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管理类软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或解决方案

名称 
功能及费用情况（不超过 150 字） 网络地址及技术支持电话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 

企业复产复工疫

情防控管理解决

方案 

华为服务于全球 170+国家运营商、政企、消费者，疫情期

间如何保障客户业务连续性，保障公司 19万+员工的安

全。基于公司自身疫情管理实践，通过数字化技术服务助

力园区安全高效管理，现归纳总结出企业复产复工疫情防

控的华为云服务方案开放共享给全国企业，适用于中大型

企业。包括疫情监测（体温监测、风险员工入园告警，园

区内口罩监测，关键岗位离岗监测，公共区域聚集监测）、

员工健康打卡、远程办公等。公司联合更多生态伙伴开放

云上共抗疫情同克时坚的政企复产复工应用，详见华为云

官网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fightvirus/ 

备注：体温监测硬件客户自行采购或华为云上商城选购 

https://marketplace.huaweic

loud.com/contents/607fb9e7-

a9f6-413c-856a-f46dfed8f5d1 

 

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 

18994004258 

郭英浩 13605313556 

2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

青岛创新

中心 

基于物联网的重

要防疫物资生产

透明化及资源调

度方案 

该方案通过构建一个集成西门子离散设备物联网数据采集

与边缘计算能力以及西门子数据中台技术的物联网赋能平

台，可实时采集防疫物质制造设备的状态，故障频次，有

效开动时间，有效作业次数等基础数据，通过西门子数据

中台技术进行数据清洗，数据分析，数据融合，实现监控

防疫物质制造制造设备的每日产能，库存信息，设备利用

率等关键 KPI的实时监控与预警，同时应用数据中台的算

法模型，对监控设备的健康状态，产能趋势可以进行预测

性分析，以指导防疫物质生产单位进行优化资源配置与产

能规划，提升防疫物质生产设备的产能及整体设备利用

率。 

18910872091 李挺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contents/607fb9e7-a9f6-413c-856a-f46dfed8f5d1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2018994004258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contents/607fb9e7-a9f6-413c-856a-f46dfed8f5d1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2018994004258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contents/607fb9e7-a9f6-413c-856a-f46dfed8f5d1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2018994004258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contents/607fb9e7-a9f6-413c-856a-f46dfed8f5d1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2018994004258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contents/607fb9e7-a9f6-413c-856a-f46dfed8f5d1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2018994004258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contents/607fb9e7-a9f6-413c-856a-f46dfed8f5d1中大型企业技术支持：刘上忠%2018994004258


3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

青岛创新

中心 

基于西门子数字

孪生技术的疫情

防控解决方案 

基于西门子数字孪生技术的疫情防控解决方案是一个针对

医院感染病管理和防控需求，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数据中台，数字双胞胎仿真模拟等技术打造的

一体化疫情防控系统。该系统结合人工智能，数字双胞胎

建模仿真，知识图谱等技术，提供智慧预检分诊、导诊、

门诊排程与资源调度、疫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等功能，帮助

医院在有限的资源下安全、稳定、高效的完成各项疫情防

控工作。 

18910872091 李挺 

4 

北京金山

云网络技

术有限公

司 

金山云 AI防疫

检测系统 

金山云 AI 防疫检测方案采用红外热成像测温技术、口罩检

测识别技术、人脸识别和跟踪技术、融合人脸和人体（Re-

ID）技术，包含口罩穿戴检测和非接触式测温两大功能，

可实现同时对多人进行体温检测，并对异常体温人员采用

弹框报警，且可实现±0.3℃人体测温精度，满足疫情防控

初步筛选疑似患者标准，提高体温筛查效率，同时能够保

障正常的通行速度，保障企业安全复工。疫情期间免费使

用。 

马先德 18811735703 张大勇 15553121151 

5 

北京金山

云网络技

术有限公

司 

疫情信息上报系

统 

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帮助政府及各企事业单位共抗疫

情防控工作，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疫情防控数据采集

及分析管控，对突发情况、疑似接触做到全方位摸排，实

现疫情全掌握。1、通过系统实现企业复工信息、外来人员

信息、医疗机构信息、社区人员信息的快速采集与上报，

减轻基层统计人员工作效率，提升实时性及准确性要求。

2、实现企业员工与街道、社区、医疗机构多部门之间的业

务协同，密切监测并实时预警企业的员工健康情况。疫情

期间免费使用。 

马先德 18811735703 张大勇 15553121151 



6 

北京致远

互联软件

股份有限

公司 

Formtalk大数据

采集云 

一、     企业防疫上报管理（健康数据上报、返工情况上

报、延期返工申请、在家办公申请）二、学生防疫上报管

理（健康数据采集、假期出行统计、返校时间统计）三、

社区防疫上报管理（健康数据采集、疫情线索上报返乡信

息采集、每日消毒信息采集）四、医疗公益防疫上报管理

（抗疫志愿者报名、医疗物质发放申请、抗疫工作日志、

抗疫人员体温检测） 

霍胜玉 18661750377 刘婷 13854260707 

7 

德州网安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壁垒卫士 

壁垒卫士是一款针对疫情期间社区及单位记录出入的访客

小程序，可方便社区及单位管理所辖人员出入情况，可自

动生成进出门二维码，可记录所有人实际情况，出入轨

迹，还可控制出入次数，管理后台可导出 execl表格，操

作简单，实用性高，安全性强，软件使用全免费。 

网络地址：wx.soudezhou.com 

www.sdptcm.cn 技术支持电话 

13605348955 15315817031 

张士彦 13305334715 

8 

东营市腾

云创新产

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 

网格管理系统

（基础版） 

1.落实网格长责任制：以各个街道、社区、小区为基础，

细化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指定网格长，负责该区域的人

员以及疫情信息搜集以及日常巡查。2.疫情动态跟踪：所

有网格在地图上将根据疫情等级，分别按照红、橙、蓝、

绿进行标记。每个网格均按照实际地理位置进行标记。同

时通过该系统，能够快速掌握辖区内隔离、疑似、确诊、

死亡、治愈病例数量。  3.人、车、物管控：了解网格内

车辆、人员是否及时有效管控。4.隔离人员追踪：将武汉

和湖北返乡人员、亲密接触人员 、省外非武汉人员、接触

隔离人员按照不同颜色，在网格化地图上精准标注，精确

到社区，网格长。5.隔离人员信息筛查：建立被隔离人员

基本信息库，包含身份信息、联系方式、返乡历史、交通

出行信息、体检信息、临床症状等。6.密切接触人员追

踪：建立密切接触人员（同事、家人、同车人、医护人

员、防控人员等）基本信息库，通过一张表，建立一张

网。7.免费试用 10天，远程部署。 

基础版浏览地址：

http://grid.hk.eiok.net/后

台数据管理地址：

http://grid.hk.eiok.net/man

age账户：test密码：

abc123456 

谭坤 15922860560 

http://www.sdptcm.cn/
http://www.sdptcm.cn/
http://www.sdptcm.cn/


9 

东营致远

方略软件

有限公司 

防疫管理上报系

统 

防疫上报管理系统，基于云计算的模式部署，企业即开即

用，包含员工健康的日报，员工出行情况，返工情况，延

期返工申请，在家办公申请，数据流程，实现大数据管

理，呈现数据驾驶舱。 

网址地址：

https://pro.formtalk.net 技

术支持：13306473333 

张向远 13306473333 

10 

哈工大机

器人（山

东）智能

装备研究

院 

红外人体测温设

备 

该设备主要实现非接触式人体测温，应用于车站、医院、

工厂、学校、商场、写字楼等场景。主要特点：1.人员体

温非接触式快速检测 2.异常体温预警 3.可实现自动补偿测

温结果，测温精度高 4.可设定探测区域，支持点、线、框

测温 5.支持与第三方平台对接，提供人脸照片和人体温度

6. 实现快速布控、临时布控。单台设备售价根据机芯型号

不同，价格 6-8万不等，目前市场需求量大。 

褚博 15063380921 李玲 15764167999 

11 
汇链科技

有限公司 

防疫物资物流匹

配平台 

危品汇平台业务覆盖全国 27省、300多地市，拥有通达国

内外的庞大物流网络，是一家具有“天网+地网+信息网”

