 也未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虚拟现实 其他 

55 北京圣通和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环保 

56 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大数据 电子信息 

57 中材华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 物流业 

58 北京智保惠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其他 

59 北京众志智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60 
集奥聚合（北京）人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 金融业 

61 北京磁浮有限公司 云计算,物联网,智能交通 电子信息 

62 北京时代艾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互

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63 北京智辉空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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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北京金航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网络安

全,云计算,智能交通,大数据,

互联网 

电子信息 

65 北京金鸿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 电子信息 

66 北京中云微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物联网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旅

游业 

67 北京慧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物联网,互联网 电子信息 

68 北京碧兴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互联网,节能环保,其他 新能源,环保,其他 

69 北京优全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金融业 

70 国家电投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 
电子信息 

71 北京中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电子信息 

72 北京中兵智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智能交通,大数据,互

联网 

其他 

73 北京双星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物联网,大数据,智

慧医疗 
医疗与健康,物流业 

74 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电力,能源互联网 新能源,电子信息 

75 
天盛环球（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大数据,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其他 

76 世融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其他 金融业,环保,其他 

77 北京融港银控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 金融业 

78 北京华艺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息 

79 北京博众微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网络安全,互联

网,开源及基础软件 
电子商务 

80 北京志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 电子信息 

81 中创智维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

智能交通,大数据,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发电与输变电

设备 

82 中天智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互联网 电子信息 

83 点亮智汇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 

84 北京合智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 电子信息 

85 北京大象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大数据,

电子商务,互联网,开源及基础

软件,其他 

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其

他 

86 北京爱论答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 其他 

87 北京百年视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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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北京声智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能

制造 

医疗与健康,电子信息 

89 北京汇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 金融业 

90 北京慧保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91 
曙光星云信息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金融业,其他 

92 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其

他 

商业零售业,电子商务,

其他 

93 
北方大贤风电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网络安全,云计算,物联网,能

源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 

新能源,电子信息,电子

商务 

94 
北京宏涛嘉业信息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虚拟现实,云计算 电子信息 

95 北京诺安信利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96 北京蓝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97 
中能锐赫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 
物联网 物流业 

98 北京智享东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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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医疗,能源电力,可信计

算,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

电子商务,互联网,互联网教

育,开源及基础软件 

新能源,医疗与健康,环

保,电子信息,商业零售

业,电子商务,物流业,发

电与输变电设备,制药与

生物技术 

99 北京大智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 机械工业 

100 北京智云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 电子信息 

101 北京钟声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动漫游戏 电子商务 

102 云上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大数据 电子信息 

103 北京海沃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104 中科宏一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教育 电子信息 

105 北京凯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智能交通,大数据,节能环

保 

新能源,环保,电子信息,

房地产业,机械工业 

106 北京华新天力能源气象科技中心 大数据 新能源 

107 北京知帆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 金融业 

108 北京高和正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互联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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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嘉捷鑫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电子信息 

110 
京科联通（北京）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云计算,大数据 新能源,金融业,环保 

111 
北京普瑞华夏国际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互联网教育 其他 

112 北京东方至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空间信息 
金融业,电子信息 

113 北京尚德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 电子信息 

114 北京金水永利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大数据,节能环保 环保 

115 北京博宏科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 电子信息 

116 北京神州共赢软件有限公司 互联网,开源及基础软件,其他 电子信息 

117 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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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展台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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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家软件

企业和 233 件软件产品。 

a) 软件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1 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 北京腾信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 北京羽客阿米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 同人拓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 北京文思海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 北京北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 北京腾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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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网南自自动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 北京国新智电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 北京远桥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 北京术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 北京中科政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北京中安星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 云尖（北京）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 北京普开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 北京青果树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 北京万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 北京德骋嘉骏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1 北京华档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2 飞思达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3 北京同源华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4 北京中云微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5 北京盈泽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6 北京慧友云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7 北京安普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8 北京科胜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北京久安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0 北京艾迪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1 北京宇天恒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2 中海盾安防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3 北京新水源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4 北京星奇畅想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5 北京智新物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6 航天科工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7 北京天源迪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9 

