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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供免费使用的云产品和服务目录（第二批）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 下载链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一、防疫工作类 

1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返城人员网格化管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返城高峰，努力解决进入城市的各主要交通卡口

和“三站一场”人员信息采集管理，防患人员流动、排队带来的疫

情传播风险，做到提前填、快速填，结合现场审查机制，切实提高

返城人员健康动态观察工作效率。有效解决入城检测，排队拥堵问

题；大量人员流入，健康情况无法掌握问题；流动人口流向分布，

无法精确掌握问题；特殊人员前后持续跟踪观察问题。 
 

钟兴质 18907182108 

关  欣 18907186031 

夏  雨 18627075789 

2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疫情防控+智慧党建 

在疫情防控中，通过智慧党建平台，能有效组织各层党员的先锋力

量。发挥“智慧党建”安全便捷优势，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利

器”实效。推送相关疫情内容、会议精神、视频学习等形式，让广

大党员干部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政策、部署。

用于发布、接收、查看疫情期间党支部内部的相关工作任务情况。

支持在手机将任务的执行完成情况进行实时进度反馈、任务完成后

进行评价。实现任务管理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电话沟通需求 

钟兴质 18907182108 

关  欣 18907186031 

夏  雨 18627075789 

3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村村享—村疫防系

统 

村村享平台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便捷百姓生产生活的农村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平台提供智慧党建、应急指挥、精准扶贫、政务公开、

便民服务、乡村特色等 6 大板块功能，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开辟村

疫防功能：提供村村享大喇叭一键喊话功能，宣传防疫政策、防疫

知识不留死角；通过摄像头监控值守，阻止不利于本村疫情防控的

各类行为；提供县乡村三级视频会议系统，召开防疫部署工作会议，

电话沟通需求 张  鈊 18907182870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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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调度处理突发事件；开辟疫情信息公开，对全国（本地）疫情

政策和信息进行展示，公布疫情辟谣信息、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整

体实现农村疫情指挥一张图，提升农村人员防疫排查效率，提升乡

村疫情防控能力。 

4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公益彩铃 

中国电信向用户免费提供多首防治冠状病毒肺炎公益彩铃。中国电

信彩铃功能用户可发送短信指令 GYCL 至 118100，免费订购公益彩

铃。 

 

吴俊杰 18907193551 

荣  涛 18907182728 

5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疫情防控管理

平台 

疫情上报、物资调配等的各部门协同作战能力，统一指挥、高效沟

通，建立全面在线化的分级防控体系。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6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健康码 

企业在线向政府提交复工申请，通过后员工自行上报健康打卡、出

行等信息，分配数字化的“健康码”，一人一档，有效进行员工健

康关怀，也便于政府对公共区域人员健康情况进行有效排查。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7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通行证 

打造物业对小区居民、园区员工进出通行，精细化、规范化、高效

化、便捷化线上管理模式，实现对疫情进行有效防控。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8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防疫精灵 

每天定时推送最新的疫情信息到钉钉群，提供防疫措施智能问答，

包括新冠肺炎症状、确诊病例小区分布、最新疫情、不同环境下的

防疫措施（居家防护、公共场所、外出交通、无接触配送、密切接

触、个人防护）、医院发热门诊等信息，有效提高了防疫的效率。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9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社区疫情视频防控

服务 

面向公共场所（社区/园区企业）监管人员和企业员工的云化视频防

控管理工具,基于现有设备开通云端服务，兼容各种品牌传统 4G/移

动端摄像头，主要功能如下： 

1）重要点位视频浓缩快速锁定； 

2）重点人员异常时间监控报警，接报及时处置； 

电话沟通需求 张经理 18627076059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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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时掌握重点人区情况； 

4）统计报表随身查、全区防御态势精确判断。 

10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疫情资讯机器人 

疫情智能在线机器人：向群众提供权威官方疫情咨询及知识普及，  

智能外呼机器人：提供重点人群排查、回访、通知等多场景外呼服

务，省时省力。智能热线机器人：7*24小时不间断服务百姓，人工

智能疫情咨询对话问答。智能问诊：初步诊断后可连接业务方人工

入口，病症咨询不用再等！ 

电话沟通需求 张经理 18627076059 

11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自动测温系统 

应用于人群聚集区域检测疫情防控,利用红外非接触式体温检测，可

实现快速体温筛查,远距离、大面积检测;自动预警机制，及多人检

测机制，节省大量人力、物力，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电话沟通需求 张经理 18627076059 

12 中国信通院 
数字健康资源供给

对接平台 

旨在整合国内企业 5G智慧医疗、远程医疗、移动健康 APP、云计算、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健康服务资源，汇聚疫情防控医疗物

资产业数据，搭建供需双方对接桥梁，在辅助疫情研判、创新诊疗

模式、提升服务效率、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支撑主

管部门决策部署与资源调度，支援抗击疫情的一线医疗机构和医务

人员。 

浏览器访问： 

https://hrp.3incloud.

com 

刘老师 18518061812 

刘老师 13024102873 

13 中国信通院 5G应用仓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挥 5G 的技术和应用优势，利用 5G 应用仓库

建立需求单位和 5G 应用行业单位快速对接的渠道，实现先进的 5G

技术应用于远程医疗诊断、物资运输追踪等领域，服务于疫情防控。

仓库提供两大功能： 

1、服务疫情的 5G 应用案例（如远程医疗救治、远程教育、媒体宣

传、城市管控等）； 

2、供需对接功能。 

浏览器访问： 

https://www.appstore5

g.cn 

张  杨 13581618131 

李泽捷 18201196899 

14 中国信通院、新华

社经济参考报社、

华 为 、 小 米 、

密切接触者测量仪 依托政府海量数据支持，发挥大数据融合分析的优势，“密切接触

者测量仪”在海量的数据海洋中快速精准地辨识出“密切接触者”，

给政府部门及社会大众提供权威有效的疫情防控信息。自 2 月 8 日

华为、小米、vivo、OPPO

手机直接在应用市场中

搜索“密切接触者测量仪”

参考手机 app 端界面操

作助手 



5

vivo、OPPO联合开

发 

晚上线，截止到 2 月 11 日 18 点，“密切接触者测量仪”全国累计

查询次数已达到 1.054 亿人次，并仍处于快速增长中，同时已经累

计提供了 100余份面向单位的监测报告。 

并下载 

15 
湖北车安达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在线防疫教育服务

平台 

平台免费为防疫车辆提供道路安全服务和驾驶员疫情防控在线教育

服务。针对暂停营业的公共交通运输企业即将面对复工的安全生产

和防疫工作，在原有的道路安全教育平台上新增了防疫工作教育功

能，在家待工的驾驶员可以免费进行安全学习。 

电话沟通需求 吴  蔚 13143666971 

16 
湖北邮电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

台 

平台结合了区块链底层技术和可信疫情防控数据上报和分析功能，

极大提高了数据的获得效率和安全性，还使数据具有不可篡改性，

增强数据的公信力，能帮助政府有效提升疫情防控能力，提高基层

核查工作效率，并为疫情监控、精准施策提供有力的科学化、数据

化支撑。 

电话沟通需求 答  冶 18907185163 

17 
湖北长江云新媒

体集团 

长江云远程视频编

辑平台 

长江云远程视频编辑平台为满足疫情期间全省各级媒体单位和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远程视频生产需求，提供即开即用

的云端视频剪辑系统,支持云端素材采集,素材剪切、合成叠加、转

场等特效剪辑处理,并可将编辑结果输出至云端保存。从而为抗疫一

线的媒体工作者提供全天候、多形式的视频生产保障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李  瑛 13971648860 

18 

中金数据（武汉）

超算技术有限公

司 

中金云平台 

中金云平台是中金数据基于多年积累的云计算运营经验和公有云实

践经验，推出的面向多行业的企业级云计算产品。中金云平台提供

全栈式云计算产品及服务，帮助企业从零构建 IaaS、PaaS、SaaS并

提供一整套应用开发、交付与运营平台，支持从单台物理机到大规

模云计算集群的平滑演进，企业可随着自身业务增长实现弹性扩容

和按需升级。中金云平台采用业界领先的云计算管理平台，全栈资

源即开即用，帮助企业实现业务系统分钟级部署。 

通过武汉超算中心网站、

公众号“疫情服务专

区 ” 

1、扫码关注朵云谷微信

公众号 

2、点击自助服务→申请

试用，电话 010-87222831 

代雯雯 18971112240 

19 中金数据（武汉）

超算技术有限公

鹏云视频会议 鹏云视频会议为中金云生态合作伙伴，部署在中金云平台上，双方

共同运营，鹏云视频会议为政府企业提供高水准的全球视频会议服

通过武汉超算中心网站、

公众号“疫情服务专

代雯雯 1897111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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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务，让客户随时随地高效开会，全方位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会议需求。 区 ”登录鹏云视频会议

官方网站下载鹏云视频

会议 app即可获取服务。 

20 

武汉东湖大数据

交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 

东湖大数据疫情防

控智能复工复产管

理系统 

产品提供：基于云服务的智能管理系统，数据通过区块链形式存储，

保障数据隐私安全。系统具有复工申请、复工审核、统计分析、线

上服务、企业扶持政策服务等功能。 

基于移动端、PC端或微信

H5 形式提供标准化产品

和定制化产品。 

 