三网合一、可覆盖危化物流行业的综合服务商。平台专设

“防疫救灾”板块，为防疫救灾物资提供便利的供需匹

配，供需双方按照双方谈判约定价格执行合约。平台作为

第三方服务商，不收取任何信息发布和服务费用。 

网络地址：

https://www.51wph.com 技术

支持：400-803-6377 

赵师师 13854680839 

12 

济南爱维

互联网有

限公司 

爱维宝贝 

“疫情日报”是爱维宝贝在国家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特

别突击研发的应对各地幼儿园健康信息采集的功能，可有

效减轻园长教师工作量、提高幼儿健康信息采集效率。该

功能具有以下技术优势与特色：1、灵活的内容发布机制。

该功能支持各幼儿园自行发布在园幼儿的健康信息采集任

务，同样也可由爱维平台统一发布面向全部或部分家长的

幼儿健康信息采集任务。2、灵活的内容发布管控机制。如

果园所无需该服务，可根据园所需求关闭面向该园所的内

容发布通道；也可根据地方教育部门要求，对该地区强制

发布幼儿健康信息采集任务。3、多样化的信息提交形式。

家长在手机端可同时提交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

对孩子的健康信息进行全方位上报。4、全面详实的信息统

计。按地区或园所自动化统计幼儿健康信息数据，可针对

各地教育部门以及园所生成不同层级的数据统计报表，同

样支持园长在手机端实时查看本园所的幼儿健康信息提交

0531-68621521；

www.aiwei365.com 
陈荣；13645316556 

https://pro.formtalk.net/
https://pro.formtalk.net/
https://pro.formtalk.net/
https://www.51wph.com/
https://www.51wph.com/
https://www.51wph.com/


的情况。 

13 

平安国际

智慧城市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战疫通 

“战疫通”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平台帮助政府做好企业复工

复产和疫情防控双保障；疫情防控招商引资系统助力政府

精准及时掌握当前招商整体态势。实现快速企业完成复工

申请，政府掌握复工情况，实现精准招商，助力招商政策

优化。 

 贾俊杰 18640367788 

14 

济南东之

林智能软

件有限公

司 

非接触快速体温

筛查监测管理系

统 

功能：采用高性能红外监测技术进行非接触遥感测温，可

对接市防疫管理系统、高温自动预警、预警信息自动推送

等，具有热成像质量高、测温精度高、速度快、使用安全

等特点。费用：5万-10万 

www.jndzl.com 0531-86515525 王秀亮 13793151792 

15 

济南格利

特科技有

限公司 

新冠疫情防控管

理方案 

通过专用设备自动采集个人信息、体温数据、活动轨迹

等，并将数据自动上传至云平台，实现数据信息化、无纸

化，可追溯管理，用于疫情网格化管理。 

www.grt3000.com 13335163581 杨洪民 13335163581 

16 

济南慧天

云海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跨网数据安全交

换平台 

功能：系统由前置系统和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组成，

通过文件交换、数据库同步、接口访问等形式实现多个疫

情防控单位网络之间跨网数据联通与业务互通。 为政府和

疫情防控部门提供统一的业务协调和信息共享。费用：疫

情期间免费 

技术支持电话 13256650776 金明林 13256650776 

http://www.jndzl.com/
http://www.grt3000.com/


17 

济南慧天

云海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安全隔离与信息

交换系统 

功能：系统采用“2+1”架构，在保障两端接入网络断开连

接的同时建立有限的业务通讯，在疫情防控方面主要为医

院提供接入卫健委专线链路，在确保卫健委和各医院网络

各自独立的同时，为两端提供必要的业务互通，为卫健委

和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通信通道。费用：疫情期间免

费 

技术支持电话 13256650776 金明林 13256650776 

18 

济南京东

云齐鲁云

计算有限

公司 

应急资源信息发

布平台 

基于京东智能供应链技术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通过整合应急物资的供需信息，搭建服务平台，解

决应急物资的信息匹配和调度管理，实现信息高效聚合匹

配，助力应急物资顺利进入“战役”。平台疫情期间免费。 

https://aibd-

h5.jdcloud.com/pages/public

Index/publicIndex；400-615-

1212 

李晓萌；

18953197965 

19 

济南先行

数字城市

科技有限

公司 

防疫防控管理信

息上报系统 

通过扫描身份证、录入体温、地理定位、轨迹追踪、一键

上报等功能，实现对家庭、物业、村庄、企业、车站、机

场场所对常驻人员和流动人员体温等信息收集并形成分析

报告。具有录入简单，填写方便，一次注册，全平台读取

等优势，解决了人员体温收集难、数据汇总难、信息分析

难、轨迹回查难等问题，可有效助力疫情防控与检测。 

技术支持电话：牛志彬 

18953139491 
李峰 13335138897 

20 

济南中维

世纪科技

有限公司 

测温人脸识别出

入口控制系统

(①测温人脸识

别一体机②摆

闸、翼闸) 

1、测温人脸识别一体机+道闸组成出入口人行通道管理；

2、双目活体人脸识别检测，刷脸识别；3、红外体表温度

检测，温度达标范围通过，不达到发出警报，温度实时显

示、语音播报；4、人员+体温信息日志记录；5、检测人员

是否戴口罩，未带口罩检测报警、语音提示；6、道闸参数

304不锈钢机箱、单边通行宽度≤370、1200*200*1000、

闸机驱动板、漏电开关装置、断电自动打开装置；目前研

发中，预计三月初上市。 

www.jovision.com 400-

6889888 

王洁 15165159520 

https://aibd-h5.jdcloud.com/pages/publicIndex/publicIndex
https://aibd-h5.jdcloud.com/pages/publicIndex/publicIndex
https://aibd-h5.jdcloud.com/pages/publicIndex/publicIndex
https://aibd-h5.jdcloud.com/pages/publicIndex/publicIndex
http://www.jovision.com/
http://www.jovision.com/


21 

聊城京东

云智刻云

计算有限

公司 

应急资源信息发

布平台 

智能疫情助手 

基于京东智能供应链技术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通过整合应急物资的供需信息，搭建服务平台，解