38 北京未来安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39 智信联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0 北京云图天下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1 北京卓导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2 北京达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3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4 北京斯帝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5 北京中交京纬公路造价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6 纽扣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7 北京久幺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8 北京北控悦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49 北京云科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0 北京同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1 北京以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2 东方物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3 北京分享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 卓世未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5 北京前沿移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6 北京双星普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7 中科数字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8 北京新能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9 北京安龙脉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0 光束航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1 北京广泰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2 北京中安兴坤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3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4 北京永洪商智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5 北京杰智融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6 北京简元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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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北京金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8 浩博泰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69 北京智联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0 北京汉王影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1 北京独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2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3 百途新媒体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4 天安星控（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5 一点知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6 北京磁浮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7 北京田管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8 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79 新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0 集奥聚合（北京）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1 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2 北京盛德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3 北京普达迪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4 北京漫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5 天宇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6 华炫鼎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7 品正远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8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89 北京轻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0 北京瞭望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1 北京图云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2 北京云拓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3 北京睿至大数据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4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5 北京辰宇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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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7 北京圣通和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8 北京标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99 北京爱论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0 北京安华信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1 北京中天国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2 北京经纬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 北京神州安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4 华风象辑（北京）气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5 北京中兵智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6 北京同方艾威康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7 北京慧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8 北京清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9 北京和融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0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1 北京泰立鑫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2 北京大恒普信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3 新智我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4 北京清元优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5 北京金鸿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6 东方智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7 北京天之华软件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8 北京长天星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19 北京雷铭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0 北京纳智校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1 北京大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2 光控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3 中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4 北京双顺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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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中天智领（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6 北京大有开源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7 长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8 北京军懋国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29 北京钟声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0 中能锐赫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1 北京祥和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2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3 北京时代复兴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4 北京玉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5 北京宏涛嘉业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6 北京中安国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7 北京凯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8 时间机器（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39 北京中电启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0 北京投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1 北京智云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2 中金汇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3 北京泰科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4 北京科力华安地质灾害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5 北京智享东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6 北京益高安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7 北京博思致新互联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8 北京龙拳风暴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9 北京中广瑞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0 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1 北京盛天上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2 北京昊宇上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3 北京盈创高科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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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北京蓝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5 北京神州共赢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6 北京百年视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7 也未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8 北京国科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59 北京雪迪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0 北京动力协合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1 北京极道成然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2 中科宏一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3 北京盛世全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4 北京华夏博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5 北京尚德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6 北京康元千安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7 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8 北京天易数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69 北京远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0 云上北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1 北京诺安信利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2 北京盛世政通软件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3 北京知帆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4 北京天御云安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5 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6 世融能量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7 北京东方森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8 北京华艺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79 北京尚博信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0 北京中创慧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1 北京杰控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2 中交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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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北京博一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4 嘉捷鑫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5 京科联通（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6 北京海沃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7 北京方胜有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8 北京星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89 北京国研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0 北京和利时工业软件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1 北京一链数云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2 北京亿通电付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3 北京启迪广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4 曙光星云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5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6 北京众志智成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7 北京和气聚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8 北京高和正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99 北京宏扬迅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0 北京联创思源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1 北京汇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2 北京富源汇丰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3 北京东方至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204 北京嘉和海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05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06 北京久其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07 北京纬百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08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09 北京融港银控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0 北京易盘点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1 北京慧保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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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长扬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3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4 北京中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5 北京志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6 北京大禹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7 北京图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8 北京大智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19 北京霁云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20 北京合智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21 北京时代艾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22 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  新一代信息技术 

223 北京中超伟业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24 中材华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25 北京汉升宏嘉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26 北京时光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27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28 北京君时慧成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29 北京迈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30 北京卫通天宇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31 北京波波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32 尚通（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33 北京朴金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服务业 

234 北京一览群智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人工智能 

235 北京沄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236 思诺维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237 北京声智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238 北京乾橙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节能环保 

239 北京民利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240 北京暖流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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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北京碧兴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242 北京智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机器人 