王  芹 18086097669 

黄  磊 13429819100 

21 
武汉默联股份有

限公司 
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院问诊平台： 

依托实体医院构建的互联网医院在此次疫情期间充分发挥互联网作

用，问诊无需到院，远程问诊减少在实体医院交叉感染风险。 

访问浏览器： 

http://www.yiebang.co

m.cn 

陈  璀 18602762218 

22 
武汉默联股份有

限公司 

返程人员疫情监控

信息平台 

返程人员疫情监控信息平台：收集返程人员的当前所在地和拟返回

地信息、接触情况、健康状况、返程途径等数据信息，并依托大数

据排除相关人员(如密切接触者、其他高风险人员等)，对拟返程人

员行程、去向进行更好管控。 

访问浏览器： 

http://oms.medicaluni

on.cn/regionalpay/hom

e.html 

何  骏 18986012870 

23 
武汉博晟安全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复工安全教育与防

疫云培训平台 

复工安全教育与防疫云培训平台为全国各企业提供复工复产安全知

识教育、防疫知识培训，也可以为企业日常安全培训提供支撑和帮

助，通过视频学习+试题练习的模式，帮助企业做好安全培训工作。 

 

http://tp.1safety.cc/

api/api/v1.0/download

/loading 

代艳荣 15807121990 

曾  敏 15927475419 

24 武汉中智吉云科

技有限公司 

疫情网格化防控与

指挥调度系统 

该系统收集汇总各渠道反馈的疫情情况，纵向连接市、区、街、社

区、网格，横向连接区直各部门，形成问题汇总、流程办理、自动

电话沟通需求 段  磊 18627724277 

http://www.yiebang.com.cn/
http://www.yiebang.com.cn/
http://tp.1safety.cc/api/api/v1.0/download/loading
http://tp.1safety.cc/api/api/v1.0/download/loading
http://tp.1safety.cc/api/api/v1.0/download/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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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自动考核的工作平台。通过有效利用信息数据、监控视频等

达到决策分析、应急指挥、问题跟踪、实时监控等目的。街道内部

任务处置、人员调度为主。对网格、社区工作人员实行任分派、跟

踪，情报收集。社区疫情管控系统：网格巡查工，登记疫情相关人

员信息进行汇总上报；管理小区通行门禁数据，建设智能小区温测

系统，及时发现发热人员。 

25 

中智融合科技产

业（武汉）有限公

司 

应急广播系统 
1、市县级广播电视台应急广播系统； 

2、可与融媒体平台进行对接； 

　   上门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袁  洁 15391565566 

26 
武汉慧禹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慧禹医院智慧后勤

综合管理云平台 

主要功能：利用信息化手段，提供包括在线订餐送餐子系统，维修

报修子系统，动力设备监控子系统，工程管理子系统在内的“医院

后勤大管家”模式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在疫情期间，可利用无人值

守在线云平台处理后勤日常事务，安全，准确，高效。 

浏览器访问:  

http://118.190.151.35:8000/

#/home_view/  IOS: 搜 索  

“慧管家” 

Android:  

 

何  洋 18627132859 

邮箱： 

heyang@whhuiyu.com 

27 
武汉万云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好队友　 

1、疫情防疫防控（政府使用）；2、疫情防疫统计（企业使用）；

3、防疫教育行业：统计学生春节去向，寒假返校疫情调查登记，

学 4、生每日体温检测登记，学生延迟返校申请；5、防疫远程办公

系统；6、企业复工统计系统；7、综合健康信息统计系统；8、防疫

物资管理系统；9、疫情防护管理系统；10、病患信息跟踪系统；

11、疫情填表模板；12、疫情防控通知；13、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系

统；14、更多专属系统，均可定制。 

直接在钉钉搜索“好队友”

可使用，也可直接对接好

队友服务人员，我们会为

每个企业提供专属的技

术支持人员 

向晶伶 15546689520 

28 武汉微品致远信 企业、园区、社区 该系统集成了企业与街道等对疫情管控的核心功能，包括：员工健 电话沟通需求 方  倩 13476064737 

http://118.190.151.35:8000/#/home_view/
http://118.190.151.35:8000/#/home_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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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智能管控系统 康打卡，体温健康数据监测，员工通行管控，异常数据预警，人群

分类管理，人脸口罩识别等。可以用于：1.街道办社区的网格化管

理 2.社区管理员和保安对出入人群进行分类管理与数据预警 3.企

业和园区对员工与流动人口和访客的健康管理。可帮助用户减少人

员接触与感染率，提高园区社区人员排查登记效率。 

29 
武大吉奥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基于吉奥地理信息

服务平台的系列软

件产品研制的疫情

防控系统 

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 GeoGlobe、GeoSmarter、GeoStack等核心产品，

结合疫情管控要求，已在武汉市“民呼我应”平台、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防控一张图、前海疫情防控实战地图中得到推广应用。 

电话沟通需求 王  琳 13871043321 

30 
武汉中科图灵科

技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工单

系统 

包含社区每日体温上报、业主出入管理、健康信息登记、外地人员

返汉申请登记、疫情动态等等服务功能 

云服务或私有化部署 

测试系统请关注微信公

众号：zkturing 

李海成 18696119087 

31 
武汉小码联城科

技有限公司 

公共交通疫情防控

实名登记系统 

确诊病例及同乘人出行轨迹分析、公共交通疫情防控实名登记，为

公共交通一体化智能疫情防控提出解决方案，实现乘车人员身份清

晰、健康状况明了、疫情态势可视。在多地出租车、公交车、 地

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线，实现了“一车一码”“一车厢一码”。 

电话沟通需求 闫连森 18858107076 

32 
武汉小码联城科

技有限公司 

确诊患者同乘人员

查询系统 

根据确认人员的信息，查询人员乘坐公交车的情况，以及查询同乘

人员的实名信息。 
电话沟通需求 代建风 18611796038 

33 
武汉捷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免费试用防疫检测

智能外呼方案 

捷讯的一站式外呼解决方案满足疫情检测外呼需求，包括呼入/呼出，

电话来电弹屏，呼叫记录，数据报告，客户关系管理（CRM）。 
电话沟通需求 吴  超 13697325288 

34 

医嘉互联（武汉）

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365 影像云 /医嘉

365 

提供医院平台、医生平台、专家平台等云医疗服务，为患者 CT影像

检查预约功能、为医生提供影像数据存储调阅功能、影像专家线上

会诊功能等。 

微信公众号关注 365影像

云、医嘉 365，注册使用 
杨昊林 15327116677 

35 
象辑知源(武汉)科

技有限公司 

Gavial visual 大

数据可视化平台 

数据可视化产品工具，解决气象及相关行业报表和大屏的数据可视

化问题 
web网络服务 程伟光 13886154577 

36 中电科长江数据 抗疫助手 功能包括：1.健康信息；2.物资需求统计；3.小区出入管理 浏览器访问： 刘小明 189861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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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https://mp.weixin.qq.com/s/

aCRvtIZu_TT1U3wjoZ9ZHw 

37 

中润普达（十堰）

大数据中心有限

公司 

吾征 AI疑似新型冠

状病毒风险辅助筛

查工具 

产品提供：基于吾征新型冠状病毒症状数据库、机器学习算法、融

合数据面向用户集成开发出吾征 AI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风险辅助筛

查工具，对当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患病风险进行筛选，有效提升社

区的新型肺炎患者（包括其他流行传染疾病）的筛查工作和相关流

行性感冒人员（包括其他流行传染疾病）的分流，减轻一线的疑似

新型冠状病毒风险防治压力。 

主要功能：疑似风险自测、知识普及、数据可视化分析、个性报告、

预防方案以及个人新型冠状病毒健康档案其他功能性服务等。 

基于移动端或微信 H5 形

式提供标准化产品和定

制化产品。 

可添加微信详细咨询： 

 

李  静 15902730275 

38 
北京数字政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格化社区疫情防

控系统 

1、微信端：“众志成城、全民战疫”微信公众号 

针对市民、街道社区/小区物业、隔离居民、网格员、街道社区/基

层医生、指挥部领导等类型用户，实现群防群控、出入摸排、隔离

自查、疫情巡查、疫情摸排、掌上战“疫”等针对性移动功能应用。 

2、大屏端：疫情防控一张图。在整合各类信息的基础上，将辖区疫

情实时趋势、居民健康体征情况、流入管控情况、防控态势和防控

体系、重点疫区 top、健康监测动态等多维度全要素展示，便于领

导能直观地掌握管理区域内疫情防控态势，并对重大问题进行临时

部署和决策。 

3、PC 端：配置维护系统。适应各地疫情动态化的监管需要，研发

防控规则配置、用户管理、报表配置等功能应用，满足对疫情检查

内容的动态配置、各类角色的动态调整、统计报表的动态生成提供

重要的后台维护工具。 

电话沟通需求 陈春波 18986278762 

39 北京软通智慧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新冠疫情防控指挥

平台 

软通智慧的疫情防护大数据平台以区域政务大数据平台和运营智慧

中心为基础，综合运用大数据、AI、云计算等技术，实现省、市、

电话沟通需求 刘照华 1866370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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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村四级联动，对区域疫情进行网格化管理，主要包括精准采报