决应急物资的信息匹配和调度管理，实现信息高效聚合匹

配，助力应急物资顺利进入“战役”。截至目前，平台注册

认证数近 6000家，已成功撮合防疫物资对接 197例，各类

防护口罩 27824900只，防护眼镜 39800 只，消毒试剂

22290瓶、消毒粉 1000吨，体温监测 14030 个，红外线测

温仪 6100 台，防护服 107460套，防护手套 277500副等。

完成与工信部国家级平台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平台疫情

期间免费。 

智能疫情助手是京东围绕新冠肺炎打造的疫情咨询智能机

器人，可提供 7*24小时在线问诊，能够解答疫情咨询、排

查疫情信息，在疫情期间为政府、医疗机构、公益组织等

提供有温度的智能情感服务，减轻疫情困扰，排查疫情信

息并做统计、分析与处理等工作。目前 37 个城市已上线，

接入入口 132个，已上线爱山东 APP、闪电新闻、天下泉

城、大同政府官网、滨州网 APP及公众号、宿迁 12345市

长热线、天津网信河西公众号、鹤壁新闻网、阳信公众号

等，上线总量 100余个。平台疫情期间免费。 

网络地址：https://aibd-

h5.jdcloud.com/pages/public

Index/publicIndex 支持热线：

400-615-1212 

https://jimi3-

chat.jd.com/bot?venderId=15

80105810803&entry=lcjbscm 

刁振中 18963552606 

22 

聊城京东

云智刻云

计算有限

公司 

家庭医生 

远程家庭医生提供全天侯服务，30秒接通，全科医生视频

问诊，疫情期间，向公众免费提供 24小时问诊服务；在线

辅助疑似病人筛查减低医院工作量，避免交叉感染，打造

疫情战线的第一道防火墙。目前 10个城市已上线：滨州、

衡水、乐清、滁州、鹤壁、仙游、蚌埠、西安、南京、宿

迁，已注册家庭数 2149户。疫情期间免费为每户新注册家

庭（不多于 6人）提供在线咨询服务。 

https://iot-ncov-online-

clinic.jd.com/index.do?from

=LIAOCHENG&ss=1 

刁振中 1783683424 



23 

聊城京东

云智刻云

计算有限

公司 

AIOC舆情及疫情

监测 

智能园区 

通过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共享、互动互用，展示本地

疫情及物资总体状况，辅助网格化防疫，为民众提供就医

导引，调配防疫物资和医疗资源，助力精准防疫。目前已

在天津、沈抚、鹤壁、滨州、济南、怀化、大同等 25个城

市完成上线，实现本地疫情数据 15分钟自动更新，帮助政

府领导实时掌握疫情动态，助力精准决策和资源调配。疫

情期间软件免费，硬件收费 

以物联网平台、AI算法为基础，对现有的热成像摄像头进

行赋能，利用热成像技术进行体温检测，及时预警筛查；

通过人脸识别辅助身份核实和访客在线管理；运用管理系

统实现记录防疫、人员排班及故障报修，减少接触频次，

提高疫情监测效率。适用于工业园区、政府部门、社区、

车站等人流集聚区域。目前已与 18个城市达成合作协议，

2月 10日完成首批 7个城市部署（济南、天津、南通、合

肥、乐清、福清、常州）。疫情期间软件免费，硬件收费 

 刁振中 1783683427 

24 

聊城浪潮

电子信息

有限公司 

浪潮云+易登记 

伴随复工模式开启，为企业、工业园区等提供人员出入的

“零接触”线上信息登记，能够弥补人工登记的弊端，全

程零接触，无外设、申请即用、简单易行。实现智能识别

身份证件，自动填写身份证号、姓名、正常体温、进入时

间等基本信息。针对体温异常人群，系统还可记录联系方

式、工作单位、接触史等信息，便于事后追踪。是(6月 30

日前免费) 

https://m.cloud.inspur.com/

easy-registration/ 
宁中为 13563508655 

25 
齐鲁理工

学院 

“疫”查快捷统

计系统 

本系统旨在为管理人员提供方便，面向大众。使用方便，

操作简便，适合各个年龄阶段，适合各个文化阶层，可根

据需求设定统计内容，通过权限分配方便管理人员对员工

（学生）进行信息的采集，（如：体温、住址等）。适用于

各种条件下的信息采集，试用阶段运行稳定。可免费使用

（需企业自行提供服务器） 

https://www.fuchuangwangluo

.cn/#/login17560304529 

18769851025 

田凤 18954515626 

https://www.fuchuangwangluo.cn/#/login17560304529 18769851025
https://www.fuchuangwangluo.cn/#/login17560304529 18769851025
https://www.fuchuangwangluo.cn/#/login17560304529 18769851025


26 

人民中科

（济南）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人脸测温防疫系

统 

医用级精准测温，温度测量范围 30-45（℃）精度±0.3 

（℃）；戴口罩识别，自动登记、记录信息，避免人工操

作，提高效率和减少遗漏信息；人员无感快速通过，避免

交叉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人员记录可以追溯，可用于再次

查找人员。18000元/台 

13910135631 解紫琀 18601071215 

27 

山大地纬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区块链疫情防控

平台 

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运行支撑环境，由疫情防控

大数据存储、信息采集直报与分析云应用、移动端微信小

程序、互联网 Web 应用系统四大部分组成。可以服务企

业，进行员工（健康）信息采集、企业内部资讯传递、企

业疫情防控，保障企业生产秩序，传递企业价值和实时防

控咨资讯。免费 

www.dareway.com.cn；

58520033 

刘萌；13969184888 

28 

山大地纬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疫情信息智能协

同管控系统 

依托山大地纬区块链可信服务平台和智能协同管控平台，

系统包括报表上报统计、趋势分析、疫情通知、防疫物资

分配等模块以及十几个具体事项；汇聚了留观情况、拦查

情况、摸排情况、湖北来济人员情况、发热门诊就诊情

况、密切接触者情况及企业复工情况等全维度防疫数据。

免费 

www.dareway.com.cn；

58520033 

刘萌；13969184888 

29 

山大地纬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医保“不见面”

智能服务系统 

系统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依托

电脑、手机、自主终端等多种渠道，实现业务办理、结算

支付、信息上报全部网上办、掌上办，提供“不见面”服

务，从而减少疫病传播渠道，降低感染风险，并能够及时

掌握单位人员健康信息，上报有关部门，助力疫情防控工

作。限时优惠 

www.dareway.com.cn；

58520033 

刘萌；13969184888 

30 

山东爱特

云翔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红外热成像在线

测温系统 

系统有效筛查疑似高热人员，进出人员无需停留，就可实

现远距离、多人同时测温。一旦进入人员体温异常，系统

会自动发出体温超标警示，相关工作人员将立即示意该人

员暂停进入，并对其进行二次手持设备检测和问询，视情

况按应急方案处置，尽可能减少对公众的干扰，提高通行

效率，既极大地改善了办事体验。软件免费。 

 孙新波 13011629913 

http://www.dareway.com.cn/
http://www.dareway.com.cn/
http://www.dareway.com.cn/
http://www.dareway.com.cn/
http://www.dareway.com.cn/
http://www.dareway.com.cn/


