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福州市疫情防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品征集表（第四批）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可信身份核验及网证应

用

产品以居民身份证为信任基础，将身份证登记项目（姓名、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等）作为要素进行映射，形成与实体身份证唯一绑定的电子文件
。实现用户的“实人、实名、实证”的真实身份核验及网证。通过真实身
份核验，确保疫情敏感期间社区、小区、学校等场所往来人员身份真实可
信，辅助抗疫部门实现群众身份真实、可信、精准管理。依托网证在一定
程度上替换身份证，以网证为载体，实现线下各种零接触身份核验场景。

郑志清
18960915315

2 北卡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指挥安全通信系统

（简称：咔信）

该产品作为一款移动安全通信系统，只需10分钟就可以完成私有化部署，
为用户提供快速建群保密通信、加密电话会议、紧急事务通知、数据加密
传输、疫情安全上报、跨部门安全通联等服务。确保疫情防控部门进行快
速、便捷的移动办公与安全通信，避免敏感信息被恶意泄露。

刘莎
18850705887

3

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

小电卫士电动自行车智
能管控平台

平台可对电动行车进行布控，依据智能感知芯片的轨迹报送布控人员所属
车辆的出行情况，可用于疫情防控追溯和人员车辆管控。

康圳南
13439662620

4
社区人员健康情况上报

系统

实现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对管理项目中的人员出入口、停车场及楼栋摸排上
报。同时实现事件联动，记录人员体温监测，构筑管理项目的疫情防控屏
障第一道防线。

洪思迪
18050807477

5
校徽通学生安全管控平

台
平台可对佩戴电子校徽的学生进行布控，依据智电子校徽的轨迹报送学生
校外的出行数据，可用于疫情防控追溯和学生安全管控。

王国新
15960716823

6 智能感知大数据平台
以“早防范，全感知，助决策”为总体思路，构建以数据为要素的多维度
关系分析模型，实现对不同要素、不同对象间的时空轨迹关联与碰撞，协
助省、市、县各个层级政府与公安机关，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许辉奇
13850121232

7
金钱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智能云存储系统

系统支持在公有云、私有云上构建企业远程办公存储平台，实现灵活配
置，平滑扩容，为企业跨区域的数据中心管理提供良好支持，可为企业疫
情防控、医疗会诊、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业务平台提供可靠、稳定、节
能、安全的存储基础架构，有效服务中小企业。

卢腾秀
1598029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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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

金钱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云网盘

基于公有云、私有云的企业远程办公应用系统，已覆盖PC和手机操作系统
。实现远程文件上传、下载、多用户协同办公，跨终端随时随地查看和分
享。可与企业的应用服务器对接，为疫情情况下，员工足不出户，提供一
栈式的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卢腾秀

15980297939

9
医保大数据远程视频监

控系统

通过该系统可远程实时监控药店收费员及参保人员的举动，可监控各定点
药店的疫情防控物资供应情况。防止特殊时期恶意盗刷、囤积居奇、哄价
抬价等违规行为，保障各类防护物资的正常供应，实现“互联网+监管”
模式。

10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屹腾智能云平台
平台可实现集中办公、远程办公、会议、出差等场景的无缝切换。与传统
桌面云最大的差异是把计算资源从后台共享池中剥离到前端，利用端末设
备的强大运算能力，提升体验，减少推广阻力。

朱星方
13950266259

1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智能体温预警系统
系统可实现多目标体温监测，响应时间在30毫秒以内，实现对被检测人流
经过检测区域的动态检测，解决了接触式测温费时费力效率低的问题。

高如正
15959020150

12 高精度体温检测门

该产品采用高精度红外测温传感器，感应距离可达0.5-1 米，具有高精度
和高分辨率，对环境和日光免疫。室温下测量误差±0.2℃。比如：初始温
度设定值为37.3℃（可调节），检测门工作时显示检测出的人体实际体
温，超过37.3℃即报警，无人通过时显示场地环境温度。

13 公众智能消毒服务
本技术终端设备采用“手部及空间消毒＋自动感应宣教＋语音提示宣教+
互动展示＋互联网远程管理＋模块化组合“设计，突破目前国内手部及空
间消毒器械难以面向公众大规模大范围使用的局限。

14

福建星网信通软件有限
公司

星微门手机点餐系统
通过手机实现在线点餐、在线支付，可点当天餐品，也可提前一天或数天
预订餐，支持到店自提或商家无接触配送，餐厅外送到指定位置。

潘历友
18605915009

15 星微门智能保温柜系统
星微门智能保温柜提供餐品保温、自动消毒功能，顾客通过手机在线点餐
、支付后，商家将餐品投放到智能保温柜中，顾客可通过手机远程开柜、
扫码开柜等方式实现无接触取餐，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用餐更安全。

16 星微门无人餐厅系统
提供刷脸智能终端，无需收银员，顾客自助进行刷脸、刷卡（非接）、扫
码支付后即可就餐，减少人员接触，降低餐厅人力成本。

17 星微门智慧食堂系统
提供AI视觉结算系统自动完成菜品计价和结算，支持刷脸、刷卡（非接）
、扫码支付，实现“无人服务”。系统支持分时就餐管理，可将人员设置
为不同的分组进行分时就餐智能管控，避免现场扎堆和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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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8
福建星网元智科技有限

公司

机器人智能锁螺丝软硬
件系统

机器人智能锁螺丝设备具有智能识别、自动定位、自动进行锁螺丝操作以
及智能检验的功能。在企业复工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可替代人工起到减员
增效的作用，减少人员聚集，快速恢复生产。 林燕

13720839680
19 智能仓储系统

智能仓储系统基于软件技术、AI技术、硬件设备构建的智能化应用平台，
实现防疫救灾物资、企业仓储从来料到出库全流程智能化作业管控，减员
增效，达到全局化、智能化管控的效果。