和可视化决策两大系统。精准采报系统包括：1、疫情数据，实时统

计疫情最新情况；2、物资数据，包括医疗机构、急需医疗物品数据；

3、医护人员数据-专家级医生、护士；可视化决策系统包括：1、疫

情地图，网格化管理疫情的爆发区域；2、医疗资源调配，根据需求

统筹管理医院、医护人员、医疗物品等资源；3、流向分析，动态跟

踪疫情流动趋势；4、关系图谱，管理病例的同行同住人员，锁定区

域。 

40 
北京软通智慧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疫 情 排 查 卫 士

——<有序组织环

境> 疫情 AI筛查及

预警管理系统 

    1.测准的问题：独立式黑体校准；算法模型优化：测试数据积

累。2.身份识别的问题：身份打通（ID、身份证）、解决人脸戴口

罩的问题，ReID轨迹追踪； 

    3.大数据平台：数据上报、共享，人员档案、轨迹追踪，健康

数据分析；采用红外热成像（独立非集成校准模组）、ReID智能识

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线实时对多目标进行非接触快速测温筛

查，进行设备数据、空间数据、人员身份 ID数据及测量数据的多维

数据关联。实现授权通行，考勤管理，异常目标预警，轨迹查询和

数据统计、分析。主要应用于学校、社区、办公楼宇等场所进行集

中疫情监测管理。 

电话沟通需求 刘照华 18663709107 

41 北京软通智慧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知道——AI 语

音外呼疫情数据采

集和分析系统 

1）AI语音外呼机器人 

通过 AI 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以及高并发的语音机器人实例调度技

术，实现大规模、高可用的 AI语音自动外呼和文本识别。针对重点

人群的疫情相关信息语音问询和采集场景，为疫情防治提供高效的

技术保障 

2）疫情大数据分析平台 

在语音外呼机器人采集的海量数据支撑下，平台通过文本分析技术，

实现大规模的语音采集文本数据进行聚类、词频统计、语义识别以

电话沟通需求 刘照华 1866370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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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视化。为疫情监管机构和人员，提供疫情信息的实时分析和可

视化管理工具 

42 
北京软通智慧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软通智慧公共卫生

服务专家系统 

1）预约专家会议功能。现场可通过智能眼镜或 APP创建预约专家会

议，可以设置开始时间、会议时长、与会专家人员并赋予某个专家

控制权限(同一时间智能授予某一个专家控制权限)  

2）一对一专家指导功能。远端操作人员通过眼镜的屏幕在联系人清

单找到需要求助的专家，点击请求专家远程协助。请求远程协助，

被呼叫方是专家端，呼叫方是现场端。专家使用 PC的专家端，可以

远程的对现场智能眼镜或 APP端采集数据进行视频标识、冻结视频、

截图标注、放大、手动对焦、打开远端闪光灯、切换至前置摄像头(如

果远程端用手机支持此功能)、切换专家与用户视频、发送图片、发

送文件、获取远端定位等功能。 

电话沟通需求 刘照华 18663709107 

43 
北京软通智慧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软通智慧手术示教

及远程会诊系统 

1）手术直播示教。可将医疗场景信号(术野相机)、监护设备信号(监

护仪)、影像设备信号(超声设备、核磁共振)等信号接入，手术平台

发布，多路信号同时录制，并可以通过硬件显示器、H5页面或小程

序进行实时互动直播。同时也可进行信道画面自由切换、视频回放

以及精品视频内容点播等功能。2）远程专家会诊。本系统支持在各

形态下的融合显示(NM/PT/CT/MR)，且兼容照相机图片数据及 PACS、

RIS 系统。基于视讯远程协作互动高清视频会议平台，多方专家可

进行多路影像的实时编辑、保存互动，并且可在各种格式下浏览病

例，与现场病人直接对话。系统还支持白板功能供多方专家演示共

享与协作交流，会议实时记录、用户管理以及投票等子功能。 

电话沟通需求 刘照华 18663709107 

44 北京软通智慧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推演预测分析

平台 

基于成熟的大数据处理架构，集合结合 3D 空间建模与 AI 算法，研

究疫情扩散推演预测构建方法，构建疫情推演预测平台。将算法模

型集成至平台，提供城市区域 3 维场景，在虚拟 3 维场景下呈现疫

情扩散情况、并提供可调度、操控的推演方案，评估不同应对措施

电话沟通需求 刘照华 1866370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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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下产生的不同结果。 

45 
北京绪水互联科

技有限公司 

大型医用设备远程

监测预警平台 

1.全品牌 CT与 MR设备物联网技术连通 

2.大型医用设备远程监测质控管理 

3.CT与 MR设备远程故障预警管理 

4.全品牌 CT 与 MR 设备维修专家在线指导，提供远程诊断与远程修

复技术服务 

5.CT与 MR设备实时运营动态分析 

6.CT与 MR设备运行监测日报、周报定向推送 

7.CT与 MR设备自动化远程运维分析报表 

8.区域大型医用设备运行监测管理平台 

9.区域大型医用设备使用与质控管理数据库 

介绍资料链接： 

https://pan.baidu.com

/s/1RdtFhdbSCbYfu_rvg

o6XFA  

提取码：i2mn 

公司网址： 

http://www.aquiferre.

com/pages/login/index

.html?next=%2F 

姚晓皓 18101131613 

史  磊 13917183179 

46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自助疫点通 

社区封闭管理信息自助上报产品，可以实现小区出入人员信息上报、

外来人口信息上报、隔离人员身体情况上报、小区消毒信息上报等； 
程  浩 13910701935 

47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语音疫情通 

AI自助语音机器人，可以实现对排查人群或企业的自动语音访谈，

自动记录访谈结果，实现数据语音识别收集，并支持开发对应的数

据报表；  

戴会杰 13911221634 

48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疫情一张图 

本地疫情数据可视化上屏；通过大屏展示本辖区疫情的变化，患病

人员、密切接触人员、复工复学等数据，以及人员在各省市之间的

流动情况等； 

浏览器访问： 

http://2019-ncov.lap.

360.cn/ 

唐友华 18883138506 

49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 疫情指挥中心

平台 

基于辖区内政府部门掌握的重点涉疫人员的明细轨迹数据、关系数

据实现详细的轨迹碰撞分析、关系图谱分析、防疫策略分析等； 

浏览器访问： 

http://2019-ncov.lap.

360.cn/ 

卞英音 137708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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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 APT攻击防护 

在抗击疫情当下，却有国家级黑客组织趁火搅局。360 安全大脑捕

获了一例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题材投递的攻击案例，攻击者利用

肺炎疫情相关题材作为诱饵文档，对抗击疫情的医疗工作领域发动 

APT 攻击。疫情攻坚战本就不易，国家级黑客组织的入局让这场战

役越发维艰。可以说，疫情战早已与网络空间战紧密相连，网络空

间成疫情战役的又一重要战场。 
 

富  翀 13840268746 

应急中心： 

010-58781360           

010-5244 7992 

51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社区软门禁 

在疫情期间，在不安装物理门禁的情况下，通过在线登记、后台审

核、出门扫码的方式实现对小区人员出入的管理，同时数据上报政

府后台展示； 

杨祝毅 13765089517 

52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社区封闭管理 

安装物理门禁，需要按设备购买或服务购买的方式收费，疫情期间

优惠，通过互联网门禁实现人员的注册、审核、出入人脸识别、测

温等管理；  
杨祝毅 13765089517 

53 
北京网动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动云视讯服务 

1、利用互联网/音视频交互技术，可实现远程视频会商、远程应急

指挥、远程培训等功能；支持本地分服务器部署，支持与第三方标

准硬件视频会议系统对接，实现内外网互联，软硬件互通。 

2、利用互联网/音视频交互技术，可帮助医疗机构实现跨地域可视

化远程会诊、远程咨询、在线诊疗、远程业务指导等功能，支持患

者医疗数据共享，满足业务流程化视讯接口调用。  

浏览器访问： 

www.iactive.com.cn/cl

oud/ 

电话沟通需求 

黄  磊 18607167880 

54 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上海宝信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宝之云疫情“报平

安”SaaS云服务 

“宝之云报平安系统”，针对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为了

帮助各政府部门及企业及时了解其人员健康状态、建立符合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的防疫体系所提供的一款 SaaS服务产品。政府部门及企

业的员工可以通过该服务，每日将自身的健康状态及时上报；管理

页面可以生成汇总统计结果、支持导出，相关负责人也可以将信息

进行汇总收集，从而制定相关的防疫策略。该系统发布在因特网上，

填报人员可以使用手机填报，方便快捷。系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

行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包括单位名称、首页图片的修改，支持后台

电话沟通需求 陆  骏 18019037257 

http://www.iactive.com.cn/cloud/
http://www.iactive.com.cn/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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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和人员信息的导入等。 

55 
上海亘岩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管理 提供疫情防控管理系统 电话沟通需求 石  健 13419687222 

56 
广州希科医疗器

械科技有限公司 
远程会诊系统 

一根电源线+无线网就可以实现既可以对接病房、远程会诊中心分片

诊断和专家办公室，方便医生之间沟通病情以及及时了解病人情况

进行救治，减少交叉传染风险，同时可与上下级医院沟通，协商救

治方案。 

浏览器访问网址： 

http://www.xicoo.com.

cn/ 

郭  志 13570011855 

57 
广州希科医疗器

械科技有限公司 

多参数生命体征采

集仪 

aVS01 便携式体征采集设备，可测量血压、血氧、体温、脉搏、血

糖（选配）生命体征，快速录入小便量、大便次数、疼痛级别、呼

吸率，意识等病人信息，同时可通过 Wi-Fi 将采集到的体征数据，

传输到医院信息系统（HIS、EMR等）中，智能生成表单。改变护士

原有的工作模式，减少护士人工投入，提高采集效率，降低传染风

险。 

浏览器访问网址： 

http://www.xicoo.com.

cn/?intelligentMedica

l 

郭  志 13570011855 

58 
广州莱伯世开科

技有限公司 

抗疫实验室信息化

应急方案 

整体疫情实验室信息化解决方案，包括：当日疫情数据自动填报、

疑似及确诊病人生物样本库管理、生命科学类检测仪器数据抓取、

检测报告自动生成、自动化数据处理和判定、疫情数据监测与预警

以及其他疫情实验室需求方案 

电话沟通需求 
唐  郡 18617096921 

颜务燕 19872934151 

59 
广州都市圈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疫控通 APP（移动

端） 

提供人员信息登记、重点人员走访、疫情事件上报、防疫日志、健

康打卡、通知公告、疫情地图、工作统计功能 

 