31 

山东百仕

达地标产

业有限公

司 

大数据分析预警

系统 

通过整合分析外来人员登记信息、密切接触人员、企业复

工信息、学生信息、教师信息等信息，建立疫情监控一张

图，实时了解社区、村居、企业等场所外来人员分布、发

烧人员分布等信息，全面直观监测全市防疫情况，为疫情

防控部门工作提供决策辅助支持。 

疫情监控 刘宗林 18805340893 

32 

山东忱工

云智能科

技有限公

司 

区域疫情大屏指

挥平台 

企业防疫管控平

台 

社区防疫云平台 

区域疫情指挥大屏系统，帮助政府防疫部门管理区域内外

来反工人员，控制病毒传播；各社区防疫工作以及实时监

控疫情情况。及时掌握疫情信息，提高区域内的疫情防

护。否 

企业防疫管控平台，为内部疫情通报展示系统。能够迅速

搭建，方便企业/事业单位多维度快速掌握单位内部工作人

员疫情动态，对突发事件及时响应，扎实做好单位疫情防

控工作。否 

社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是防疫工作重点监控区域。本监

控指挥系统针对社区防疫物资（口罩）和居家隔离 14天人

数做数据统计，社区管理者每日最新数据，有效管理分派

到社区的防疫物资和社区的居家人员。否 

无 卜吉成 15900949993 

33 

山东忱工

云智能科

技有限公

司 

移动筒机/安检

门型测温方案 

通过部署热成像人体测温移动筒机/安检门设备和后台管理

软件，实现无接触式体温异常筛查和预警，将异常体温人

员发给执勤人员，实现异温人员身份信息、出行信息、密

切接触人员的个信息登记和上报。否 

无 卜吉成 1278919191 

34 

山东忱工

云智能科

技有限公

司 

智能外呼平台； 

防疫志愿者保险 

疫情电话调研、电话通知、剧名防控知道，在线触达目标

人群，提升政府疫情防控响应速度和效率，对后续政府宏

观防控提供数据决策支持。否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我们秉承着“尊重生命、关爱生

命、礼赞生命”的理念，将保险责任扩展至因感染新冠状

病毒引起的身故及伤残。否 

无 卜吉成 1278919193 



35 

山东观海

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 

基于 5G和 IOT

技术的社区居家

隔离解决方案 

功能：采用基于窄带 5G的 NB-IoT技术，配合电子门磁及

IoT平台，实现居家隔离的实时监控报警。通过安装在隔

离对象入户门上的 NB电子门磁，实时检测出门状态，一旦

发现开门异常，IoT平台即可收到报警信息和位置信息，

从而方便相关管理人员实时进行处理。该方案易于部署和

重复利用，通过状态监测而非视频监控，亦可以有效的保

证隔离对象的隐私。费用：疫情期间软件免费，硬件采购

付费 

www.guanhaidata.com 

18641183573 

邱明凯 15140354269 

36 

山东观海

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 

健康云 

功能：依托于家庭医生、分级诊疗政策，集就诊、医患沟

通、医生交流、视频问诊、双向就诊为一体的一站式就诊

工具。健康云是将近年来 IT行业主流的云计算、云储存、

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与可穿戴设备、健康管理等先进

理念结合起来，依托云数据中心强大的计算与存储、分析

能力，为用户提供运动、健康、睡眠、饮食等建议和报

告，满足人们主动进行健康和运动管理的需求，并通过社

交网络中的各种激励形式增加参与人群的粘度，引导和帮

助用户树立健康、积极的运动及生活理念。费用：疫情期

间软件免费，硬件采购付费 

www.guanhaidata.com 

18641183573 

邱明凯 15140354269 

37 

山东汇佳

软件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卫生防疫数

据监测系统 

平台对企业疫情进行全方位、精准化、无缝隙监管，着力

解决疫情上报繁琐，收集疫情信息耗时长的难题，为疫情

防控和决策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系统。系统从企

业员工复工前、复工时、复工后对企业员工进行全面的卫

生防疫监管，利用微信小程序对全体员工进行全面的实时

定位的卫生防疫监管，做到简单实用、方便快捷、管理到

位、处置有序。费用为 9.8万元/套。 

李女士 4000268098 傅女士 0546-8088098 

38 

山东汇佳

软件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复工复产服

务平台 

通过平台实现政府管理部门与复工企业的精准对接，规范

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助力“一企一策”复工复产。

充分体现“不用见面，一次办好”的高效率，为企业复工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建设内容包括：企业信息上报、复工

资料模板下载、复工资料上报、复工复产核查、复工在线

审批、数据分析汇总、政府部门管理等功能。费用为 9.8

万元/套。 

http://47.104.203.230:6119/

badj/loginController.do?log

in 李女士 4000268098 

傅女士 0546-8088098 

http://www.guanhaidata.com/
http://www.guanhaidata.com/
http://www.guanhaidata.com/
http://www.guanhaidata.com/
http://47.104.203.230:6119/badj/loginController.do?login
http://47.104.203.230:6119/badj/loginController.do?login
http://47.104.203.230:6119/badj/loginController.do?login