20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疫情协同会商综合指挥
系统

系统具备以下功能：基于GIS一张图功能，融合语音对讲、视频调度、视
频监控等功能，在图上可直观的看到疫情防控相关人员位置信息及行动轨
迹，随时随地便捷沟通，也可通过监控设备了解疫情相关人员活动轨迹或
隔离地区现场状况，让管理人员大大提高工作指挥效率。物联监测功能，
可将各种防抗疫情的物联检测设备如无人机、测温仪、传感器等融合入会
指挥。跨部门业务系统融合入会功能，各种不同部门间人员物资信息迅速
统计调配,助力政府部门合理规划相关疫情物资,准确快速的调拨前线人
员，确保供需平衡。

福州（含城区）
卓文建：

18650993991
福清林银锋：
13305919039

长乐张柳松：
13459432374

马尾吴振荣：
13600824427

连江黄建华：
13705028993
罗源 郑 频：
13799398538

闽侯张发强：
13960917718

闽清余正栋：
15880158092

永泰刘云英：
15506901136

21
福建广电网络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空中课堂”远程教育

平台

“空中课堂”融合教育中心可完成统一的信息采集，音频、视频、图文等
多种媒体格式的内容编辑和格式适配，具备面向多渠道、多终端的发布能
力。平台应按照移动优先的原则，利用移动传播技术，形成渠道丰富、覆
盖广泛、传播有效、可管可控的移动传播矩阵。

李 斌0591-
6351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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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2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市分公司

无接触高精度热成像测
温解决方案

在火车站、地铁、机场、码头、客运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医院、商超、企
业等人员密集地采取高精度热成像测温枪机、高精度黑体、智能NVR、智
能安检闸机、行业平台软件的搭配组合，满足当前依靠智能化技术力量遏
制疫情的需求，节约人工成本，提升监测准确性及效率。

李佩璇
18906915366

23 疫情管理系统（免费）
对当前个地方疫情管理数据进行上报、分析和智能研报，为政府疫情提供
一张图的情况信息总览。

24 塔体亮化宣传
利用铁塔站点、高度、供电，挂在各类宣传载体（发光字、灯箱、霓虹灯
、电子屏等）进行醒目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防控知识和意识。

25 “大喇叭”广播
利用铁塔站点、高度、供电及传输，对周边一定范围内进行远程语音播
报，用于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寻找密切相关接触者、播报本地疫情情况与
物资情况。（疫情期间无偿提供空间和供电服务）

26 高点视频监控
可在农村和乡镇做到无接触远程可视化监管，在第一时间发现人员聚众等
高危险行为。可结合大喇叭广播，快速驱散聚集人群，减少疫情传播。
（疫情期间无偿提供空间和供电服务）

27 铁塔能源备电服务
主要用于乡镇卫生院、金融网点、机房、交通信号灯等场景提供应急备电
保障服务，确保整体设备运行不中断。（疫情期间无偿提供）

28 铁塔能源发电服务
主要为各单位、企业提供应急发电保障服务。在疫情期间，不仅进行通信
保障，同时也面向医疗、教育、交通等行业进行发电保障。（疫情期间无
偿提供）

29 铁塔能源换电服务
主要为外卖、物流、生鲜配送行业的骑手提供低速电动车换电服务。保障
疫情期间，全市的物资、物流派送的正常运行。

30

福州云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人员健康情况在线上报
系统

系统提供APP，根据管理需要上报自身健康情况。系统定时提醒，发出提
醒通知后每半个小时，再次自动提醒，收到数据后系统自动统计并上报信
息。

邓超
18065183172

31
返程人员疫情跟踪监管

系统

返程人员数量庞大，需要每天早晚各测1次体温，主动报告体温和健康状
况。返程人员疫情跟踪监管系统提供手机APP供下载。返程人员通过APP
把健康情况上报到相关管理机构。系统可以跟踪返程人员的每时每刻的行
动轨迹并向相关机构，系统自动统计上报信息通过APP上报健康状况信息
给相关管理机构，相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图片、语音、文字的方
式联系返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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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2

福州云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隔离观察人群在线监测
系统

居家隔离观察人群或集中隔离观察人员，需要每天早晚各测1次体温，主
动报告体温和健康状况。隔离观察人群在线监测系统提供手机APP供下载
。隔离观察人员可以通过APP把测体温全过程上传到社区或相关管理机
构，通过APP上报健康状况信息给社区或相关管理机构。社区或相关管理
机构也可以主动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视频通话方式，也可以通过信息群
发方式与各隔离观察人员互动。

邓超
1806518317233 疫情智慧广播系统

实现把疫情资讯、防控科普、政务公开等内容不间断的送到各乡村各社区
个小区， 打通防控疫情信息最后一公里。具备文字转语 音、上下联播联
控、实时广播，定时广播等功能。具备文字、对讲机、手机、物联网检测
仪器、U盘、麦克风各种方式广播。可以支持各种运营商网络、WIFI、有
线、地面、调频、卫星等信号通道。

34
疫情全省防控对讲机系

统

疫情全省防控对讲机系统可以实现全省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指挥，实现群
呼、组呼、消息调度等能力，保障政府上下级、医院融离区内外、医疗队
远程、街道周边等部门应急联动、满足疫情应急联动保障。可以对接省应
急视频会商指挥系统覆盖省市县乡四级行政部门的公网对讲系统，也可以
对接各社区已配置的对讲机，从而可以高效稳定实现疫情管理调度。

35

福州鑫博雅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易闪达区块链多级数据
快报系统

专门面向政府部门，提供从下级到上级逐级报送、数据防篡改及多维统计
分析的整体解决方案。系统集报表模板定制、报表分发、流程控制、数据
上报、数据审核、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用户管理等功能为一体。利用区
块链分片机制，建立省-市-县区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住户小区-学校（幼
儿园）多级区块链自动化数据同步网络快报，形成完整的、防篡改的责任
链条，增强上报数据的可信度。 林羽鑫