243 北京蓝海易控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推广 通信终端显示设备  

244 北京视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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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智能建筑资产管理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2 dojo 阿米巴经营核算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 工业机器人自动识别控制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4 人影业务综合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 人影作业装备弹药出厂验收及质量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 综合气象观测产品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 综合气象观测数据质量控制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8 城市供热气象保障物联网服务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9 IT 监控与运维管理软件[简称:APLVIEW]V2.0 行业管理软件 

10 华档致远智能档案整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1 CSS8800 机房能耗管理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2 CSS7000IT 资产管理系统【简称：CSS7000】V1.0 行业管理软件 

13 智能安防信息化管理控制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4 智能库房管理系统 [简称：wms]V3.1 行业管理软件 

15 
CSS3000 机房安全自动化监控移动客户端软件【简称：

CSS3000 移动客户端】V1.0 
行业管理软件 

16 专网保密传输机房安全自动化监控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7 CSS2000 泄漏检测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8 SIM OS 计费综合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19 全程无缝隙医药冷链自动化控制系统 V6.1 行业管理软件 

20 
神玥伟奥互联网公积金服务云平台【 简称：公积金服

务云平台】V2.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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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PTV/OTT 视频安全及质量监测系统[简称：视频安全及

质量监测系统]V4.0 
行业管理软件 

22 数据中心智能库房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3 金融移动互联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24 
智能业务运维平台日志分析（DOLA）系统[简称：

DOLA]V1.0 
行业管理软件 

25 集智雷达智能风控优化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26 全景易视 IT 基础资源管理系统[简称：Easy ITRM]V1.0 行业管理软件 

27 
全景易视智能报表系统[简称：Easy i-Report 

System]V1.0 
行业管理软件 

28 智慧施工调度管理系统[简称：ICS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29 智慧消防移动终端系统[简称：智慧消防 APP]V1.0 行业管理软件 

30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1 一站式数据分析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2 智慧工会工作平台管理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3 基层工会建设工作云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4 劳模申报评选工作管理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5 困难职工精准帮扶平台工作管理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6 数据共享交换管理控制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7 工会业务数据分析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38 智+企业管理软件 [简称：智+]V1.0 行业管理软件 

39 
Learnta 人工智能学习系统[简称：Learnta 学生

端]V1.0 
行业管理软件 

40 摩托车驾驶人考试系统[简称：摩托车考试系统]V1.0 行业管理软件 

41 NORIN-ABD 航空大数据平台[简称：NORIN-ABD]V1.0 行业管理软件 

42 
基于 PC 端的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简称：基于

PC 端的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V1.0 
行业管理软件 

43 
经纬物联智慧农场云平台[简称：JW 智慧农场云平

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44 
经纬物联农业作业综合管理云平台[简称：JW 农业作业

综合管理云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45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益农信息社运营服务总平台[简称：

益农信息社总平台]V1.0 
行业管理软件 

46 直真科技性能分析系统【简称：PAS】V1.0 行业管理软件 

47 直真科技三维可视智能系统【简称：3DView-VIS】V1.0 行业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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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雷铭 B2B2C 多用户商城系统 V7.0 行业管理软件 

49 煤炭防自燃智能预警系统软件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0 智能仓储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1 锐秩智能交易系统[简称:RESTIS]V1.0 行业管理软件 

52 Biolims CAR-T 细胞生产管理系统 V4.0 行业管理软件 

53 Biolims NGS 实验室管理系统 V7.6 行业管理软件 

54 北方大贤风电功率预测系统[简称：Pre-see]V1.0 行业管理软件 

55 中科信控分布式金融科技云存储平台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56 大气网格化精准监测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57 舆情大数据平台 V2.0 行业管理软件 

58 资产登记与管理系统 V2.0 行业管理软件 

59 智慧百货分散收银管理平台 V2.0 行业管理软件 

60 发票管理系统[简称：发票管理]6.0 行业管理软件 

61 中启电商平台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2 地上地下一体化三维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V2.0 行业管理软件 

63 全景易视大数据集群监控系统[简称：Easy CMS]V1.0 行业管理软件 

64 “互联网+政务服务”门户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5 中点物联网 CMP 链接管理服务云平台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6 中点智能终端 CMP 计费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7 中点物联物联网连接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8 SD-WAN 智能网关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69 
艾特中小学智慧校园系统软件[简称：艾特智慧校