39 

山东金桥

网络技术

有限责任

公司 

信大捷安企业复

工复产备案审核

监督系统 

功能:“企业复工复产备案审核监督系统“解决方案，可帮

助各级主管单位对企业申请按照行业智能分派/将企业的各

类数据进行聚合分析/可视化呈现辅助领导统筹决策/实时

监测”企业复工趋势“、”在岗人员趋势“、”每日用工重

点关注人员趋势“、”办事处/行业复工企业排行“等细粒

度指标。费用：云平台部署，客户端每个点 260元。 

网络地址：

http://www.safecenter.com/ 

技术支持：400-888-7801 

肖宝华 15269139988 

40 

山东九源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九源疫情报告系

统 v3 

在新型冠状病毒防范下，我们基于 BPM开发平台开发了一

套疫情报告系统，帮助企业复工后从源头上严格控制传染

风险，备案员工的当前健康状况、个人行程记录，并需要

监控员工的每日健康情况，方便企业进行监控和统计；同

时在该平台上可实现企业日常运营系统办公流程管理与控

制，支持企业远程办公、异地协同。此产品免费赠送。 

18596261855 张永泉 13365340187 

41 

山东卡尔

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职工测温、异常

体温筛查预警系

统 

终端测温设备有手持额温枪、红外热成像仪、测温门等多

种解决方案，测温设备通过 RFID、无线网络等方式连接云

服务器，测温数据实时上传，服务器记录数据并与近几日

数据进行比对，有效筛查异常体温数据、体温异常波动等

情况。对体温高危人群，测温终端与服务器端实时报警，

管理人员可及时掌控异常状况，助力企业排除安全隐患，

安心复工。 

0631-5627785 戚辰 13153305503 

42 

山东卡尔

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进出人员防疫信

息管理系统 

针对现阶段工厂、村居、社区进出管理定制开发数字化管

控系统，对于内部人员和已备案人员进行身份信息录入后

可长期受益，防控现场可采用手机 APP或专用平板管理，

采集身份证、人脸、指纹等身份信息，自动上传云平台进

行交叉比对，可拓展联动门禁、道闸，有序管理外来人员

和车辆的进出。云端服务器对出入信息实时记录，必要时

可快速查阅特定时间的出入信息。 

0631-5627785 戚辰 13153305503 

43 

山东科苑

校企合作

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人员流动全视网

络化管理平台 

通过实名制认证、人脸识别及实时体温检测功能对人员流

动进行管理。系统可显示人员离开及进入目的地的实时情

况，整个过程实现全视网络化管理。后台可根据上报情况

进行汇总，检查人员出入情况，减轻政府和疫情防控部门

压力，提高防控管理水平及应急能力，加大治理力度。软

件疫情期间免费开放使用。 

http://120.76.202.186:2707

；18663188439 

王萌 13792716561 

http://120.76.202.186:2707/
http://120.76.202.186:2707/


44 

山东蓝狐

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疫情防疫复工人

员管理系统 

扫码进门：全程无接触交叉感染，提高效率，方便统计各

单位复工人员情况。后台可统计复工企业每天进入人员数

量，总体复工人数等信息。适用于各大创业园区，写字楼

等集中办公地点，提高效率，避免接触。免费提供 

https://www.wenjuan.com/s/f

QzMNvQ/刘平，15253924343 

刘平 15253924343

（微信同号） 

45 

山东朗恒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非接触式防疫登

记管控系统 

使用对象：防疫指挥部成员、公安、居民。系统以镇街为

源头进行部署、逐级授权，调查员发布本区域的二维码和

手机号，对住户进行网上登记、周边疑似病例提交，异常

信息推送小区级以上人员进行处置，并填写工作情况，进

行处置。阅读水印及操作审计，可对信息泄露追溯。 

微信公众号“百脉泉畔”，可快

速接入各地区公众号平台部署

0531-83600001 

张宪锋 13156125888 

46 

山东朗恒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企业防疫管控系

统 

使用对象：防疫指挥部成员、公安、企业。系统以企业法

人、管理人为调查员，员工扫描企业二维码登记信息，相

应管理人员可对登记的信息进行分析、统计，对疑似病例

进行实时跟踪、处置。阅读水印及操作审计，可对信息泄

露追溯。 

微信公众号“百脉泉畔”，可快

速接入各地区公众号平台部署

0531-83600001 

张宪锋 13156125888 

47 

山东朗恒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通行证系统 

使用对象：防疫指挥部成员、公安、小区、村居、单位、

人员、车辆。在系统登记相关信息、上传证件照片、车辆

信息，可在各出入检查口扫描对应的二维码，检查员手机

出现脱敏后的信息进行审核。相应管理人员可查看、分析

所对应辖区的数据。阅读水印及操作审计，可对信息泄露

追溯。 

微信公众号“百脉泉畔”，可快

速接入各地区公众号平台部署

0531-83600001 

张宪锋 13156125888 

48 

山东龙威

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

司 

龙智造防疫信息

共享平台 

提供疫情动态、防护用品生产工厂、医院耗材、物流运输

等信息资源查询，免费需求发布、供需对接平台。防疫期

间免费。 

https://www.lzzcloud.com/mo

bile/sell.php 

张铁城 13256197000 

49 

山东龙威

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

司 

龙智造防护用品

生产企业查询平

台 

线上整合 1000余家防护用品生产企业资源信息，提供在线

医用口罩、防护服、面罩、医用酒精等企业信息资源对接

服务查询。防疫期间免费。 

https://www.lzzcloud.com/mo

bile/companylist.php 

张铁城 13256197000 

50 

山东鲁成

智能工程

有限公司 

测温人脸识别出

入口控制系统 

独立人脸&人证门禁鉴权.   集成第三方热成像摄像头+黑

体组合测温，测温速度快，精度高，支持多人筛选、抓

拍，实时上传温度和抓拍记录，同时自动统计数据，产生

数据报表。在疫情期间，目前软件免费，只收取硬件费用 

https://www.kdzl.cn/wearedo

/CustomerVisit.html；

18678862266 

李文韬 18678862266 

https://www.wenjuan.com/s/fQzMNvQ/
https://www.wenjuan.com/s/fQzMNvQ/
https://www.lzzcloud.com/mobile/sell.php
https://www.lzzcloud.com/mobile/sell.php
https://www.lzzcloud.com/mobile/companylist.php
https://www.lzzcloud.com/mobile/companylist.php
https://www.kdzl.cn/wearedo/CustomerVisit.html
https://www.kdzl.cn/wearedo/CustomerVisit.html
https://www.kdzl.cn/wearedo/CustomerVisit.html


51 

山东美邻

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美邻智慧社区管

理平台 

针对小区人员（流动人口）、物业、安防、疫防（测体

温）、投诉等大数据智慧管理平台系统 

http://wuye.sdmeilin.net 

0633-8788816（801） 0633-

8788616（801） 

17686339801 

52 

山东美邻

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美邻宝智能门禁

系统 

提供基于美邻智慧社区平台上的小区门口或单元门口的门

禁智能管理功能（人脸识别、测温、二维码、蓝牙等） 

http://www.sdmeilin.net 

0633-8788816（801） 0633-

8788616（801） 

17686339823 0633-

8788816(801) 

53 

山东美邻

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美邻宝智能车牌

识别摄像头 
提供基于美邻智慧社区平台上的小区门口车牌识别系统 

http://www.sdmeilin.net 

0633-8788816（801） 0633-

8788616（801） 

76863398020633-

8788616(801) 

54 

山东企联

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百度 AIOT群体

测温解决方案 

百度 AIOT 群体测温快速检测提供整套完善的解决方案，用

非接触、可靠、高效且无感知的方式，对体温超出一定阈

值的流动人员，系统发出异常预警 

https://ai.baidu.com/suppor

t/news?action=detail&id=178

8；13325103858 

史晓凯 13325103858 

55 

山东企联

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百度灵医智惠-

智能咨询助手 

智能咨询助手包含常见问题解答、标准化预问诊路径、在

线医生咨询辅助三大模块，向在线健康咨询平台、政府疫

情防控平台、互联网医院等提供在线健康咨询服务的平台

免费开放 API接口，为第三方平台的在线科普、咨询服务

提效。 

https://ai.baidu.com/suppor

t/news?action=detail&id=178

9；13325103858 

史晓凯 13325103858 

56 

山东千面

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出入信息登记及

人员追溯系统 

简介：在微信内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出入口信息登记和人

员追溯的功能。可实现一人一码、一车一码、一机构一码

等多种组合使用方式。费用：免费提供 

 李焕朋 18905313595 

http://wuye.sdmeilin.net/
http://wuye.sdmeilin.net/
http://wuye.sdmeilin.net/
http://www.sdmeilin.net/
http://www.sdmeilin.net/
http://www.sdmeilin.net/
http://www.sdmeilin.net/
http://www.sdmeilin.net/
http://www.sdmeilin.net/
https://ai.baidu.com/support/news?action=detail&id=1788
https://ai.baidu.com/support/news?action=detail&id=1788
https://ai.baidu.com/support/news?action=detail&id=1788
https://ai.baidu.com/support/news?action=detail&id=1789
https://ai.baidu.com/support/news?action=detail&id=1789
https://ai.baidu.com/support/news?action=detail&id=1789


57 

山东尚可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刘垓子镇信息化

扶贫电商平台 

1、通过对乡镇的扫村调研，打造互联网+电商扶贫模式的

镇级互联网应用电商平台，培养村民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

上农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的售卖。借由电商平台，在丰

富村民信息化经验的同时，还能扩宽村民自有产品的销售

渠道，提升村民的实际增收。2、公司拥有专业的运营团队

运营平台，通过对本地化产品进行文化包装，使本地化产

品溢价能力提升。拥有乡镇本地上百款原生态农副产品，

24小时线上供应服务（产品及物流收费） 

http://www.lqlgz.com/ 徐雅瑟 17606216204 

58 

山东胜软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人员跟

踪系统 

针对商场、市场等人员集散地，对进入人员进行实名制快

速登记，并同卫健委“四类人员”、健康码等信息进行比

对，做到快速识别、轨迹可控、信息可溯，在保证正常营

业的同时将疫情风险降到最低，免费对用户开放。 

吴鹏 13954604312 马飞飞 18654696300 

59 

山东胜软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防疫物资预约发

放系统 

政府或公司对稀缺防疫物资，如口罩、酒精等进行计划性

预约与发放，最大限度保障稀缺物资公平、 有效的发放。

免费对用户开放 

王雪明 18678683396 马飞飞 18654696300 

60 

山东曙光

照信息技

术有限公

司 

莒县疫情排查管

理上报系统 

主要功能：该系统对入莒人员实施严格的信息核查登记，

防止外来有风险人员输入，帮助企业快速掌握员工返莒的

相关信息，并建立发热旅客信息登记表和各类完善的汇总

报表，全方位进行疫情信息管理。系统上线后，企业可通

过每天监测数据分析，实现信息的动态管理，为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增添了全新的武器。该系统将免费开放使用。 

http://61.162.225.227:7071/

jxyqsb/login.html 电话：

0633-2181212 

魏玉成 13310641118 

61 

山东新海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和园区防疫

精灵 

与阿里云合作，平台主要包括企业返岗职工健康管理和企

业入园测温管理两大系统，运用 4G摄像头口罩检测+红外

测温监控+防疫精灵钉钉机器人+钉钉健康打卡+返岗健康监

控大盘，实现对企业员工上下班健康打卡、疫情推送、智

能问答和员工健康情况智能分析；对进出企业或园区人员

进行无感温度检测，出现温度异常时，自动告警，对未带

口罩人员，实时语音告警提醒。解决企业返岗职工健康状

况难以排查，数量庞大，无法兼顾问题。根据企业需求情

况收费。 

15610235656 宋洋 15610235656 

http://61.162.225.227:7071/jxyqsb/login.html
http://61.162.225.227:7071/jxyqsb/login.html
http://61.162.225.227:7071/jxyqsb/login.html


62 

山东新农

商软件科

技有限公

司 

银行为主体的出

入登记系统 

由银行提供给小区、超市、企业，同时也应用于自身网

点。用于群众进出登记。同时可为相关主管部门提供每位

群众的完整出行轨迹。免费 

https://dengji.xnssoft.com 18865212201 

63 

山东新农

商软件科

技有限公

司 

银行通道下的互

联网捐赠 

在银行支付通道下，为当地红十字会或慈善总会进件，实

现互联网捐赠。免费 

https://wudi.xnssoft.com/mo

bile/#/contribution 

18865212201 

64 

山东信通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全自动“防疫”