18558896853

36
易闪达大数据可视化云

终端

适用于高校及中小学校门口、行政楼、教学楼、食堂等需要向师生及时传
达各类校园及社会信息的场景。通过“大数据可视化云终端+云端管理平
台”，实现发布信息集中管理，终端即时播放展示。疫情期间，以视频、
图文结合的方式滚动播放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信息，引导师生科学做好防
护，同时以大屏可视化形式发布学校疫情防控情况及“停课不停学”工作
开展情况，整体概况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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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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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福州智众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登记管理
系统

适用于集中管理各类小区的人员进出、健康情况等信息登记工作，统一管
理，旨在降低一线工作人员与居民接触，实现防控工作效率提升、防控数
据溯源、防控数据分析、防控工作预警等能力。

洪志中
18906912205

38
园区疫情防控登记管理

系统

适用于集中管理各类生产园区的人员进出、健康情况等信息登记工作，统
一管理，旨在降低一线工作人员与居民接触，实现防控工作效率提升、防
控数据溯源、防控数据分析、防控工作预警等能力。

39
经营场所疫情防控登记

管理系统

适用于集中管理各类经营场所的人员进出、健康情况等信息登记工作，统
一管理，旨在降低一线工作人员与居民接触，实现防控工作效率提升、防
控数据溯源、防控数据分析、防控工作预警等能力。

40

恒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高校疫情联网防控平台
平台面向高校提供无感体温筛查报警、疫情信息看板、大数据疫情分析的
一套集成化、智能化、可视化的疫情联网防控平台，对校门及重点区域严
格管控，为疫情防控提供依据，确保校园疫情可查、可防、可控。 杨洋

18659173610
41

教育局中小学疫情联网
防控平台

面向教育局及市、区、县各中小学提供无感体温筛查报警、视频联网巡查
、疫情信息逐级上报、大数据疫情分析的一套集成化、智能化、可视化的
疫情联网防控平台，确保校园疫情可查、可防、可控。

42 疫情防控平台
面向市、区、县各级政府及疫情应急指挥部提供集成来市/县登记、健康自
查、疫情线索、单位填报、一键举报、疫情追踪、数据分析等功能的疫情
防控平台，确保疫情防控的“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目标。

庄国钏
18559990520

43

福州靠谱云科技有限公
司

企业复工申报平台
方便政府随时掌握企业开复工数据、企业员工来源地数据、企业员工健康
状况，为政府疫情科学决策提供辅助支持。

鲍小晶
15005986149

44
光联网络智能组网与移

动办公平台（SD-
WAN）

为医疗相关机构提供办公网络支持，SD-WAN基于云网络，全球各地分支
机构联合组网，解决办公网络单一运营商链路导致跨运营商网络性能问题
。移动办公支持Windows/MacOS/Android/iOS 多平台高安全性的远程接
入办公网。

45 靠谱云医疗上云服务
为各级卫健委、医疗相关机构提供从咨询设计，迁移部署、运维管理，云
上护航等紧急上云服务、实时响应医卫、疫情防控等系统上云以及医疗疫
情数据云上灾备相关服务，为客户提供7*24小时服务保障。

46 靠谱云DDoS防护系统
为疫情相关系统提供DDOS攻击解决方案(T级别的防护能力) ,分别对传输
层，Web应用进行DDoS攻击防护，确保源站的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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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福州靠谱云科技有限公

司
靠谱云网络安全实训平

台

疫情期间学生停课不停学，通在线网络安全实训平台，满足教师、学生在
教学中的教、学、考、赛等需求，为老师、学习提供良好的网络安全在线
实训环境。

鲍小晶
15005986149

48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榕基智慧社区矫正综合

管理指挥平台

融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互联移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
社区矫正工作数据一体化、管理智能化、互联移动化、指挥可视化。依托
平台和移动端APP，在疫情期间能实现各级异地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管
和教育，避免人员接触，提高防疫安全。

邹锐
18530948808

49

福建软智宏医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门诊预约平台系统

系统提供门诊医生的排班管理、号源维护、预约渠道及服务、自助取号服
务的统一管理；患者无需到医院即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或医
院APP进行预约，减少患者到医院的次数、减少排队、人员聚集和医患接
触；医院可通过该系统实现预检分诊和相关疫情信息的发布。

王虹艺
18650062669

50 医技预约平台系统
提供医技检查设备的排班管理、号源维护、预约渠道及服务、自助取号服
务的统一管理；患者无需到医技科室进行预约，门诊医生开单后自动预
约，减少患者就诊期间的来回跑动、减少排队、人员聚集和医患接触。

51 移动智慧医院平台系统
提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APP端的门诊预约、医技预约、医疗支
付、报告查询、清单查询、智能分诊、满意度调查等一系列医院便民服
务，减少去医院的次数，减少排队与聚集。

52 互联网医院系统
提供手机端的图文问诊、在线问诊、视频问诊及互联网诊疗服务、在线诊
断、在线开方、药品配送服务；患者在家即可实现远程问诊和简单疾病或
慢性病的复诊

53
福建福夏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室内循环空气消毒净化

机

实现室内空气循环自动净化消毒，特别是有人员在场情况下的持续空气净
化，高效过滤吸收有害物质，并对空气进行紫外线消毒，创造洁净的室内
环境，防止细菌和病毒在空气中增殖传播，有效防控疫情。

魏璟毅
13606066977

54
福建医联康护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医联康护互联网医院平

台V1.0

平台提供视频门诊、图文咨询、病历查看基础服务，同时结合医院自身的
需求，增加处方开具、诊治预约、药品服务等医疗服务。发热门诊线上问
诊模块助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救治工作、分流患者筛查轻症、
减少患者赴医交叉感染风险。