卢  颖 18995540847 

邮箱： 

ying.lu@gisocn.com  

60 
广州都市圈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疫网通公众号（微

信端） 

提供周边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口罩发放地点等地图查询；人员信

息填报、健康打卡、疫情上报、通知公告功能；提供疫情动态、官

方辟谣、患者行程、预防指南、权威专家解读等功能。 
 

卢  颖 18995540847 

邮箱： 

ying.lu@gisocn.com 

  

61 广州都市圈网络 数说疫情（PC/大屏 提供疫情资源分布图、疫情情况统计、疫情态势图、疫情发展情况 云端远程部署 卢  颖 18995540847 

http://www.xicoo.com.cn/
http://www.xicoo.com.cn/
http://www.xicoo.com.cn/?intelligentMedical
http://www.xicoo.com.cn/?intelligentMedical
http://www.xicoo.com.cn/?intelligentMedical
mailto:ying.lu@gisocn.com
mailto:ying.lu@giso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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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 端） 统计等信息服务。 邮箱： 

ying.lu@gisocn.com  

62 
广州都市圈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联防联控平台

（PC端） 

提供人员信息登记、数据审核、涉疫人员管理、公众信息管理、网

格员信息管理、涉疫事件管理、统计分析、通知公告等功能。 
云端远程部署 

卢  颖 18995540847 

邮箱： 

ying.lu@gisocn.com  

63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社区居家隔离

管理平台 

平安智慧社区居家隔离服务平台为 SAAS 软件，即开即用，无需本

地部署即可为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隔离申报、医学观察、居家服

务、疫情速递等服务，帮助居民解决隔离期间医疗及生活诉求。社

区及街道管理者，通过系统后台添加管理员权限即可管理隔离居民

登记造册，建立电子台账，并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帮助社区管理者

全面了解辖区内疫情防控、居家隔离工作情况，同时能够及时、精

准地为居民提供服务。 

依托平安智慧社区居家隔离服务平台，可以大大降低社区工作者的

感染风险，同时让隔离居民也能够享受全方位的隔离服务，共渡疫

情难关。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电话沟通需求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4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医疗废物智慧

监管系统 

平安医疗废物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对疫情期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废物

的产生、收集、转运、处置的全过程动态可视化监管，对人员物资

进行科学化管控，实现重点风险环节线上远程监控和疫情期间医疗

废物处置全过程管理数据情准分析，助力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有效提

高医疗废物监管效率和应急能力，帮助转运企业、处置单位提高转

运效能、缓解处置风险和压力，防止新冠病毒肺炎传染和环境污染，

助力疫情有效防控。 

电话沟通需求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5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隔离区生活垃

圾管理系统 

平安隔离区生活垃圾管理系统通过对隔离区生活垃圾专用收运车辆、

收运入员实现智能调度、全程监控，实现隔离区生活垃圾全流程监

管零偏差；对疫情相关信息、管理要求的定向发布，实现管理要求

传递零时差；对防护、消杀等物料线上统一管理，对作业人员体温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mailto:ying.lu@gisocn.com
mailto:ying.lu@giso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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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监控管理实现服务关怀零遗漏；基于 GIS 一张图实现隔离区生

活垃圾流向可视化动态追踪，数据统计零滞后。重点实现： 

 
具体需求电话联系 

66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市监疫情直报

平台 

该平台可将疫情防控应急信息直报给政府，防控采购物资申报给政

府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7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疫情补贴资金

监管平台 

按照一站服务，一网通办的理念，实现在线申请，协同审批，实时

跟踪和事后评价。 
电话沟通需求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8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疫情防控卫生

管理服务平台 

基于专业的医学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医疗 AI技术、大数

据技术，从多维度满足群众、网格化工作人员（社区防控工作人员、

医护人员）以及防控工作管理者的日常及应急工作需求。平台提供

提供实时的疫情速递、AI智慧问诊与心理援助、AI疫情上报、疫情

科普、疫情线索统计、居家医学观察管理、疫情智能摸排、AI辅助

诊疗、疫情智能分析等功能。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9 深圳市蓝凌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管理 蓝凌联合阿里钉钉推出的”抗疫管理系统”，具有移动填报便捷、

应用部署简单、健康数据可视、行业模板适配、支持集团性组织、

支持个性化扩展 6 大特点，涵盖健康打卡、疫情动态、返工统计、

在家办公申请等功能，从人员，物资，场所，疫情动态等全方位在

线能力支撑，助力企业，学校，政府，医疗等不同行业的组织，守

请通过链接了解详情或

者电话沟通需求 

www.landay.com.cn 

江晨婷 1816362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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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每一位员工的健康安全。 

70 
深圳力维智联技

术有限公司 

ZNV-社区疫情防控

方案 

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聚焦疫

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 社区，采用基础信息核实核准、风险行

为管控、疫情态势分析预测和疫情工作透明公开等多维管理手段，

协助社区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助力社区战疫情防控工作。 

该系统包含多个独立的子系统，其中的“社区疫情人员信息采集与

核实核准”子系统利用智能门禁、标准地址二维码等无接触式技术

将社区人员的动态信息采集工作细化到每家每户，为每位住户生成

进出小区的电子通行码，住户凭码核验通行。其中的“疫情居家隔

离人员管控”子系统采用无线门磁、智能门铃、无线摄像机等多种

智能化手段，构建电子封条，对居家隔人员的出门、出小区等异常

行踪进行监测和告警，并及时通知社区工作人员，跟踪处理结果，

形成管理上的闭环，协助社区管理风险行为。 

http://m.c114.com.cn/

w2488-1115575.html 

http://news.21csp.com

.cn/c13/202002/113930

23.html 

如需更多功能，电话沟通

需求. 

 

李  臻 13317100527 

段  航 18627101957 

 

71 深圳力维智联技

术有限公司 

ZNV-企业疫情智能

分析与管理平台 

ZNV-企业疫情智能分析与管理平台，是基于 ZNV-Sentosa企业级端

到端人工能大数据平台（下称“Sentosa平台”），特别打造的首

款公益软件产品，免费向社会开放，主要面向企业组织、街镇与社

区（基层组织）、医疗公益、教育机构等提供针对疫情数据的快速

填报、智能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等服务，缓解各个组织或机构“填表

抗疫”的压力。 

平台可提供疫情数据统计、疫情趋势预测、追踪潜在感染者等

功能，对各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提供服务，包括健康打卡、

企业员工返工情况、疫情上报、疫情防控等。 

通过 Sentosa平台的数据收集管理、智能分析、机器学习、知

识图谱和可视化应用呈现等功能， 实现疫情信息快捷填报；高效排

查、统计、分析和追踪重点人员，并快速上报；疫情防控部门可以

及时准确掌握疫情动态，并实时向公众发布，同时快速展开高效的

yiqing.znv.com 

 

李  臻 13317100527 

段  航 18627101957 

http://m.c114.com.cn/w2488-1115575.html
http://m.c114.com.cn/w2488-1115575.html
http://news.21csp.com.cn/c13/202002/11393023.html
http://news.21csp.com.cn/c13/202002/11393023.html
http://news.21csp.com.cn/c13/202002/11393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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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工作。 

二、生产保障类 

1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企业视频彩铃 

企业视频彩铃是中国移动利用自身通信网络优势为企业客户量身打

造的企业营销宣传类短视频产品，当移动 VoLTE 用户在 LTE 网络环

境下拨打 4001、4007、95XXX、96XXX、1XXXX等热线号码或 CM-IMS

固话、中国移动手机号码时，向主叫用户推送企业预先设定的音频

或视频内容，为企业客户打造覆盖自有企业热线及成员手机的统一

视频传播门户，是企业对外精准营销宣传的“可视化名片”。 

电话沟通需求，联系

10086-8/客户经理可办

理 

张金龙 13971545236 

2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云视讯 

云视讯业务是基于软件客户端、专业会议终端面向客户提供的高品

质、专业级视频会议解决方案，支持高清音频、1080P高清视频、720P

数据辅流等功能。 

电话沟通需求，联系

10086-8/客户经理可办

理 

刘丽薇 13872409988 

3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和飞信 

和飞信是基于融合通信（RCS）国际标准，实现新通话、新消息、新

联系等基本功能，同时基于轻应用技术框架，集成各类个人、家庭、

企业应用的一项综合业务。 

电话沟通需求，联系

10086-8/客户经理可办

理 

徐  琨: 

13476067220@139.com 

4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移动云（云空间） 

云空间是面向企业级用户提供的网盘服务，基于云端对象存储而实

现，为企业提供文件的存储、管理、共享、远程访问等服务，具备

海量存储空间、多副本容灾、安全可控等特点。 

电话沟通需求，联系

10086-8/客户经理可办

理 

黄  艳 13986128578 

5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移动云（移智舆情） 

中移舆情是中国移动研发的一款互联网舆情监测分析系统，拥有行

业领先的信息采集、语义分析和情感判断等技术，提供短视频舆情

监测、图片舆情监测、评论信息采集分析、舆情信息可视化大屏展

示等功能，帮助政企单位实时捕捉负面舆情苗头、避免事态恶化、

洞察舆情发展趋势，为舆情处置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支持。 

电话沟通需求，可联系

10086-8/客户经理可办

理 

黄  艳 1398612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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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天翼云桌面 

天翼云桌面是基于云计算技术提供灵活的企业桌面租赁服务，具有

集中管理、信息安全、维护简单等多种优势，实现企业员工随时随

地远程办公的需求。同时，远程维护的特点可免去疫情期间去现场

维护的工作。 
 

潘  蕾 18907188656 

李  晶 18907182108 

7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天翼对讲 

在疫情防控中，通过天翼对讲业务平台的集群呼叫功能，搭配定制

机或智能机+APP的方式，能有效帮助各级管理机构实现工作要求快

速下达、巡查信息及时上报、横向沟通快捷响应等能力。在疫情期

间减少人员密集接触，减少手机密集使用，通过对讲终端实现安全、

高效、快捷语音通讯。 

电话沟通需求 

李  晶 18907182502 

丁  振 18907181183 

 