测温实名登记智

能通道 

具有热成像自动测温、身份证识读和数据自动采集功能，

可适用于社区管理、企业出入管理、商场市场管理、高速

出入登记、药店登记、政府管控等。费用：市场价格 2.1

万元  疫情特供价格 1.9万元。 

网址：www.setner.com.cn 技

术支持：王磊 18905336033 

王洁 1800537381 

65 

山东信通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手持式防疫信息

采集智能终端 

具有身份证识读（可选支持网络版/单机版）、体温自动录

入、数据自动采集功能，适用于火车站、汽车站、社区管

理、园区访客登记、商场市场管理、高速出入、药店登

记、政府管控等。费用：市场价格 5500元  疫情特供价格

4800元。 

网址：www.setner.com.cn 技术

支持：王磊 18905336033 
王洁 1800537381 

66 

山东亚华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隔离病房可视通

讯系统；ICU探

视系统；护理通

讯系统；门诊排

队叫号与信息发

布系统 

借助信息化手段与对应场景彻底使病区信息的汇集、生

成、流转摆脱人工依赖，使病房管理中的数据同步、发

布、读取、查对与归档，借助电子系统自行完成；该系统

具备显示功能、通讯功能、交互功能、输液报警功能、接

口扩展功能等；借助床旁终端，使病人和陪护人员自助完

成诸多住院生活中原本需要专程奔波的工作，如商超、点

餐；借助已经集成在床旁终端的 IPTV模块，游戏娱乐模块

等，为病人带来独立性更强、隐私性更好的床旁娱乐体

验；借助床旁设备，针对性、个性化地实现多元化的宣教

广播，医护患沟通互动，病情随访、医嘱执行等。两周备

货期（疫情期间产能受限）；抗疫科室成本价 

http:www.yarward.com    电

话：4008601823 
李新蕾 18653325225 

https://wudi.xnssoft.com/mobile/#/contribution
https://wudi.xnssoft.com/mobile/#/contribution
http://www.setner.com.cn/
http://www.setner.com.cn/


67 

山东有人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有人云隔离区监

控系统解决方案 

监控系统将现场的视频图像及设备运行数据传送至云平

台，可以实现管理人员在不亲临现场的情况下可客观监视

隔离区状态；系统结合 PLC云网关，能实时采集隔离区内

医疗设备相关运行数据，上传到云端，云端采用微服务架

构，按职能部署多台服务器进行生产环境状态和生产设备

状态的实时监控及控制。疫情期间公有云免费，疫情相关

设备入云也免费；如需私有云部署，疫情期间优惠价格 25

万元。 

http://www.usr.cn；技术支持

电话：刘炜 17862983395 

邓源硕 18668932840 

68 

山东宇瑞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宇瑞科技-疫情

防控打卡系统 

1、在企业、商超、社区、医院等门口设立打卡点。2、实

名认证:首次打卡入需要实名认证。3、打卡快捷:再次通过

卡口扫码，只输入体温等信息。4、具有自动定位功能。

5、后台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掌握人员流动情况。6、疫情

应急追踪功能：如果发生感染者，可以及时掌握相关的密

切接触者，进行有效管控，而不用整个封锁,为政府管理起

到高效辅助。疫情期间免费提供给国家，大数据有指定部

门管理 

https://mp.weixin.qq.com/s/

m7vmFKwGvWWAH1B1qY4yEQ 

15506314996 

陈风岐 18663100361 

69 

山东煜东

芳信息技

术有限公

司 

疫情联防联控服

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关注即可使用每日健康打卡、出入登记管控，

居家隔离物资购买，确诊人员同程查询、疫情线索上报和

疫情动态发布等功能，同时配合 PC管理端的上报信息整

合、统计分析等功能辅助防控工作的开展。秉持着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通过本系统为疫情的防控工作尽一份绵薄之

力。费用：免费 

http://sdyudongfang.com/ 技

术支持电话：15040110987 

袁杙 13911176753 

70 

山东正舟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正舟防疫管理系

统 

基于微信开发，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员工及外访人

员个人信息，身体情况（体温）的登记，报表等管理模

块。    疫情期间优惠价 3万元/套 

庞云召 18264334186 王学杰 13409091586 

71 

山东正舟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热成像体温检测

系统 

企业、学校、医院等出入口放置测温设备，通过测温设备

上的热成像相机（非接触式方式），初步对进入测温范围的

人员进行人体温度检测。如发现温度异常个体，触发安检

门本地声光报警，触发后端设备联动声光报警（外接声光

报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进一步处置。疫情期间优惠价

1-4万元/套 

田召龙  18678100286 王学杰 13409091586 

http://www.usr.cn/
http://www.usr.cn/
https://mp.weixin.qq.com/s/m7vmFKwGvWWAH1B1qY4yEQ
https://mp.weixin.qq.com/s/m7vmFKwGvWWAH1B1qY4yEQ
https://mp.weixin.qq.com/s/m7vmFKwGvWWAH1B1qY4yEQ
http://sdyudongfang.com/
http://sdyudongfang.com/


72 

山东智佰

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企业防疫管理员

工健康信息监测

平台 

实现企业员工返岗信息登记、健康信息监测，监测内容具

体包括员工的基本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员工近两周的行程轨迹，人员的接触情况，当

前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体温是否异常等)，员工返岗

具体交通方式记录上报。 

http://120.56.209.156:8088

；15806657255 

王烨 15806657255 

73 

山东中科

安云信息

产业科技

有限公司 

疫情期间企业在

线营销语音识别

机器人 

语音识别机器人包含意图识别、语音 ASR 加强、自主学

习、高并发自动被叫及流量防御 5项 AI前沿技术。疫情期

间，企业开展电话在线营销，电话机器人可以根据关键词

抓取自主学习、自动识别并精准答复客户咨询、购买、对

接、服务等各类营销问题。截止至 4月底可免费提供生产

经营困难企业使用。 

http://120.76.219.187:8088

；18853123838 

张文胜 18853123838 

74 

山东中煤

工矿物资

集团有限

公司 

工业互联网疫情

防控系统 

疫情防控系统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后台（PC访问），员工

端(手机 app)，防卫执勤端(手机 app)，监管端(手机

app) ， 1、疫情防控系统后台主要包含两个功能：员工管

理和查询日志管理，通过员工管理可以把本公司员工对应

的信息进行录入，提供 excel导入功能。日志管理提供对

本公司的访问日志，包含员工的上下班体温测试记录。2、

员工端(手机 app)：员工通过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登录，

显示自己的二维码标志。3、防卫执勤端(手机 app)：执行

测温人员通过扫描二维码，记录对应的体温和其它信息。

4、监管端(手机 app)：为监管人员提供查询本公司的访问

日志记录，包含员工的上下班体温测试记录总体费用 20万

元左右。 

http://virus.shenhuait.com/

；15510380937 

关成辉 13634943118 

75 

山东卓智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商超防控小

程序 

“智慧商超防控”小程序主要是为了能够实现对出入农贸

市场及大中型超市等人流量较密集处人员的信息登记以及

管控。检查员通过扫描出入人员出示的二维码可以及时获

取、验证其相关个人信息，从而掌握并记录其某一时间段

内的动态。便于相关领导对出入人员动向的动态监管以及

追踪。开发费用约 5万元，免费给予客户使用。 

马小杰 13905468160 张志伟 18654656596 

http://120.56.209.156:8088/
http://120.56.209.156:8088/
http://120.76.219.187:8088/
http://120.76.219.187:8088/
http://virus.shenhuait.com/
http://virus.shenhua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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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卓智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积分制社区系统 