沈菲
1377454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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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福州盛思通科技有限公
司

食育科普终端

该产品便于学校日常开展食育科普活动，可将丰富多样的食育科普视频、
图文推送至学校楼道电视屏、户外LED屏。在春季学期开学期间，以视频
、图文结合的方式滚动播放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信息，教育引导师生保持
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从而有效改善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有助于病毒
感染的防控与救治。 林伟斌

18650481786

56 视频汇聚终端

是专门应用于集成营养餐配送过程中关键环节实时视频的智能硬件，通过
视频汇聚终端便可以随时随地远程查看食材进货、储存、分拣、配送、食
堂烹饪及学生用餐情景， 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便可以调出历史视频查
找问题、追溯责任。在疫情期间，通过视频汇聚终端公开食材配送加工全
过程，自觉接受社会及家长监督，确保食材在配送加工环节安全无污染。

57
福建航天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诺诺电子合同线上签约
平台

远程在线协同零接触式办公，保障疫情期间企业内部办公顺利开展的同
时，有效防控病毒传播。支持随时随地发起线上签约或完成签约，实现人
员零接触，实时手机、电脑线上追踪合同状态。适用于旅游、金融、餐饮
、教育、物流、制造业、电商等行业，并可提供完善的行业应用场景解决
方案。

许丽敏
13665013479

58
热成像人体测温解决方

案

包含人体测温套装设备、三脚架、测温安检门、平台，通过热像仪（非接
触式方式）初步对人体表面温度进行检测，找出温度异常的个体，发现温
度异常目标之后，再进行专业体温测量。有效降低检测工作量。

59
福建健康之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健康之路疫情防控指挥

应用平台

对地方政府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或应急指挥部进行各疫情防控节点信息实时
直报、实时统计，落实到人。隔离→医学观察→家庭病床→送医住院一管
到底，实现高效全面管控。

廖花
18250100298

60
福建福莱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

FLYAIR无人机综合在
线指挥平台

指挥平台可在线管理调度多架次无人机，在项目范围内部署，实现重点区
域完全覆盖，完成高空侦察、重点区域布控等功能。系统功能包括监控无
人机的地理位置、航线轨迹，同时可以调取无人机拍摄画面对疫情的防控
做出科学防范。

黄丽婵
13763834518

61 无人机消杀服务
提供专业无人机高空消杀服务团队含专业飞手及无人机设备，实现低风险
高效率进行消杀防疫工作，每小时多达 18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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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福建省新泽尔资讯科技

有限公司
校园人员健康AI检测

信息上报系统

主要用于校园疫情防控系统等，采用AI人工智能健康手环结合异常体温平
台上报平台软件实时检测人体体温并实时上报后台，实现24小时监测体
温；确定学生发热状态，立即通知家长及班主任。同班级或整个学校达到
群体发热预警值，立即通知校方相关负责人；软件端提供实时监测曲线
图，发热人数、发热程度、发热人员实时展示，同时可查看发热人员的体
温波动记录；支持通话、定位、SOS报警、一卡通等功能，确保零人工自
动云监测体温。

苏彩通
13705051318

63
医康嘉乐（福建）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防疫填报管理平台
平台智能展示全区域各级单位所辖区域内的各阶段区域内各类人群的概况
、发热情况、外出旅游、出差或前往外地以及与武汉人员接触情况等多方
面内容，高效助力防疫决策工作。 周欢

18684956307
64 全民健康管理平台

借助在线咨询、在线问诊、用药指导、防疫宣教、疫情上报、视频会议等
方式，为全域居民提供全周期、全流程、动态、连续的一体化的健康管理
服务。

6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Welink办公平台

平台具备以下特点1、统一办公平台，包括视频会议等功能，支撑疫情期
间远程办公；2、集成“健康打卡与统计”、“抗冠战疫”等应用，快速
收集团队成员健康信息；3、安全沟通：端、管、云三层安全技术防护，
保障企业数据信息安全。

智伟敏
13564669468

66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
公司

百度AI多人体温快速
检测系统

基于AI图像识别技术和红外热成像技术，百度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解决方
案使用了基于人脸关键点检测及图像红外温度点阵温度分析算法，可以在
一定面积范围内对人流区域多人额头温度进行快速筛选及预警，解决了佩
戴口罩及帽子造成的面部识别特征较少的问题，方便对人流聚集处的快速
筛选。 王子逸

15911116716

67
RNA 二级结构预测技

术

RNA 序列有丰富的空间结构以决定 RNA 的功能，进而帮助设计分子药物
和分子检测仪。冠状病毒的基因组长达 3 万个碱基，最快的经典算法也需
要 55 分钟。百度LinearFold 算法仅需 27 秒就能解出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
组的 RNA 二级结构，对科学家深入了解NCP基因组的性质以及设计针对
性药物提供了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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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
公司

智能外呼平台

平台具有批量一对一发起电话呼叫的能力，可以通过定向对居民发起电话
呼叫，自动询问并采集居民疫情信息分析，并生成触达统计报告，还可以
对居民进行疾病防控教育及指导。基层医护人员不用上门排查，避免感染
风险，减少排查时间，提高防控效率。

王子逸
15911116716

69 飞桨深度学习开发平台
产品提供高效便捷的深度学习开发平台用于防疫相关AI应用开发（包括但
不限于人员监测、药品研发、疫情预测等）；防疫期间，基于飞桨平台开
发相关防疫应用可获得免费算力资源、定向专家支持和代码紧急升级。

70 百度大脑AI开放平台
可提供百度大脑AI开放平台 ai.baidu.com 中 240项AI技术产品，用于防疫
相关AI应用开发；防疫期间，基于AI开放平台技术服务所开发的相关防疫
应用，可免费获得AI接口调用量、定向专家支持等。