园]V1.0 
行业管理软件 

70 
华艺卓越医疗设备综合管理平台[简称：华艺卓越

HEM]V2.0.5.8 
行业管理软件 

71 尚博信加油站管理系统[简称：加油站管理系统]V2.0 行业管理软件 

72 
FameHistory 工业实时数据库软件[简称：FameHistory

实时数据库]V5.1 
行业管理软件 

73 设备检修作业智能管控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4 高和正通财务收支管理系统 V1.0 行业管理软件 

75 妈咪 365 图书借阅管理系统[简称：妈咪 365]V2.0 信息管理软件 

76 中科政汇科技成果匹配数据管理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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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云聆眼智能考勤管理平台[简称：聆眼智能考勤管

理]V1.0 
信息管理软件 

78 
智新物码营销服务管理系统[简称:智新物码 SAAS 系

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79 航天智慧路网运行状态监测与综合管理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0 航天智慧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1 交通数据调查与优化评价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2 智能可视化综合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3 数据库安全审计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84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简称：HANSON LIMS]V9.0 信息管理软件 

85 万易综合金融业务管理系统[简称：FIOS]V2.0 信息管理软件 

86 飞行训练管理系统 V2.0 信息管理软件 

87 融港企业网上银行系统[简称：Rg@ngNbs]V1.0 信息管理软件 

88 
ESCADA 环境监测平台数据采集系统[简称:ESCADA 数据

采集系统]V1.0 
信息管理软件 

89 
中亦科技 EVO-DR 灾备切换管理系统【简称：EVO-DR】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0 
中亦科技 EVO-DBaaS 平台管理系统【简称：EVO-

DBaaS】V1.0 
信息管理软件 

91 
中亦科技大数据图分析对公征信风控平台【简称：图分

析风控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92 
中亦科技大数据反欺诈风控平台【简称：反欺诈风控平

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93 
北大法宝-法学期刊检索系统[简称：法学期刊检索系

统]V6.0 
信息管理软件 

94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检索系统[简称：司法案例检索系

统]V6.0 
信息管理软件 

95 
北大法宝-英文译本检索系统[简称：英文译本检索系

统]V6.0 
信息管理软件 

96 
北大法宝-专题参考检索系统[简称：专题参考检索系

统]V6.0 
信息管理软件 

97 创意实验室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8 创意发现与社交平台 V1.0 信息管理软件 

99 IMP 洞察管理云平台[简称：云平台 IMP]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0 创意洞察引擎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1 云缴费接口集成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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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新能源场站级智能物联网平台[简称：能源物联网平

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3 医院后勤管理平台[简称：后勤管理平台]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4 创新创业教育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V2.0 信息管理软件 

105 一体化运维大数据平台 V2.0 信息管理软件 

106 E 表格数据共享平台（移动版）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7 知帆区块链币流追踪系统[简称：币流追踪系统]V2.0 信息管理软件 

108 生产管理系统 V1.0 信息管理软件 

109 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平台[简称：国研数据]V3.1 信息管理软件 

110 
智殷机器人运动控制器大数据软件[简称：大数据软

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1 船载卫星通信系统集中控制软件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2 机房安全智能安防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3 

空气质量检测仪 AirLamp（RK-AQM-L-T01）嵌入式软件

[简称：空气质量检测仪 AirLamp（RK-AQM-L-T01）软

件]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4 多种学科场景 VR 智能化教育系统 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5 统一支付平台 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6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智能防治系统[简称：VTE 防治

系统]V1.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7 六方领安工业漏扫系统【简称：工业漏扫】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8 六方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简称：态势感知平台】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19 六方云工业审计系统【简称：工业审计】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20 六方云工业网闸系统【简称：工业网闸】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21 六方云工业卫士软件【简称：工业卫士】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22 六方云监管平台系统【简称：监管平台】V3.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23 
六方云全流量威胁检测与回溯系统【简称：神探