8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企业复工复产及人

员出入管理 

针对即将到来的企业复工复产潮，提供企业扫码复产备案、员工扫

码复工备案、企业生产出入管理、异常情况智能报警、复工复产全

局管控等应用服务，各级政府可零基础快速开通使用，有效避免、

防范企业成为疫情聚集传播点。全局、精确掌握返城和复工等带来

的疫情扩散风险。 

 

钟兴质 18907182108 

关  欣 18907186031 

夏  雨 18627075789 

9 
长飞光纤光缆股

份有限公司 

长飞光云工业互联

网平台解决方案 

1、全光千兆工业以太网整体解决方案； 

2、设备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包括数据采集、协议转换、边缘数据中

心、交互式 SCADA 和在线分析看板，无接触巡检、点检、报修、异

常报警等功能； 

3、资源可信管理：基于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注册、分配、解

析、数据管理，建立需/供方资源一物一码可信追溯节点、包含资产

管理、备品备件、数据分析等功能（长飞公司建成了“中国光通信

行业首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电话沟通需求，提供基础

模板和解决方案，特殊要

求定制开发。 

胡  鹏 15071251606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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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蝶软件（中国）

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 

KIS云 

KIS 云旗舰版提供以计划管理为核心的、有效整合企业产供销的生

产运作体系。生产数据管理：帮助制造企业规范生产数据的基础管

理；物料需求计划：快速得到准确的生产计划和物料计划，及时做

出生产决策，使生产运作均衡和协调；生产任务管理：满足企业的

以生产工单为核心的生产过程管理；计划平台：保证生产任务执行

时物料的充足，并可监控生产进度的执行；委外加工管理：帮助企

业对委外加工业务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控制；物控平台：提前预知物

料今后是缺料还是会产生多余库存。KIS 云专业版将生产管理将销

售与采购贯通起来，同时生产也能与仓库管理紧密结合，实现小型

制造企业整个业务流的管理；通过生产管理环节，也实现了成本核

算全自动化，成本核算更准确。KIS 云商贸版专为商贸流通型小微

企业设计，通过帮助企业建立规范的业务管理流程，提升业务协作

效率；同时可安全有效地管理客户、供应商、商品及价格等关键业

务信息，清晰管理库存和资金等重要资产，准确核算企业收入与成

本，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 

体验地址：

kisapp.kingdee.com 

正式地址：

http://kisyun.kingdee

.com（适用于已购买 KIS

云的正式客户使用） 

付志鹏 13797000635 

11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复工申报管理

平台 

为政府提供企业复工申报平台，实现企业返工信息、开复工返岗信

息上报、健康防疫备案申请等建设信息上报。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12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钉钉在线办公平台 

通过钉钉工作群组、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群直播，可以实现企业

组织信息高效上传下达；通过群签到、公共日历、日程等实现员工

在家也能保持步调一致；通过组织通讯录、群公告快速找到人；通

过项目群、在线文档、审批、日志保证协作效率。钉钉将免费的视

频会议升级到 302方免费，满足大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全员会议需求。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13 湖北长江云新媒

体集团 

长江云省级融媒体

平台 

长江云省级融媒体平台面向全省各级融媒体中心和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提供疫情期间线索汇聚、策划指挥、内容生产、

智能媒资、融合发布、舆情监控、大数据分析等核心功能。采用 SAAS

服务的方式，实现平台的快速部署和运行，为疫情期间各行业用户

电话沟通需求 李  瑛 1397164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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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融合内容生产发布工具，提升远程办公状态下的协同生产效率。 

14 
湖北云脉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汽配人管家软件 汽配管理+营销 SaaS系统 电话沟通需求 韩可可 15971892099 

15 
武汉璞华大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 

璞华 HawkEye 设备

智能维保平台 

以设备为中心，解决与设备有关的需求，包括资产管理、维修维护、

培训、备件管理、能耗管理、质量管理等。平台可以私有云模式部

署，也可以通过公有云进行 Saas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铁明珠 13971641613 

16 
武汉卓尔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卓尔运维管理平台 

实时监控 IT基础架构、业务状态并实现智能业务运维管理，支持 IT

运维人员实现云部署方式、分布式监控与日常运维，是 IT主管的综

合运维决策支持平台。 

电话沟通需求 周显敬 13911820879 

17 
武汉捷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在线解决

方案 

1）提供组织健康方案，员工健康打卡及异地办公工具； 

2）业务系统上云迁云及远程管理维护； 

3）提供停课不停学在线解决方案。 

钉钉/阿里云邮箱安装部

署 
吴  超 13697325288 

18 
武汉和弦科技有

限公司 
和荟云屏管控系统 

和弦科技产品“和荟云屏管控系统”是一款企业内部集中远程桌面

管理软件，支持多台远程桌面或服务器的集中管控，支持虚拟视频

矩阵模式，画中画，最多支持 6*6路屏幕集中展示与控制 

电话沟通需求 罗聪聪 17740528873 

19 
武汉镭立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二维码产品溯源云

平台 

实现对产品的生产、销售、售后退换货的每一个过程了如指掌，更

要能够直接面对终端用户进行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掌控产品的

质量；对产品的生产过程了解并取得相应的数据后，还要对这些数

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做出相应的数据分析；根据取得的数据分析

结果，公司领导做出决策指导，达到减少生产故障与投入、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产品故障率和优化服务水平等，从而达到提高经济效

益的目的。 

电话沟通需求 田春阳 1552772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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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武汉同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同捷 PLM 问题管理

系统 

将日常工作中的各类问题转化为企业知识库。通过对问题及其处理

过程的跟踪记录，可以使您的团队在日常工作的同时实现隐性知识

向显性知识的转化。从而减少因错误和缺陷造成的各种成本，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和持续改善能力。 

扫码或电话沟通

 

刘女士 18672920655 

钱先生 18607103768 

21 
武汉同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同捷 PLM 文档发放

系统 

可以与 PLM、MES系统进行集成，把设计、工艺、计划等相关职能部

门的图纸、作业指导书、工程更改通知单、加工代码、质量检验卡

等文档进行电子有效认证并按需安全发放到企业各个工位。文档、

图纸可在云端存储；在多种设备上、在多种场合下，都能给你完美

的体验。 

　扫码或电话沟通 

 

刘女士 18672920655 

钱先生 18607103768 

22 
武汉同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是一款互联网在线会议工具，疫情期间免费开放 300 人实

时音频和视频交流能力。支持电脑/手机客户端、小程序、电话四大

方式一键入会；会议期间，提供控制禁言、在线文档协作、实时屏

幕共享等多个会议管控功能；还有美颜和背景虚化等功能，帮你避

免在家办公的尴尬局面。 

 

电脑客户端请登录： 

https://meeting.qq.co

m下载 

刘女士 18672920655 

钱先生 18607103768 

23 
武汉同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同捷 PLM 产品数据

管理系统 

满足中小企业核心业务需求，操作简单，维护便捷，实现产品从意

向开始到产品消亡全过程数据的有效管控，实现图纸、文档、报表

规范管控、修改过程版本有记录、设计更改流程电子化审核签字，

安全集中数据存储，是制造业企业多业务部门协同核心业务平台。 

　扫码或电话沟通 

 

刘女士 18672920655 

钱先生 1860710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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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武汉小秋葵科技

有限公司 
远程协同办公平台 

提供在线远程办公功能，直接使用在线平台进行个性化功能配置。

其中包括：员工管理、请假申请、发文管理、收文管理、工作联系

单、会议通知、通知公告、签到查询等功能，同时提供企业微信版

功能 

电话沟通需求 徐兴玉 15872367812 

25 
武汉小秋葵科技

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平台 

提供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功能，主要包括客户管理、客户沟通、

订单管理、售后服务、产品管理、服务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同

时提供企业微信版功能。 

电话沟通需求 徐兴玉 15872367812 

26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免费云资源 

腾讯云开放免费云资源申请，包括云服务器、云数据库、存储产品、

安全产品等基础云资源，让中小企业复工无忧。免费期间需遵守当

地政府主管部门复工复产安全管理规定。 

 

电 脑 客 户 端 请 点 击

https://partners.clou

d.tencent.com/invitat

ion/1000084542145c165

3f7d5761注册腾讯云 

 
手机端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27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企业微信 

功能介绍：企业微信支持 10000 人全员群、疫情期间支持 300 人音

视频会议，可一键拉同事开会，远程办公不用愁。 

针对办公场景，企业微信提供免费的基础应用，包括：公告、打卡、

审批、汇报、日程，还有微文档、微盘等协作工具。此次疫情期间，

企业微信将视频会议人数提升到 300 人，让大家不见面也能高效沟

通。 

企业微信体验：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28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腾讯文档 腾讯文档是一款远程办公必备的多人在线协作文档。支持 Word、

PPT、Excel等多种文档类型在线编辑，并实时保存在云端。不但打

扫描版二维码体验“腾讯

文档”小程序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https://partners.cloud.tencent.com/invitation/1000084542145c1653f7d5761
https://partners.cloud.tencent.com/invitation/1000084542145c1653f7d5761
https://partners.cloud.tencent.com/invitation/1000084542145c1653f7d5761
https://partners.cloud.tencent.com/invitation/1000084542145c1653f7d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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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微信、QQ和 PC等多个平台的编辑和分享能力，还拥有多人协作、