71 疫情地图平台
平台包括疫情分布、疫情动态、迁徙地图、全民热搜、疫情实时播报等内
容，已累计服务超12.3亿人次。目前已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政务平
台输出地图信息。

72 疫情辟谣平台
百度结合搜索、信息流以及舆情监控能力，上线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时辟
谣频道，有效降低疫情防控期间的谣言风险，帮助更多互联网用户甄别筛
选不实谣言，协助地方政府防疫科普工作开展。

73 同乘查询平台
百度提供的疫情确诊患者相同行程查询服务，结合渠道信息输入、人工实
时录入、信息真伪校验等多方式，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累计查询
量已达千万次。

74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新型肺炎疫情防控

专题

该专题整合百度内及政府侧热门防疫服务10项，包含发热门诊查询、疫情
地图、疫情进展、紧急寻人、交通管控、医院直播、同乘查询、疫情自我
诊断、智能问答等多项能力，与政府共建当地防疫专题平台。

75 疫情跟踪服务小程序
利用百度智能小程序平台，通过搜索、信息流、地图等方式向特定人群精
准推送信息采集表单，协助政府采集返工人员信息及后续跟踪回访。

76 医用口罩信息查询服务
整合国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企业及产品数据，为网民提供
口罩采购时的甄别服务，帮助网民选取到安全可用的口罩。

77
百度Hi智能办公协同

平台

产品提供即时通讯、语音电话会议、视频会议、企业云盘等多项实用工
具，可快速发起多人高清语音、视频会议，支持企业级文档管理分享和多
人在线协同编辑，整合企业通讯、日历、办公平台等功能于一体，为企业
提供电脑手机PAD多端同步的高效编辑办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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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
公司

百度空中课堂

百度在线智慧教学直播平台，包括智能备课系统、在线直播系统、作业系
统、个性化学习系统等，疫情期间免费为全国各地K12公立学校提供在线
智慧直播教学平台服务和教学资源，支持教师课前备课—课中直播授课互
动—课后作业练习反馈—学情数据分析反拨教学，提供“平台+资源+教学
模式+培训”一体化解决方案。

王子逸
1591111671679

百度-医疗健康中心-
问医生平台

医疗健康中心提供在线咨询医生、在线挂号、购药、保险等一站式互联网
健康服务。针对疫情，百度问医生在卫健委等医疗相关单位指导下，联合
多家合作伙伴推出「肺炎问题免费咨询医生」服务，最大程度提供专业的
在线问医咨询。

80
百度Apollo生态多场景

防疫用车辆方案

百度Apollo生态整合多家合作伙伴，针对防疫工作实际需要，提供多场景
防疫用车辆，如适用于封闭区域楼宇间人员接驳、物资运送的“阿波龙电
动巴士”，用于消毒的“室外无人喷洒消毒车/室内无人喷洒消毒机器人
”，用于巡逻广播安防运输一体的“服务型电动自动行驶轮式车”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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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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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分析。

范汉平
13615016380

82
平安隔离区域生活垃圾

管理系统

系统提供以下服务：1.垃圾收运全程监管：重点区域上报，制定收运计
划，车辆、人员调度，收运过程监管；2.管理支撑服务：疫情专用物资管
理，主管部门信息发布，作业人员健康情况采集；3.隔离区域数据统计、
分析，异常报警等。

83 平安防控管理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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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平安防控大数据平台

平台主要用于流动场景（如卡口、港口、高速路口、酒店等）以及下辖区
域人员健康信息采集，通过区域疫情风险分析、人口流动疫情风险分析、
防疫物资供应风险分析、宏观经济疫情影响分析辅助领导疫情决策。采用
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基于移动终端、高效、便捷的疫情数据上报和采集方
案，提升和加快疫情数据汇聚效率和防控响应速度，通过疫情风险分析辅
助领导进行疫情防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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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知鸟在线教育培训
平台

平台通过远程教育方式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自我防护和诊疗救治培训提高基
层医务人员服务诊疗和个人防护能力。

范汉平
13615016380

86
平安防控应急信息直报

平台

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多级多次、手工信息报送的问题，实现疫情防控信息采
集一次录入多处使用，一数一源保障数据准确性。核心功能：上报信息可
配置、审批流程可定义、智能化填报、多维分析预警、上报格式多样化。

87
平安全程网上证照办理

平台

解决企业、市民现场办事困扰，采用线上办理、非现场远程视频审查和电
子证照共享，实现全程不见面证照办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核心功能：
线上申请、系统智能秒批、人工线上审批、远程视频审查、电子证照。

88
平安非接触智慧监督管

理平台

利用人工智能视频/图像识别、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对企业实现非现场监
管，对企业违规行为进行及时预警。核心功能：非接触、AI自动识别、全
线上监管闭环。

89
平安食品安全溯源管理

平台

通过电子台账、物联网设备、校验接口等多种方式，连接食品生产、流通
、检验、监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食品追溯管理。核心功能：电子台
账管理、后厨管理、追溯管理、风险预警管理。

90
平安应急指挥三级联动

平台

通过汇聚舆情、投诉举报、检验检测、医疗设备等多方面数据，针对疫情
期间重点关注的价格监管、不正当竞争、野生动物及食品违法行为等进行
重点整治，对各种线索进行统一汇聚、统一分拨，实现应急事件三级联动
。核心功能：任务采集、任务分拨、大数据分析、应急指挥

91
平安风险预警及分析评

价平台

基于大数据分析加强监管风险研判和预测预警，为监管执法系统输出风险
预警信号，逐步实现监管业务的精准化、智慧化。核心功能：风险分析研
判、风险核查处置、风险模型管理、处置效能评估