在社区管理工作中引入治理积分制管理模式，采用“报积

分-享积分”流程，通过积分管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共治共

建的积极性。针对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情况，在

“积分申报”中专门设置了“重大疫情防控”专题。改变

现有居民侧疫情防控工作简单以“疫情自主上报”和“区

域疫情查询”这两大功能，让社区居民能够自愿的充分的

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同时也极大的减轻政府相关管

理部门的防控难度。开发费用约 15万元，免费给予客户使

用。 

马小杰 13905468160 张志伟 18654656596 

77 

深兰机器

人（山

东）有限

公司 

深兰 AI智能杀

毒清洁机器人 

深兰科技将无人驾驶技术与传统消毒、清洁行业的经验相

结合，重新设计和定义杀毒清洁行业设备，并实现智能

化，AI 化。该机器使用激光 SLAM和视觉 SLAM结合的技

术、实现高精地图建立、自主杀毒清洁路径规划以及智能

避障，完成室内复杂场景下，通过 AI科技实现全方位、立

体化杀毒清洁，其中大功率紫外线灭菌、消毒药水的雾化

喷洒及地面清洗是区别于市面上传统设备的最新亮点技

术。费用：12.8万 

13052502111 孔维刚 13917342067 

78 

深兰机器

人（山

东）有限

公司 

智慧养殖防疫及

管理云平台 

利用智能视觉分析及红外测温技术，全面检测猪只状态，

包括数量、体重、体温及其他异常状态，有效保障猪群健

康和防控疫疾。该平台还结合物联传感技术，收集环境信

息及联合行业相关数据，形成综合的养殖行业上下游的数

据分析平台，不仅仅为养殖行业的防疫工作提供智能分

析，也为行业管理及供应链管理提供智能分析平台。费

用：10-49万（以配置与需求确认价格） 

13052502111 孔维刚 13917342067 

79 

深兰机器

人（山

东）有限

公司 

工地防疫管理及

工地大脑 AI平

台 

融合深兰猫头鹰产品的视觉、红外等传感器在出入口考勤

时进行人员体温和口罩佩戴检测，实现智能防疫管理。融

合多维传感和 BIM等平台信息，实现工地智能管理（如安

全帽佩戴、渣土车覆盖、人员摔倒、防护口罩眼镜佩戴、

烟火监测、温度感知等），提升工地运作效率，为工地防疫

和日常管理作出及时判断、分析和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费

用：8-35万（以配置与需求确认价格） 

13052502111 孔维刚 13917342067 



80 

曙光云计

算技术

（日照）

有限公司 

曙光企业复工疫

情防控排查平台 

该系统以 SaaS服务的方式，可根据需求进行定制；能够打

通复工企业、员工与社区等之间的业务协同，监测并实时

预警复工企业的员工健康情况；对接大数据分析系统，进

行全方位摸排。系统成功部署后，如出现异常情况将会进

行预警，结合城市大数据系统分析核查确诊及疑似人员轨

迹，采取措施，切断传播链条。该系统将免费开放使用。 

http://zy.sugon.com/?from=s

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scene=1&clicktime=158150

4622&enterid=1581504622#/ph

one/registration?areaId=c46

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

50 电话：0633-2181212 

赵建伟 13310641118 

81 

天博电子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疫情联防联控监

测系统(热成像

无感测温设备及

平台服务) 

天博疫情联防联控系统分为疫情指挥中心和数据采集监测

站点两部分，可实现进出站点人员身份、温度、时间、地

点等信息的关联自动采集，从而实现疫情动态监测、预警

和疫情防控。系统通过实时的大数据分析、4G、IOT物联

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疫情感知、判断、预警、防控。

实现数据上传、报表、共享、疫情分析和趋势预测，实时

与防疫指挥部进行联网数据共享，实现密切接触者查询比

对功能，实施疫情追溯，为防疫指挥部决策提供数据支

持。    本系统数据采集监测站点采用人体红外热成像的

无感自动测温方法，简捷、安全、直观、准确的查找、判

断人员是否存在体温异常，结合身份认证、生物身份识别

技术，实现疫情信息准确自动采集、汇总及上报；在数据

采集共享的基础上，实时分析体温过高人员数量和分布情

况。 

刘洋 15553105667 李超 15288963198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http://zy.sugon.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581504622&enterid=1581504622#/phone/registration?areaId=c4621ad537fd4db692d7bdad8c1be450


82 

万洲嘉智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万洲嘉智疫情防

控系统 

该系统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疫情期间智慧健康

管控，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登记、健康史、健康轨迹、健康

分析等功能，具体包括健康信息采集、佩戴口罩检测、口

罩人脸识别验证、无感体温监测、个人健康日志、人群分

布热力图、敏感人群跟踪轨迹、错峰考勤&就餐、健康大数

据综合态势等；可无缝植入华为 Welink,阿里钉钉、腾讯

微信小程序，可广泛应用于园区，社区，校园、场馆、工

厂等场所 。疫情期间，可免费服务至 2020 年 6月 1日。 

网址：www.manstro.com 技术支

持电话：13969352557 

13869339378 

沈展 18560392096 

83 

威海北洋

光电信息

技术股份

公司 

大数据人员信息

采集防控平台 

平台基于“物联网”、“云计算”技术，通过在政府、车

站、机场、社区等设置身份证识读设备，刷身份证进出，

身份证识读设备完成人员信息采集后，通过网络将数据自

动上传至政府部门，形成人员轨迹大数据。一旦发现疫

情，通过大数据分析可回放并全方位追溯确诊病例活动轨

迹，快速定位筛查出密切接触人群，及时采取管控措施。 

www.beiyang-info.com,技术支

持：张玉超 0631-

5685757/18663100725 

乔聚华，0631-

5685757/1558833371

7 

84 

威海市驰

云网络科

技有限公

司 

城市疫情智能指

挥系统 

1、依托于微信小程序自主研发，方便使用，无需任何下载

人员一次录入，扫码出行，适用于社区、商超、检测卡

点、出租、公交、学校、复工企业等行为轨迹数据跟踪，

智能把控城市人员轨迹 4、向所在城市及全国城市免费捐

赠 

https://www.chiyunip.cn 吴

小岑 15318297688 

吴小岑 15318297688 

85 

威海云数

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威海市公共场所

出入登记系统 

居民扫描二维码填报个人信息，之后出入全市检查卡口

时，仅需扫码测量体温验证通过，不仅减少了社区拥堵，

实现对居民出行信息更加精确、便捷的掌控，还减少了人

们的近距离接触和疫情传播的风险。同时，居民出入登记

数据全部留痕，实现重点人群可追溯、可定位，让疫情防

控有迹可循、有据可查。费用待定。 

tb.slai.cn 18663111155 
赵晓华  

18663111155 

86 

威海众成

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GTMEP²群体体温

监测防疫平台 

该平台可以实现人员健康状况信息采集、物资管理、外来

车辆人员的管理、疫情数据的汇总统计与监控等。是从群

体防疫监督管理的角度出发为多组织、多员工的单位建立

疫情群防群控的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免费三个月。 

221.2.142.86:8007 

13061118016 
袁咪 18963110219 

http://www.manstro.com技术支持电话：13969352557
http://www.manstro.com技术支持电话：13969352557
http://www.manstro.com技术支持电话：13969352557
https://www.chiyunip.cn/
https://www.chiyunip.cn/