自由设定查看和编辑权限、Word和 PPT远程演示、智能翻译和纠错

等强大功能。针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办公需求，腾讯文档免费开放会

员功能，单文档同时在线编辑人数提升至 200 人，并提供多套办公

模版，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并上线支援疫情专题，推出腾讯文档疫

情小程序，为所有学校、企业、社区、公益组织提供多个疫情统计

模板，单个收集表填写人数提升至 7000条 

 

29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腾讯乐享 

功能介绍：腾讯乐享是鹅厂人都爱上的企业社区，目前为客户提供

企业直播、课堂、考试、学习地图、文档、问卷调研等多项应用服

务，助力企业实现远程办公。腾讯乐享支持跨地域培训/考试、高效

信息发布与收集、实时在线解答员工疑惑等。 

腾讯乐享体验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30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TAPD 腾讯敏捷协作

平台 

TAPD是腾讯敏捷协作平台，帮助团队实现一站式远程研发协作。即

使团队成员分布多地，只需要通过企业微信/PC浏览器/移动端 H5，

随时随地开启高效协作。TAPD支持敏捷需求规划、迭代计划跟踪、

工作任务分配、缺陷跟踪管理、测试计划&用例、DevOps持续交付、

统计分析度量。此外，大家还可以利用 TAPD思维导图、在线文档等

模块，进行头脑风暴，沉淀研发过程中的各类文档、文件。 

TAPD体验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31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腾讯工蜂 

腾讯工蜂本来在腾讯内提供 Git 代码协作支撑，现对公众提供线上

服务。可临时替代企业内的 Git 和 SVN，供软件开发团队用于自身

日常研发，让团队在家办公。工蜂支持任何标准的 Git 客户端，并

支持最新的二进制文件存储系统，用户使用任意一款 Git 客户端，

即可用工蜂 Git管理代码仓库。 

腾讯工蜂体验：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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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腾讯微云 

作为一款为用户精心打造的智能云盘，可以帮你在手机和电脑之间

同步文件、备份照片和传输数据。此外，微云还支持多种格式文件

在线预览、共享组、文件收集等功能，持续稳定的储存服务，为你

提供安全可靠的文件传输、储存和隐私保护。 

腾讯微云体验 

 
电脑客户端请登录 

https://www.weiyun.co

m下载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33 
武汉橙智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行政审批

系统 

橙智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系统（包含危废经营许可等，已经在湖北省

生态环境部门应用） 
互联网部署配置应用 梁先生 15002776601 

34 
武汉橙智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橙智[OI]协同办公

系统 
提供 V1.0/泛微 eteams自动办公系统 互联网部署配置应用 梁先生 15002776601 

35 
武汉益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Man-SAAS 化生产

管理软件 
单件生产企业从接单到交货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SAAS化软件。 电话沟通需求 杨先生 13600272192 

36 
武汉迈异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刺客 mcs 

主要功能：即时通讯、云盘、审批、日志、同事圈、组织机构等功

能。 

　刺客（安卓版）：

https://www.pgyer.com

/MKRr下载密码：123456 

 

甘虎标 18694078266 

37 

武汉数字化设计

与制造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研发云平台 
为用户提供虚拟化桌面、云主机、文档云、数据库、工具性软件、

高性能计算（HPC）等服务 

浏览器访问： 

https://rd.niiddm.com 

网上注册申请 

15802706815 

38 武汉易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基于集团化管理的

水务企业管理平台 

企业端：提供城镇供水经营管理系统，水厂控制、供水管网监控调

度等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肖钊华 13691213313 

刘文翠 18672965625 

https://www.pgyer.com/MKRr
https://www.pgyer.com/MKRr
https://rd.niidd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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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端：城镇供水客户服务管理、供水营销管理、远程抄表平台、

城市供水收费管理平台 

39 
武汉湖江科技有

限公司 

ERP 云 平 台 系 统

/MES 生产管理系统

/物联网云平台 

提供制造企业 ERP和 MES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产品 LK-MES。LK-MES是

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覆盖了整个制造企业生产执行系统 MES（车

间级生产执行系统）、高级计划排产系统 APS和整厂物流执行系统

LES（物流管理），同时也集成质量管理 QIS。 

电话沟通需求 胡高瑄 18163328989 

40 
武汉初心科技有

限公司 

石墨文档远程办公

版 

支持多人在线协作编辑文档，告别通过邮件、IM 软件多次传输文

件的繁复。毫秒级实时多端同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满足多场景

办公使用需求。 

电话沟通需求 
钟  凯 18588276535 

微  信：zk0755 

41 
武汉华锦科技有

限公司 

远程协同办公（信

息化运维） 

提供远程视频会议、光纤配线、综合布线及系统集成等系统工程服

务。 
电话沟通需求 方荣华 13307182225 

42 

力迩斯区块链安

防武汉技术有限

公司 

网络安全防护系统 
能实现网络安全感知、网络安全防御、网络病毒处置、数据单项传

输等功能。 
电话沟通需求 刘先生 18600473758 

43 
十堰亿脉科技有

限公司 
配件 EPC查询 汽车配件标准库查询系统 电话沟通需求 冯  建 13177488191 

44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安全云盘” 

针对本次疫情防控的隔离需要，提供免费提供半年云盘套餐服务，

方便各级政企单位的工作人员安全、便捷的交换文档，保证存储文

件的安全属性，从而助力远程办公。 

浏览器访问： 

https://yunpan.360.cn 
杨  逍 17319704125 

45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远程“云盾甲” 

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托 360 磐云安全防护系统及 360 企业浏览器，

为各政企单位提供 SDP（软件定义边界）解决方案，可帮助各级政

企单位内部员工在远程办公的过程中，隐藏核心网络资产与设施，

使之不直接暴露在互联网下，使得网络资产与设施免受外来安全威

胁。  

杨  逍 173197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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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云安全（web系

统的监测和防护） 

针对疫情期间黑客利用对病毒恐惧传播木马病毒，360提供免费 WEB

业务监测防护服务，可通过 SAAS服务远程接入 360云探和磐云服务，

提供 7*24 小时 100%准确率的风险告警，为医疗单位、政府机构、

防疫救灾部门及各大企事业单位的网站稳定护航。 
 

杨  逍 17319704125 

47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 IOT安全 

360 加固保为应用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及服务，保障 APP 和 IOT 设

备的网络安全，为国家中小企业 APP开发者提供技术支撑。 
电话沟通需求 杨  逍 17319704125 

48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 WIN7盾甲 

2020 年 1 月 14 日微软正式宣告 Windows7 系统停止更新，360 公

司在未提供所有 WIN7系统版本的 漏洞修复，热补丁免疫修复，在

野 0day漏洞免疫等诸多安全防护能力，解决防护能力滞后安全隐患

问题。 

1) 个人用户推荐下载 360 安全大脑 Win7 盾甲版，下载地址: 

https://bbs.360.cn/thread-15829770-1-1.html 

2) 企业用户提供免费两个月试用期，下载及安装部署指南: 

https://yunpan.360.cn/surl_yrW9ihuPnU8 (提取码:5efd) 

 

刘  宁： 

010 - 5244 7992  

010 - 5878 1360 

 

49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 移动办公金钟

罩 

360 企业安全集团推出移动办公安全一体化解决方案——360 移动

办公金钟罩。360 移动办公金钟罩其基于移动零信任模型+企业移动

数据 DLP 防泄 漏+360 移动大数据威胁情报三板斧，为企业移动业

务安全保驾护航，全面赋能企业移动业务的移动环境安全，移动数

据安全以及移动行为安全。  

唐雨晨： 

010-58781360 

010-52447992 

50 
北京奇虎科技有

限公司 

360“看信”智能协

同工作平台 

该平台确保在疫情期间为各级政企单位提供即时通信、音视频会议、

文件传输等核心服务。构建起一个融 合了工作门户、消息中心、事

务中心、企业级平台于一体的工作协同门户平台。 

多终端跨平台、统一工作入口、智能连接、事件驱动工作。 

电话沟通需求 李方翔 18501704933 

51 北京天威诚信电

子商务服务有限

“1号签”电子签约

平台 

平台为企业、个人用户提供身份在线实名，合同在线上传、发送签

署，合同模板在线创建、模板合同发送、企业成员管理，同时支持

浏览器访问： 

www.enjoysign.com 

谭家祥 13917764791 



28

公司 移动端微信服务号签署，实现 PC 段与微信互通。“1 号签”以其

「不出差、不见面、不邮寄、不接触，全流程线上签署的特性，帮

助更多用户实现合同的高效签署，维持生产，报站供给。天威诚信

的电子签约服务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及相关性

法律法规要求执行，实现集实名认证、在线签署、意愿验证、合同

存管、证据链保存、诉讼支持于一体全生命周期服务。 

52 
北京联想协同科

技有限公司 

联想企业网盘（私

有协作版） 

联想企业网盘能为客户提供智能协同办公解决方案，实现企业文件

云端存储，协同办公及企业数据安全管理 
杜戌平 15921934177 

53 
北京联想协同科

技有限公司 

联想企业网盘（公

有协作版） 

产品功能：为企业和用户提供安全的文件管理、共享、分发、协作

及移动办公的协同办公场景。 
杜戌平 15921934177 

54 
北京联想协同科

技有限公司 

联想企业网盘（海

外加速版） 

为我国海外业务企业和跨国企业提供安全的文件管理、共享、分发、

协作及移动办公的协同办公场景，文件传输全球加速，助力业务协

同。 
 

杜戌平 15921934177 

55 
北京联想超融合

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超融合桌面云

平台 
产品功能：远程办公安全接入，生产线桌面集中管理，快速排障。 杨鹏飞 18986122602 

56 
北京联想超融合

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超融合私有云

平台 
产品功能：一站式构建私有云，智能运维，保障业务高可用。 

 
杨鹏飞 18986122602 

57 联想（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远程办公解决

方案 

通过一平台+四模块，构建完善的远程办公系统，主要功能： 

1. 通过整合企业微信，集成日程、会议等效率工具及打卡、审批等

OA应用，提供丰富的第三方应用供选择，还支持 API接入自有应用。 

2. 以腾讯会议为工具，高清流畅、便捷易用、安全可靠的多人云会

议解决方案，让您随时随地高效开会。可以支持会议预览文档、分

享文件； 

3. 云桌面远程接入内网；支持本地或云端部署，统一数字化空间管

理，让办公桌面不再复杂； 

4. 支持基础的备份、存储、共享场景基础上，提升文件活跃度，为

拨打安装指导电话： 

4008198608 

张  茜 1590715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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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供更效率的方式；全球加速；多人协同编辑;历史版本管理； 