92
平安智慧行政办公一体

化平台
集合了智能办文、智能会议、智能督办、智能服务的功能。平台突出应用
一体化、安全智能化特色。

93 平安应急沟通协作平台
平台提供应急资源管理统一门户，用来连接人员、资源、设备、业务和相
关单位，汇聚各类情报，上传下达指令，统一通讯，同时提供数字化预
案，资源智能调度，协同指挥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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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在家”平台

平台立足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安全管理、社会突发事件，依托政府面向
市民的政务服务平台官方性和权威性，以此类平台为载体和基础，整合公
共性、本地化服务资源，通过提供公众服务、政府管理两端的服务产品和
工具，解决公众及时获取官方资讯和服务的诉求，提升政府落实采集、申
报、防控、决策等方面的效率，实现公众端、政府端的双向快速、高效联
动。

范汉平
13615016380

95 平安防疫公共服务平台
对接建设防疫公共服务平台，为政府提供疫情统一的信息发布、疫情互动
、政务代办、物资众筹、爱心捐赠、应急救助、科普教育等公益服务能
力，确保各地政府的快速响应和决策。

96 平安智慧村居服务平台

结合2020年生活服务SaaS平台，对接各省/市政务服务平台的政务办事和服
务，实现村居的信息公示、疫情互动、政务办事、生活缴费、网格管理、
农村安防、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等服务能力，同时解决平安银行二级行无
法开点、农村放贷诉求强烈等现象，结合县政府的信用背书，解决农村贷
款难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97
平安社会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

平台围绕企业、群众、社会组织制定运行标准和监管体系，促进本地企业
、群众、社会组织的快速对接、合力联动、众志成城，实现社会资源的公
共调度和管理。
-企业侧：为当地企业提供物资的生产能力直报、爱心订单发布、企业危
机救助等；
-社会组织侧：提供官方公示、志愿者招募、全流程的线上活动管理和监
督（含发起、审批、公示、在线参与、物流跟踪、成效展示）；
-群众侧：提供公众可在线参与、监督的爱心众筹（含支付、物流、发放
、回音等）、人才服务、投诉举报、公众评价等。

98 平安社区公共服务平台
面向街道人员提供社区网格化的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实现楼幢的信息采
集、发布、突发事件上报、政务代办、生活缴费、特殊救助、公益服务/时
间银行、社区互动等社区化的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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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慈善公共服务平台

平台基于区块链技术为政府提供新的慈善管理公共服务模式，利用区块链
技术的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非对称加密等特征以技术方式重构了信任
机制，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善款追踪机制、政府的信息监管机制和对慈善
机构的审计机制实现有效地跟踪，防止善款滥用，解决慈善组织的信息披
露和透明度等问题。

范汉平
13615016380100 平安区域企业服务平台

平台提供企业全景档案、成长通道、专享权益、金融扶持、商机拓展等服
务能力，从而巩固区域内的企业发展根基。

101
平安疫情防控平安出行

一体化平台

平台适用单通道场景，也可通过联网汇聚到疫情防控一体化平台，可基于
人脸图像数据实时接入、智能分析和深度分析研判，与公安、卫健重点异
温人员的人脸库对接，实现重点异温人员统一管控实时预警及跟踪回溯等
功能。

102
北京十六进制科技有限

公司
十六进制课堂教学云服

务平台

平台针对基础教育学校提供与教材同步的在线备课、在线学习、线上学科
作业、在线答疑辅导、针对学生薄弱点的靶向作业等在线教学功能，适用
于学校以及教师目前所迫切需要的在线教学活动。

刘荣达
15600725768

103
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E签宝

产品可实现远程签署合同、制度文件、疫情告知书等，可直接在钉钉上使
用，也可接入到企业内部办公系统中，全程电子化，通过短信链接即可
签署，无需面对面。

饶有英
15759433949

104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精确测温热像仪
采用非接触式测温，在人流大的火车站、机场、汽车站、医院、学校等场
景进行非接触式测温，实现温度异常预警。可广泛适用于医疗测温，实现
实时温度信息传输、精准检测、快速诊断等。

张榕生
13675006532

105
全自动热成像测温筛查

系统

可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实现快速体温筛查，一旦监测到体温超标的目标
就会自动报警并拍照留存，可大面积排查人群中的发热人员，提高疫情防
控效率，大大降低传染风险。全自动热成像测温筛查系统，包含支架、测
温仪、电源、交换机、电脑，客户端软件等产品，一体化交付，到场即可
应用。

10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
友空间

友空间是定位于企业及组织的社交化协同平台，主打“统一入口、协同办
公、社交沟通、业务协同”四大核心价值，利用健康记录、公告、任务、
即时通讯、视频会议、直播等服务，解决企业防疫和协同办公诉求，使企
业可以在多端完成协同管理工作，帮助企业在抗疫情数字化转型时期构建
智慧的数字化工作入口，提高远程办公效率。

李珊
1395033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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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

用友人力云

公有云人力管理平台，即开即用，实施周期短短，无需维护升级。招聘在
线化、视频化，人员入职离职的线上自助化，灵活排班调班，移动考勤签
到、在线远程培训学校和薪资方案多维设置、数据自动获取，保证远程在
线办公情况下，人员出勤与工资计算合理。

李珊
13950330266

108
用友云智通（通信服

务）
为政府、企业、公共组织提供自动的短信、语音通知、语音调研机器人的
通信服务。

109 金服桥

用友金服桥平台是为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而设计的一款基于Daas服务的金
融数据服务产品。该产品从ERP系统出发，从经营数据入手，以企业金融
服务的视角，集成集团内外部数据，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一系列数据
服务、模型服务、嵌入服务，打通金融机构资金与企业融资需求之间的“
梗阻”，为双方搭建一座数据金融服务的桥梁。

110
用友采购云（友云采）

-供应链金融服务

用友采购云平台联合金服桥链接全国各金融机构，一点接入，覆盖全国。
对涉及疫情防控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全程在线操作，
足不出户。同时开辟专属特殊通道，极速审批，为所有企业提供最优选的
金融服务，同时还可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方案，让企业有更多的选择。