Sherlock】V2.0 
嵌入式应用软件 

124 HiaSimu 仿真软件[简称：HOLLiAS HiaSimu]V6.5 嵌入式应用软件 

125 华泰农产品溯源平台[简称：溯源平台]V1.0 网络应用软件 

126 平民化无人机智能飞行系统[简称：DB Fly]V1.0 网络应用软件 

127 沄汇智能煤样检测自动化调度控制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28 百变大侦探语音社交软件[简称：百变大侦探]V1.0 网络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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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英智数联工业互联网软件【简称：工业互联网软件】

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30 急救绿道数据管理平台 V1.1 网络应用软件 

131 一点知识移动学习平台[简称：一点知识]V1.0 网络应用软件 

132 工业互联网产融平台【简称：工业互联网产融】V1.0 网络应用软件 

133 应用 APP 开发结构设计系统 V1.0 网络应用软件 

134 应急广播管理平台[简称：NSDT-SmartEB]V1. 0 网络应用软件 

135 
康元千安哲医学影像管理系统（PACS）【简称：康元千

安哲 PACS】V1.0 
网络应用软件 

136 京科联通业务管理系统[简称：京科业务管理]V1.1 网络应用软件 

137 模型管理系统[简称：模型管理]V1.0.0 网络应用软件 

138 久安世纪统一安全运维平台软件[简称：LS-SOP]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39 
久安世纪生物识别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简称：LS-

BAS]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0 
ARM 软件加壳保护系统【简称：ARM 软件加壳系统】

V1.0.0.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1 云科安信信息告警系统【简称：云科信息告警】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2 
青藤主机自适应安全平台【简称：青藤主机安全平台】

V3.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3 ZS-ISP 智能安全系统 V4.3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4 统一认证平台 V2.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5 六方云分布式虚拟防火墙系统【简称：六方云盾】V3.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6 世融能量数据备份加密系统 V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7 声纹自动化识别系统【简称：声纹识别系统】1.0 安全与保密软件 

148 环卫设施在线管理系统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49 8848 智能安全系统软件[简称:Titanium OS]V5.3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0 8848 智能安全系统软件[简称:Titanium OS]V5.2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1 8848 智能安全系统软件[简称:Titanium OS]V5.1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2 8848 智能安全系统软件[简称:Titanium OS]V5.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3 大简异性纤维检除机软件 V10.5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4 
新能源场站级智能网关嵌入式软件[简称：新能源场站

级智能网关嵌入式]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5 飞行器微波设备指挥控制站上位机软件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6 六方云工业防火墙系统【简称：工业防火墙】V3.0 嵌入式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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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基于密钥的多功能刷卡嵌入式软硬件系统 V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158 工程教育认证宝系统 V1.0 教育软件 

159 网校通软件 V2.0 教育软件 

160 学科在线组卷系统 V2.0 教育软件 

161 AI 教学软件平台【简称：教学软件平台】V1.0 教育软件 

162 企业内训 IOS 系统[简称：布道宫]V1.0.0 教育软件 

163 小对勾教育平台 V3.0 教育软件 

164 
校级开放式虚拟仿真教学及资源共享平台[简称：

UOWSLab ]V1.0 
教育软件 

165 智慧教育云平台系统 V3.0 教育软件 

166 AI 智能作业系统[简称：AI 智能作业]V1.0 教育软件 

167 
纽扣互联融资租赁核心业务管理系统【简称：融资租赁

系统】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8 Deepro 智能地质研究平台[简称：Deepro]V3.2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69 北京碧兴数据采集存储系统软件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0 
云和恩墨 zData Light 存储管理软件 【简称：Enmo-

zData】 V4.7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1 
腾讯云分布式数据库 TDSQL管理系统[简称：分布式数

据库 TDSQL]V10.3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2 企业融资管理平台 V2.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3 私有云管理平台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4 
神州共赢软件开发项目管理系统[简称：项目管理系

统]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5 
大象云电能耗监控系统【简称：大象云电能耗监控】

V1.0 
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 

176 中网南自电力监控自动化软件 V1.0 控制软件 

177 

Kuanxintong seminer information system platform 

宽信通研讨信息系统平台[简称：研讨信息系统平台

（SISP）]V1.0 

控制软件 

178 SCR 脱硝优化控制系统【简称：OPTC-1200】V1.0 控制软件 

179 交互协作控制系统 V6.5 控制软件 

180 水资源终端管理系统 V1.0 控制软件 

181 IDPMS 智能数字摄影测量系统[简称：IDPMS]V1.0 控制软件 

182 IT 系统智能化监控平台 V2.0 控制软件 

183 多云管理平台系统 V2.0 控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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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永洪科技商业智能 Z+Dashboard 软件[简称：Yonghong 