58 
联想（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远程教育解决

方案 

为了守护师生健康，保证正常的教学进度，联想专业服务联合腾讯

课堂一同推出了远程教育解决方案，老师手机注册后，可以一键开

通直播教室，邀请学生在手机和电脑上立即上课。 

直播教室，还提供了丰富的教学互动工具，包括不限于：老师视频

直播、播放 PPT、视频、音频、共享电脑屏幕、学生签到、在线答

题、举手上麦发言、讨论区等功能； 

1.10 秒极速开课；2.15 款实用的教学工具；3.基于公有云的 Saas

平台，极速，安全； 

联想专业服务，让教育更有温度; 

拨打安装指导电话： 

4008198608 
张  茜 15907151988 

59 
联想（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应用服务性能

及用户体验监测 

基于全球分布式网络，主动监测网络服务质量及不同地域的用户体

验： 

1、网络链路的可用性及响应时间进行持续监测、分析和主动告警，

及时发现网络故障，提升用户体验。服务中断的风险。 

2、网络服务的可用性及性能进行分布式监测，保障业务服务稳定性，

减少远程服务中断的风险。 

3、远程业务服务全流程主动监测和告警，保障业务服务的用户体验。 

4、远程服务高并发访问和处理能力评估，分析和定位潜在的性能瓶

颈，持续优化网络及应用架构。 

5、移动 app用户体验监测和性能优化。 

 

电话沟通，半天部署完毕 

 

张  茜 15907151988 

60 
联想（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联 想 ThinkCloud 

-V云数据中心 

ThinkCloud -V 由联想自主搭建的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用户可以通

过网络连接到联想云数据中心的多租户资源管理平台，疫情期间，

通过联想客户代表免费申请试用华北数据中心的20vCPU、40GB内存、

500GB存储配额的弹性云资源。 

电话沟通，半天部署完毕 张  茜 1590715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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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联想（上海）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远程协助系统

stARemote 

远程会诊、远程指导防疫； 

针对专家无法达到现场，但是需要快速调集不同专家进行会诊，进

行实时指导的现状；联想自主研发联想晨星 AR远程协助系统。实现

“面对面”沟通,“手把手”指导，让现场人员在远程专家的指导下

快速高效地进行诊断，解决问题。显著提高解决效率，争取时间。 
 

周海昌 18116118805 

62 
联想（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SAP IT基础架

构最佳实践分享咨

询服务 

SAP 是全球企业管理软件与解决方案的技术领袖。相当数量的企业

将自身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财务及人

事等众多涉及企业运营的核心业务运行于 SAP环境。 

SAP的 IT基础架构是决定企业运行效率的重要基石之一。联想集团

自身就是 SAP 方案的全球实践者，联想（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拥有丰富的企业 SAP IT基础架构最佳实践，在疫情期间可以为企业

提供基于 SAP 应用的 IT基础架构设计建议，为稳定运营提供保障。 

电话沟通需求 
胡耀宗 13971665835 

石晓燕 13476213266 

63 
联想（北京）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SAP 云解决方

案 

SAP 是全球企业管理软件与解决方案的技术领袖。相当数量的企业

将自身的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销售管理、财务及人

事等众多涉及企业运营的核心业务运行于 SAP环境。 

联想提供专为中国 SAP HANA 许可证持有者开发的全新企业云解决

方案——“为 SAP HANA定制的联想企业云”。在疫情期间，开放相

关云资源，帮助企业构建核心业务的应急平台，为企业的稳定运营

提供保障。 

电话沟通需求 
胡耀宗 13971665835 

石晓燕 13476213266 

64 
北京网动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即会通高清云视频

会议 

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基于互联网的视讯服务，

可随时发起远程会议、在线教学培训、视频办公等应用，支持

Windows/Mac 电脑、安卓/IOS 手机、平板等设备接入；支持万人级

在线会议；支持与 oa等办公平台对接，满足业务流程化视讯接口调

用。 

浏览器访问： 

www.liveuc.net 

 

黄  磊 18607167880 

65 北京华夏安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链工宝 APP 链工宝 APP 是面向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培训在线平台。平台有用

1200 万+用户，覆盖所有行业。链工宝 APP 可以完成企业复工复产

链 工 宝 官 网 ：

http://pc.lgb360.com

王  娣 14751368500 

孔  珊 132702219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7%AE%A1%E7%90%86%E8%BD%AF%E4%BB%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7%AE%A1%E7%90%86%E8%BD%AF%E4%BB%B6
http://www.liveuc.net/
file:///C:/Users/d-411a/Desktop/%E9%93%BE%E5%B7%A5%E5%AE%9D%E5%AE%98%E7%BD%91%E5%9C%B0%E5%9D%80%EF%BC%9A
http://pc.lgb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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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培训、企业疫情防控培训，疫情期间面向湖北地区免费开放。 扫描二维码下载 

 

吴卓尧 18618260601 

66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好律师在线法

律一体化平台 
助力政府部门筑牢疫情管控防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7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知鸟教育一体

化平台 

1、企业在线教育培训； 

2、职业技能提升； 

3、服务功能：AI 做课，AI 考试，AI 直播，AI 学习推荐，AI 监学

监考，AI陪练，AI智能问答，AI培训管家； 

培训内容：提供 6000门企业，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覆盖交通，医疗，

食品，应急管理，人社，退役军人等内容。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8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战疫通平台 
提供企业复工，返城返岗信息采集，企业复工政策宣导，企业政策

扶持等能力。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69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智慧行政办公

一体化平台 

面向企业，政府，园区提供： 

1、办公 app，基础平台，即时通讯，移动协同办公； 

2、疫情上报、体温自查。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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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财政移动 OA 
实现财政部门和其他单位财务人员的远程，移动，无接触支付抗疫

资金的办公需求。 
电话沟通需求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71 
深信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深信服私有云平台 

超融合资源，可以为紧急需求本地资源的单位提供计算、存储、网

络、安全等资源. 
电话沟通需求 李  晨 18710840887 

72 
深信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深信服 vSSL VPN 

vSSL VPN是深信服快速远程接入方案，通过虚拟化组件方式，无需

到现场便可轻松完成远程安全接入平台的部署和调试，快速满足远

程办公需求，帮助用户实现安全、稳定、可靠的远程办公方案。 

电话沟通需求 李  晨 18710840887 

73 
深信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深信服虚拟化桌面

云 

深信服虚拟化桌面云采用低能耗瘦终端+桌面云服务器的方式，将员

工桌面都迁移到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上，通过瘦终端接入桌面，实现

业务数据安全防护，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提升办公灵活性。 

电话沟通需求 李  晨 18710840887 

74 
深圳市蓝凌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 OA(F4) 

蓝凌针对中小企业的智能 OA（F4）是首家与钉钉无缝融合的协同办

公云产品，可满足企业的日常办公，人事在线，企业文化，团队协

作，任务管理，文档仓库，新闻管理，考试管理，费用报销，客户

在线等需求。深度集成钉钉，实时同步钉钉的各项数据，考勤，通

讯录，Ding 日程。依托蓝凌 18 年的大企业经验，有丰富的集成组

件，应用灵活扩展。为企业解决组织难题，快速实现高效办公，降

本提效。 

请通过链接了解详情或

者电话沟通需求 

www.landay.com.cn 

江晨婷 18163625466 

75 
深圳易财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柠檬云财务软件 

面向中小企业的财务软件。该软件全功能永久免费，已服务超百万

企业用户。 
www.ningmengyun.com 毕天添 13928422042 

76 
深圳易财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柠檬云代账软件 

面向代账公司的管理软件，可以实现财务记账，工商，代账，外勤

等管理功能。该软件全功能永久免费，已服务超百万企业用户。 
www.ningmengyun.com 毕天添 1392842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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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深圳易财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柠檬云进销存 

面向中小企业的进销存软件，可以实现入库，出库，销售订单，采

购订单，库存管理等功能。该软件全功能永久免费，已服务超百万

企业用户。 

www.ningmengyun.com 毕天添 13928422042 

78 
广州视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远程培训教学系统 

面向教育局和学校“停课不停学”的需求，为广大师生提供“空中

课堂”解决方案，包括在线教研、备课、授课、作业等一站式教学

空间，为学生提供课程回顾、练习、交流的一站式学习空间，覆盖

湖北省（武汉等）、河南省、安徽省广东省、江苏省等地区在线培

训和授课。 

https://www.seewo.com

/ 
方自安 18608604965 

79 
广州视臻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视频会议软件 

按国家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设计，可实现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支持公有云、私有 云、混合云。（支持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大