111
用友采购云（友云采）

-采购寻源

实现供应商在线协同，目前医疗机构自采、NGO物资需求对接、复工企业
在线寻源、外资企业寻源采购等需求爆发，产品免费提供源发布，人员快
速处理，交易多方支持。

112 财务云
针对全国抗疫和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用友财务云提供申请试用服务，覆盖
全员、实现全线上化的费用报销和业务报账服务。

113 YonSuite
YonSuite是基于云原生架构，为成长型企业提供“营销、制造、采购、财
务、人力、办公、平台”融合一体的云服务。

114 制造云设备服务系统

提供SaaS服务，构建装备制造商、业主、服务商、物流等多方互连互通的
统一平台，通过对现场安装交付、Iot物联服务、运行数据监视、智能诊断
预测、售后服务等全方位的闭环管理及数据沉淀，帮助企业提高服务质
理，提升服务效率。

115
营销云(U会员、友零

售、电商通、U订货）
针对流通零售行业企业，帮助他们在特殊时期如果升级线上营销，灵活改
变经营策略、门店业务在线化等。

116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
金蝶我家云

是一款SaaS物业服务云平台，疫情阶段免费模块：智能疫情助手、访客通
行、社区出入电子凭证、防疫通知公告等。

周玮
1386062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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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福建省电子口岸运营服
务有限公司

口岸人流数据采集分析
与预警系统

该系统实现口岸人流量统计分析、口岸重点人员布控、口岸疫情溯源分析
、口岸缉私伴随分析、口岸黑名单共管功能，为口岸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更
准确、更方便的大数据共享分析及监管手段。

于晴
13506995919

118 货物申报系统

该系统实现企业报关报检一站式服务。企业在“单一窗口”上填写货物申
报数据，系统分别向关检部门发送、申报；实现货物进出口数据进行一次
申报，即可完成报关和报检等流程。货物申报电子化、简化申报手续、加
快货物放行速度，提高通关效率，进口捐赠物资快速通关，随到随放马上
投入使用；减少“漏检、逃检”情况的发生；满足了关检合作“三个一”
的要求。

119 船舶申报系统

该系统的业务申报能够在中国（福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完成全流程、闭
环申报过程。企业通过省平台在船舶申报环节减少录入重复数据，大大的
缩短了船舶申报时间，减少了差错率，通关效率显著提高，使防疫物资能
快速申报。

120 水运舱单申报系统

该系统将单一窗口打造成全省统一的“大通关、大物流、大外贸”的口岸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推动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推行
无纸化作业。同时开展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实现
数据标准化，开展数据分析和应用；建立全省口岸监控指挥和可视化物流
跟踪体系；加强与其他省份单一窗口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闽台“三互
”合作。确保防疫物资有数可查、有人可管。

121 邮件申报系统

该系统实现个人邮递物品申报电子化，满足海关邮政快递和申报个体的监
管需求；邮政企业通过本系统向海关、原检验检疫进行邮件报关单/报检单
申报/舱单申报，并提供税费缴纳信息查询；保障了海外华侨向本地区捐赠
防疫物资的安全性、及时性，同时简化其申报手续，提高通关效率。

122 快件申报系统

该系统使参与国际快件业务的企业能够简单、便捷、快速的实现企业业务
数据与新快件系统的对接，减少逐个企业接入所造成的系统接入成本，并
规范企业业务数据接入标准，按照满足海关、检验检疫监管要求的格式进
行提交申报。大大节约了企业的录入时间，提高了报关报检效率，进一步
促进了进出口物流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减少“漏检、逃检”情况的发生；
使国际快件企业能使防疫物资快速通关入境，有效缓解物资紧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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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福建省电子口岸运营服
务有限公司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系统

该系统包含通关服务平台、海关辅助监管平台。支持一般出口、保税进口
、直购进口业务开展。完成了企业备案、商品备案，单证的审单、查验、
暂扣、缉私、退运、销毁等功能，提供了风险监控、通关参数维护系统功
能。为全省电商企业提供通关、查询、外汇、金融、税务、物流、征信等
服务，打破地方重复建设现状，全省统一建设运维客服，实现与多方数据
交换。帮助电商企业进口防疫物资等生活必须品提供便捷的通道。

于晴
13506995919

124 航空器申报系统

该系统功能主要包含：备案管理、航空器电讯检疫管理、出入境航班管理
、航空器检疫管理、计收费管理、统计与查询、系统管理等。项目的建设
为企业节约了人力和物力成本，大大提高了航空器申报的监管部门审批时
效。帮助相关部门在疫情期间有效监控出入境航班，防止疫情扩散。

125

深圳市四格互联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数字通行证
产品预备以下特色亮点：电子通行证发放效率高、支持人员分群管理、自
定义出行规则、通行记录详情可回溯、扫码放行，杜绝仿冒。

余延锴
13600951568

126
疫情报送与统计系统

（住宅）

为物业企业一线工作人员提供疫情数据的采集与统计，实时生成相应报
表，实现不同项目信息的汇总、分类及查询，减轻一线物业人员工作压
力，减少人群接触机会。

127
疫情管控系统--复工
通行证（园区/写字

楼）

为应对企业复工期间对园区的人员通行管控，全面掌握员工动态，杜绝无
证通行。特色亮点：电子通行证发放效率高、企业信息绑定，防止作假、
通行记录，体温信息可回溯、支持强制通行人员量体温、项目自定义通行
证可设置体温区间、小程序通行证，使用更方便、全程无接触，更安全

128
疫情管控系统--企业
客户疫情填报（园区/

写字楼）

该系统可以帮助园区管理者及运营者对园区入驻企业进行疫情统计工作，
实现不同企业信息的汇总，分类及查询。通过线上化操作，减少一线工作
人员的压力，减少接触机会，规划流程保障有据可依有轨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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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甘肃九州众创科技有限