Z+Dashboard]V8.5 
操作系统 

185 中舟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 V7.0 操作系统 

186 基于知识的工艺设计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87 硬蛋基于 STM32 实验室空气监测与净化系统 V1.0 操作系统 

188 硬蛋基于 STM32 单片机多功能探测巡检车设计软件 V1.0 操作系统 

189 多维分析平台软件[简称：Link-DataAnalysis]V7.0.0 操作系统 

190 
iwhereGIS_engine 网格数据引擎软件【简称：网格数据

引擎】V1.2.4 
工具软件 

191 二维码应用支撑及管理服务平台 V1.0 工具软件 

192 
亿维讯计算机辅助创新设计平台系统【简称：

Pro/Innovator】V9.1 
工具软件 

193 轨旁仿真软件 V1.0 工具软件 

194 存储虚拟化软件 V1.0 工具软件 

195 沃德监测平台 V1.0 工具软件 

196 统一用户管理与认证系统 V1.0 网络系统 

197 电科云 OneStack 云平台[简称：OneStack]V1.0 网络系统 

198 智慧社区路网监控管理平台 V1.0 网络系统 

199 SoundAI  Azero 远场智能交互系统（Android 版）V1.0 网络系统 

200 智慧交互系统级触控系统[简称:触控系统]V2.0 网络系统 

201 bitcodeman 区块链分布式技术研发测试系统 V1.0 网络系统 

202 磁浮会议管理软件[简称：会议管理]V1.0 办公软件 

203 全面预算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204 合同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205 发票管理系统 V1.0 办公软件 

206 星云 RPA 流程机器人系统 V1.0 办公软件 

207 鸿业管立得设计斯帝慕教学版软件 V12 图形图像软件 

208 遥感影像快速解译系统[简称：RSRI System]V1.0 图形图像软件 

209 
朴金分布式存储及图像图形编码系统[简称：朴金云存

储及视觉编解码系统]V1.0 
图形图像软件 

210 房屋形变分析系统 V1.0 图形图像软件 

211 视频监控平台  [简称:HTTY-VMS-WP]V2.0 图形图像软件 

212 学而思招聘管理平台 V1.0 网络通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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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网侦大数据分析平台 V1.0 网络通信软件 

214 华泰农业气象服务短信平台[简称：短信平台]V1.0 网络通信软件 

215 六方网安防火墙系统【简称：下一代防火墙】V3.0 网络通信软件 

216 气候数据网格化产品实时处理系统 V1.0 webservice 应用软件 

217 气象内涝决策系统 V1.0 webservice 应用软件 

218 气象资料加工处理系统 V1.0 webservice 应用软件 

219 智慧消防信息应用系统 V1.0 通用软件 

220 智慧消防指挥决策系统 V1.0 通用软件 

221 重大疫情联防联控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 V1.0 通用软件 

222 欢乐方块消手机终端游戏软件[简称：欢乐方块消]1.0 游戏软件 

223 隐士屠龙网络游戏软件[简称：隐士屠龙]V1.0 游戏软件 

224 圣绝勇者网络游戏软件[简称：圣绝勇者]V1.0 游戏软件 

225 中安星云数据库审计软件 V5.0 数据库系统设计 

226 智慧舆情数据平台 V1.0 数据库系统设计 

227 气象数据资料质量评估系统 V1.0 WebService 应用  

228 四川省大邑旅游气象服务系统 V1.0 Web 应用系统 

229 设备测试管理系统[简称：设备测试管理]V1.0 通信设备检测软件 

230 BHIP89 IP 码流监测探针系统 V4.4 媒体流质量监测分析应用软件 

231 精英驾考助手系统[简称：精英驾考助手]V1.0 模拟驾驶培训 

232 数据接入平台[简称：数据虫洞]V1.0 中间件 

233 高效标准化文本标注软件 V1.0 模式识别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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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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