屏等终端一键安装，一键入会，屏幕共 享、多端批注，广泛应用于

企业协同办公/远程诊疗/应急指挥/防护管理等方面） 

https://www.maxhub.vi

p/ 
房  杰 13297931091 

80 
广州视臻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MAXHUB 会议互动

一 体机（内置视频

会议软件） 

软硬件一体，一台设备取代投影/书写白板/电脑/摄像头/麦克风/音

响/数据线/传统视频会 议，集显示、交互、数据处理、远程协同功

能于一体，广泛应用于本地会议/信息展示/ 手机、电脑、平板电脑、

大屏等多端协同办公/视频问诊/应急指挥/防护管理等方面。已在武

汉火神山医院、武汉雷神山医院、广州市干部健康管理中心、珠海

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佛山市第四人员医院、西安市胸科医院

应用。 

https://www.maxhub.vi

p/ 
房  杰 13297931091 

81 
苏州帮模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供应链协同软件 供应链协同 SAAS化软件，减少面对面办公，降低企业复工风险。 电话沟通需求 杨先生 13600272192 

82 
上海泛微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协同办公系统 

可实现功能： 

1、每日信息的上报及协助，建立员工健康档案；2、提供远程的工

作协同及流程管理；3、提供销售部门的 CRM管理。 

通过链接注册使用：

http://url.eteams.cn/

qoiLRh 

林  伟 13638679386 

83 山东山大华天软

件有限公司 

三维浏览器 SView 

APP 

可用手机浏览超 30 种二维/三维 CAD 文档，对数模做测量，评估用

料出具报价；实现多地多人远程会议，同视角评审设计和讨论问题，

SView产品体验方法： 

https://sview.sv3d.cn

王  超 18602725977 

https://www.seewo.com/
https://www.seewo.com/
https://www.maxhub.vip/
https://www.maxhub.vip/
https://www.maxhub.vip/
https://www.maxhub.vip/
https://sview.sv3d.cn/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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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批注及拆分，动态操作及音视频实时共享；发布商机、需求，他

人可直接咨询、对接业务。 

SView 在工业领域的协同办公、异地办公、云办公、网络办公方面

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居家办公，查看设计图纸，交流项目进度，沟通

问题等问题。 

/tool 

进入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SView”即可下载安装 

SView产品激活地址： 

https://service.sv3d.

cn/web/licence/applyp

age 

84 
山东山大华天软

件有限公司 

SMART PDM（产品

数据管理系统）云

PDM 

华天软件敏捷版 PDM 系统是为小中型企业搭建的快速实施应用的研

发业务管理平台，达到节省管理费用、稳定生产质量、缩短开发周

期、降低设计费用的目的，从而实现经营利益的最大化。产品核心

功能模块包括：个人工作区、工作空间、BOM 管理、工艺管理、变

更管理、项目管理、流程管理等。 

 

电话沟通需求 齐  君 17702705035 

85 
山东山大华天软

件有限公司 

三维 CAD 

SINOVATION 

SINOVATION（简称 SV）是华天软件自主研发的国产三维 CAD/CAM软

件，软件易学易用，现已升级至 9.0 版本，间隙设计、回弹补偿、

圆角避让、STL贴合等模面特色模块成为中国模具行业的设计利器。

疫情期间，华天软件提供 SV软件 3个月的免费授权、培训和技术指

导服务。 

SV软件下载： 

sv.hoteamsoft.com 

王  超 18602725977 

鲁庆章 15650561983 

三、生活服务 

1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天翼云课堂 

天翼云课堂是中国电信旗下在线教育平台，通过平台可实现老师在

家授课、学生在家学习；可支持大课+小课，直播+点播、PC 端+手

机等多种模式。包含分层教学班创建、在线白板直播授课、学生自

助学习引导、课件制作与管理、在线互动平台、在线作业系统、教

学与学习效果测评。 

电话沟通需求 
胡  军 18907181162 

郑大涛 18907186192 

https://sview.sv3d.cn/tool
https://service.sv3d.cn/web
https://service.sv3d.cn/web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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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分公

司 

来电名片 

来电名片业务是中国电信用户拨打对方手机（含三网手机）振铃过

程中，在手机屏幕上显示用户预先设定的“名片”信息，提示来电

者实名信息。 
 

吴俊杰 18907193551 

荣  涛 18907182728 

3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湖北有限公司 
和教育 

“和教育”是中国移动面向中小学师生和家长推出的一款集在线教

育学习及家校互动沟通为一体的手机软件，其中整合百万优质学科

资源并与近千家名校合作，共同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 

 

徐  琨: 

13476067220@139.com 

4 
湖北美和易思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美和易思课堂 APP 

平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开发，提供多种移动端，满足 IT类在职

人员、在校学生、老师多样化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精准学习 

登录各大应用商店下载

即可（搜索：美和易思课

堂） 

秦遵烽 18602733500 

邮箱： 

zunfeng.qin@mhys.com.

cn 

5 
武汉迈异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智学堂 

主要功能：课程在线培训、课件资源共享、学习数据记录、在线考

试、在线直播培训等。 

智 学 堂 下 载 地 址 ： 　

https://www.pgyer.com

/uXRE 

 
下载密码：123456789 

甘虎标 18694078266 

6 
武汉微品致远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微品微商城 SaaS系

统 

线上全渠道开店，快速创建线上店铺，店铺装修组件化、营销多样

化、客户管理多样化，为受疫情影响的线下中小企业和实体店商家

注入互联网血液，助力线下商家渡过难关。 

浏览器访问： 

https://store.vpclub.cn/

intro/#/pages/sketch 

张先生 18991189818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www.baidu.com/link?url=-cp1Hv4AIadKJDjNB4wVFwnF3hYbsK6M7zD2i1OQJ77LtUzrw0G3D05iNgB7J7IyotmW-2pHCJSLsu3E58_eCKMAsrnm7UVKx2pxkaXOl1dPswjMCXOOFIKW2dF8-xDikPwzGPLxXC8O7AIRCkYloPpjoJtkOlwItHgArggO8nH98RsicSLt05MQ5M-Vr53WMUQPJHF8SeDz82ExKGc5B7jXKlNQalQpkusiup1r3qrL4n7DfJM10CPPXxhK6YV5JYr1JDmLisP8s0qMEYMZQq
https://www.pgyer.com/uXRE
https://www.pgyer.com/uX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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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武汉小码联城科

技有限公司 
小码直达号 app 

app 上在家进行实名登记，同时可以查询公交车的实时到站位置，

车内的拥挤度 
小码直达号直接下载 代建风 18611796038 

8 
武汉小码联城科

技有限公司 
定制班车系统 

日常通勤班车、点到点，门到门直达专线产品，支持实名乘车，隔

坐售票。 
电话沟通需求 代建风 18611796038 

9 
武汉佳软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腾讯课堂 

为全国中小学老师免费搭建在线课堂，快读开课，老师 10秒开启直

播授课，课后回放，无限次直播回放，便利学生随时复习，16款教

学工具保证教学效果，4大上课模式（播放音频/ppt分享/老师摄像

头直播/分享屏幕）、涂鸦画笔，举手语音连线、签到、答题卡，考

勤数据一键导出。支持学生多端学习。 

腾讯课堂 APP下载： 

 

电脑客户端请登录： 

https://ke.qq.com/s 下

载 

李琮琮 15327265086 

翟莎莎 18502718385 

10 

武汉百法百众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百法百众微信小程

序 

百法百众小程序中主要包含“文书下载”、“文书审核”、“在线

咨询”、“法律讲堂”等四部分基础功能，还包括“个人一站式咨

询”和“企业会员”等升级服务。线上为武汉市中小微民营企业公

益普法助抗疫，提供关于企业用工风险、合同履行、税务合规等风

险防范的线上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吴良涛 13277067360 

11 
十堰亿脉科技有

限公司 
汽配旺铺会员服务 汽配人网上商铺 vip会员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冯  建 13177488191 

12 
十堰亿脉科技、湖

北云脉软件技术 
在线培训服务 汽配电商在线推广交易培训，直播培训 电话沟通需求 韩可可 15971892099 

https://ke.qq.c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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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钉钉（中国）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钉钉在家上课平台 

“在家上课”平台包含两种授课模式：“大班”是名师面向社会的

公开课；“小班”是学校的教师入驻平台，面向本班学生开讲。钉

钉提供直播课堂等网络教学服务，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各类

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实现“停课不停学”。 

电话沟通需求 邹经理 13336130013 

14 
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 

生活服务 

电商平台 

面向农贸市场、社区便利店、连锁超市、生鲜超市、服务和零售业，

构建以线下门店为中心、覆盖周边 3-5 公里的服务能力，快速搭建

线上电商平台。通过销售模式创新、助力商户线上转型、加快现金

回流、降低经营压力。 

电话沟通需求 
张经理 18627076059 

 

15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在家 

1）帮助市民掌上办事，疫情期间平安居家 

2）上线居家隔离申报观察、人文关怀、不见面审批和不见面办公等

功能模块，帮助市民足不出户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助力政府防控信

3）息采查监管、智能 AI居家摸排、远程审批。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16 

平安国际智慧城

市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城易通平台 

适用于返程交通、工厂单位、社区管理、酒店等人员集中场所的信

息管理，为返程复工管理解决填表累、群众烦、管理难、效果差等

问题。 

2天内部署上线信息采集轻量化设计，0障碍集成相关城市应用。结

合防疫大数据综合分析系统，提供城市区域疫情风险、人口流动疫

情风险、防疫物资供应风险等分析结果。 

了解详情请扫下方二维

码： 

 

具体需求电话联系 

徐  昭 13986103725 

王临朝 18627807241 

17 
广州视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远程培训教学系统 

面向教育局和学校“停课不停学”的需求，为广大师生提供“空中

课堂”解决方案，包括在线教研、备课、授课、作业等一站式教学

空间，为学生提供课程回顾、练习、交流的一站式学习空间。 

浏览器访问： 

https://www.seewo.com

/ 

方自安 18608604965 

https://www.seewo.com/
https://www.seew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