公司
AI智慧九州疫情防控

登记平台

平台具备以下特点：1、省力：登记人员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手机
号等信息自动保存，无需重复输入，且准确完整。通知及时：可根据数据
分析，通过微信消息自动通知密切接触者，降低潜伏期患者再传染。2、
信息安全：相关管理人员登录账号才能查看信息，避免隐私数据被大量转
发曝光，避免各种骚扰。3、多种形式：系统支持社区管理小区模式、学
校管理班级模式、乡镇管理乡村模式、集团管理公司模式。4、多层级管
理：一个组织机构账号可以创建并管理多个社区，每个社区可以创建并管
理多个小区，每个小区可以多个工作人员管理。上报安全：小区管理员在
上报访客记录的时候，直接点击导出按钮复制链接发送给上级即可，上级
部门点击链接就可以查看并导出数据，避免了数据泄露的风险。5、人员
认证：可在系统中对本小区人员进行认证，系统自动辨别登记者是否为本
小区人员。

李靖
15294317180

130
厦门智瓴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福州农先生分公司

乡村管家平台
实现面向基层组织提供：线上健康登记、居家隔离报告、小区电子通行证
、疫情防控资讯触达、线上预定基地宅配等信息技术功能服务。

李力
13338421870

131 可视化智瓴工作站
可视化智瓴工作站结合社区实际疫情防控需要，提供宣传教育平台、供给
服务平台、应急保障调度平台：提供警报响应、疫情宣传，通过智瓴可视
化平台实现县（区）、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控联播。

132
厦门睿科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倍安防控
（疫情防控追踪系统）

面向产业园区、企业及职工或学校教职工及学生的健康情况汇总及追踪疫
情防控管理系统，迅速满足国家和地方根据疫情形势不断调整的管理工作
要求，安全、高效、便捷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支持独立部署或软件即服
务（SaaS）两种方式。 詹炜鑫

13656039311

133
倍安水务

水费管理系统

面向乡镇供水企业提供手机抄表或远程自动抄表，透过水厂自主微信公众
平台、生活缴费、银行掌银等多样化的线上渠道，提供水费查询、缴交、
停水通知和催缴等便民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收费效率、降低工作强度。

134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瞩目云视频会议

为政府机构疫情指挥、医疗机构远程会诊、教育机构线上授课、企业单位
在家办公提供服务保障。每个“瞩目视频会议”最大可支持3000-10000并
发方同时在线，能够极大程度的满足线上办公需求，解决卡顿，掉线等难
题，提供有效，可靠的服务保障。（目前提供免费账号100份）

丁启全
1866480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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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深圳蜂巢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

蜂巢工业诊断云

为制造企业提供基于全价值全业务流程的线上诊断云服务，从精益研发、
精益生产、精益供应链、自动化能力、信息化水平等八大科目入手，通过
价值流分析，识别企业制造全过程的体系差距，分析根源，给出改善建
议，提升产能，降低成本，可助力企业在复工复产之后快速提高产能。

宋记准
15918723223

136 蜂巢制造云技术资源库
拥有40万+海量技术资源，为制造企业技术工程师提供在线研发设计资源
实时查阅及下载，助力制造企业工程师随时随地开展工作。

137
蜂巢设备维护管理解决

方案

为制造企业针对设备及资产全生命周期提供维修排班和备品备件管理，有
效减少设备维修人员与一线操作员、备品备件管理人员、设备管理调度人
员之间的近距离接触，降低制造企业复工后可能存在的疫情传播风险，助
力疫情管控。

138

上海潜利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防疫物资区块链溯源系
统

应用场景：在本次应对疫情各项工作中，防疫物资的合格情况、来源情况
、物流运输情况、投放应用情况成为国家和医疗机构最为关注的情况之
一，并一度成为舆论焦点事件。本项目主要实现防疫物质的防伪、防窜货
、溯源等功能。

张会超
18930600167139

临床药品区块链溯源系
统

应用场景：可用于防疫药品的研发、运输、用药过程的区块链溯源系统。
该系统是潜利公司根据国际药品公司---拜耳公司的临床药品实际研发、
运输、用药流程研发，目前已在拜耳全球公司试用。药品研发包装--->运
输--->用药全部过程数据采用区块链存储，潜利公司研发的智能温度记录
硬件全程和临床药品一起记录药品运输过程中温度信息。潜利公司拥有该
套临床药品溯源系统的完全知识产权。

140 企业复工智能监测平台
应用场景：潜利公司研发的企业复工智能监测平台可帮助辖区政府职能部
门及时准确掌握辖区企业复工状况及工人健康动态，为辖区智能部门监控
监测提供数据依据，同时提供线上办公功能提升职能部门办公时效。

141

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
司（福建办事处）

好视通云会议系统
通过“云视频应急指挥系统”快速搭建实现本区域、跨区域、跨部门的远
程疫情防控指挥，并可将一线防控人员、车辆、监控等资源纳入应急指挥
体系，实现对疫情事件的快速上报、统一部署、迅速处置和联合行动。

金焕
18610913850

142 好视通远程医疗系统

各级卫健委、医疗机构可通过好视通“云视频会议系统”实现远程问诊、
远程会诊、远程查房、远程影像诊断、远程急救、隔离病人远程探视等多
种远程医疗场景，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多隔离、少接触的需求，保障医护工
作者和病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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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深圳银澎云计算有限公

司（福建办事处）
好视通远程互动课堂系

统

响应“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通过远程互动课堂系统，广大师生足
不出户，在家里通过电脑、手机等个人设备，即可开展远程互动课堂、直
播课堂，支持课件共享、白板协同教学，并且支持上课视频录制，便于课
后点播回溯。

金焕
1861091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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