87 

潍坊市云

计算中心

（浪潮）

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疫防控”信息

填报服务一指禅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掌握

疫情信息，有效切断病毒传播，浪潮云联合东软集团联合

推出“疫防控”信息填报服务为政府、医院、学校、社

区、企业等单位提供疫情填报服务，助力于疫情管控。

2020 年 5月 31日前标准版免费；定制版收费。 

https://cloud.inspur.com 

400-607-6657 

孙世亮 0536-8097698 

88 

智汇云

（山东）

智能化科

技有限公

司 

疫情防控测温预

警系统（疫情防

护类） 

本系统采用非接触式体温测量，快速安全准确测量出入人

员的体温，异常体温自动报警，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具备

手机快捷扫码通行功能，实现对出入人员精准管控与出入

历史信息追溯。本系统安装简单，半小时完成部署；云端

管理，数据即时汇总分析；成本低廉，适合大范围推广。

收费，随时响应。 

陈维栋 15169150109 王卓 18654531618 

89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

公司 

智慧疫情语音 AI

服务平台 

智慧疫情防控应急解决方案以智能语音方式，提供机器人

电话拨打服务，对重点人群进行疫情调研访谈，支持自动

记录、识别重点信息，自动统计等功能。 

https://call.console.yunliz

hihui.com   

王建立 15615312707 

90 

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

公司临沂

市分公司 

智慧疫情管理平

台 

通过信息平台对当前各地方疫情情况数据进行统计，为政

府部门、企业等提供疫情一张图的情况信息总览。内容包

括：疫情实时查询、区域疫情定制、辖区疫情事件上报、

肺炎患者同程查询等。疫情期间免费。 

https://manage.securecity.3

60.cn/tieta/?from=singlemes

sage#/ 17805390765 

刘立业 17805390765 

91 

中译语通

科技（青

岛）有限

公司 

热成像人体测温

筛查 

功能：热成像测温是通过非接触方式检测人体温度，可以

简洁、安全、直观、准确的查找、判断人员是否存在体温

异常现象，迅速采取措施解决防止发热人员流动。主要设

备类型有手持式、安检门式、测温摄像头式。费用：20万

元 

13070823281 李华林 13070823281 

https://cloud.inspur.com/
https://cloud.inspur.com/
https://call.console.yunlizhihui.com/
https://call.console.yunlizhihui.com/
https://manage.securecity.360.cn/tieta/?from=singlemessage#/
https://manage.securecity.360.cn/tieta/?from=singlemessage#/
https://manage.securecity.360.cn/tieta/?from=singlemessage#/


92 

中译语通

科技（青

岛）有限

公司 

AI病毒传播防控

应急管理系统 

功能：1. 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数字孪生系统，通过实

时开放的疫情数据，实时模拟病毒传播、医院响应、政府

应急管理完整过程。2. 可随时掌握城市、辖区等区域内人

口患病信息、交通人流信息、企业分布及复工信息、医疗

分配信息、医疗资源信息等。3. 利用人工智能及+GIS技

术，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辅助政府对病毒传播、

扩散，及人口流动、人口分布、企业分布等数据进行分析

和决策，有效采取监测及控制手段。4. 通过平台经济算法

模型，可有效推算复工企业或辖区整体未来一段时间的经

营情况及经济风险。5. 可有效监控复工企业人员流动情况

及即时健康信息，做到及时了解、及时管理。费用：80-

100万 

13070823281 李华林 13070823281 

93 

（京东云

与 AI）滨

州京东云

盟信息技

术有限公

司 

应急资源信息发

布平台 

基于“京东智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为技术支撑，依托京东集团供应链、物流核心资源，

搭建公开、透明、真实的供需平台，促进应急物资供需精

准对接和高效匹配。帮助政府和医疗机构实现物资供求信

息的精准对接，快速联动供应链个环节，提升整体供应链

效率，有效缓解疫情压力。 

400-615-1212；400-623-0183 王永坤/15318211211 

94 

（京东云

与 AI）滨

州京东云

盟信息技

术有限公

司 

园区管理-温感

智能防疫 

1、疫情期间复工出入口体温检测、异常预警 2、出入园区

人员身份核实及在线管理 3、防疫记录、人员排班、故障

报修减少接触 

（京东云与 AI）滨州京东云盟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永坤/15318211211 

95 

山东远洋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疫控一码通 

“疫控一码通”系统是基于微信开发的疫情人员防控大数

据系统。本系统以小区为单位，居民可以分为业主、亲

属、租客绑定自己的房屋关系。居民进出小区及公共场所

通过扫码实现人员进出的系统自动登记，利用大数据比对

功能可追踪与疑似患者亲密接触人员线索。该系统的运行

将实现我市疫情防控全人群覆盖、全领域联防；从封闭管

控向智能精准服务转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微信小程序“疫控一码通”“幸

福滨城” ，术支持电话：

15966356635 

联系人：孙宁 电

话：15966356635 



96 

青岛檬豆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疫期用工”平

台 

观疫情影响，柠檬豆于 2月 2日着手立项设计开发、改版

产品，同步搜集包括利群集体团、河马生鲜、家乐福等企

业的用工需求，经过连续 24小时的密集联络、组织、开

发、测试，疫期用工平台上线，旨解决青岛市众企业外地

劳动力无法返青造成的用工荒问题，以及本地富余健康劳

动力输出问题。 

链接：

https://xp.ningmengdou.com/

#/recruitlist 

张瑞雪 18653251073 

97 

青岛正信

科技有限

公司 

“疫情防控网格

化大数据平台” 

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号召下，

青岛正信科技公司放弃休假时间和中科院大学应急专家共

同研究疫情利用大数据防控方案，在“党建引领网格化综

治大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人联网”、云平台、大数据、

人工智能、利用网格化管理手段全力研发“疫情防控网格

化大数据平台”    “疫情防控网格化大数据平台”，开发

了个人“健康防疫”APP，通过个人自助申报健康信息和出

行记录上传云平台，实时掌握动态数据，及时关注疫情发

展。开发了企业单位人员防控平台申报端口、物业小区申

报端口，市级疫情防控网格化大数据平台、区级疫情防控

网格化大数据平台及办事处、社区、各级分控平台，和网

格员巡查和卡口巡查 APP。实现了“立体防控”（个人、小

区、单位、卡口）“5级联动”（网格、社区、办事处、区

政府、市政府），确保防疫无死角。平台上线后可以对疫情

防控厘清基础数据，全面掌控疫情发展，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追溯疫情扩散根源，及自动推送隔离告知等功能。平

台可应用于全国。 

https://fy.citzx.com 或微信

搜索小程序“云安在线”。技术

支持电话 18661775036 

曹正强 18661669777 

 



工业互联类软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或解决方案名称 功能及费用情况（不超过 150 字） 网络地址及技术支持电话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 

工业资源供需对接服

务平台 

工业资源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包括复工生产资源、数字化解决

方案和复工信息统计三个板块。复工生产资源板块提供复产

急需的防护物资、原材料等资源的需求发布和供应商列表；

数字解决方案板块包括转产技改和转型升级所需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工业软件/APP等数字解决方案；复工统计主要用

于主管部门及时掌握企业复工复产信息。免费。 

http://ii-

resource.caict.ac.cn；

13522990666 

李梦源 13522990666 

2 
迈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今日制造 

今日制造主要为企业解决供应商的云端优选、零配件的在线

选型和采购，以及跨地市、跨企业、跨部门的协同设计和版

本管理，通过高效的检索、快捷的图纸分享提升设计师的工

作效率，以及通过对图纸资料进行集中管理、安全授权，让

图纸真正变成企业资产，避免图纸的意外损坏和丢失。（疫情

期间免费） 

www.maidiyun.com 支持电话：

18660192650 400-600-2378 
姚乐生 13911023635 

3 
迈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万企链 

万企链是面向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移动客户端软件，协助企

业员工在家完成日常在线工作，链接企业上下游供应链资

源，对外贯穿装备制造业企业，对内聚合企业人员，实现企

业资源在线管理，实现工业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远程售

后服务、在线资产管理等功能，是实现跨地区、跨企业、跨

行业的企业业务互联互通的应用工具。（疫情期间免费） 

 姚乐生 13911023635 

http://ii-resource.caict.ac.cn/
http://ii-resource.caict.ac.cn/
http://ii-resource.caict.ac.cn/


4 
迈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迈迪云平台 

迈迪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将企业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与

企业外部的供应商、外协厂、用户和服务商紧密连接在一起，

构建了以工业品为中心，以“统一标识”和“统一资源”为

基础的工业生态体系，为设计工程师、制造工程师、销售工

程师和维修工程师打造了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帮助企业采

集、存储和管理各场景产生的业务数据，并做出分析和决策。

（疫情期间免费） 

 姚乐生 13911023635 

5 

智能云科

（淄博）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iSESOL WIS工厂数字

化制造运营系统 

提供机床信息集成、在线状态监测、数据分析、设备管理等

服务，实现工厂可视化管理。 

https://wis.isesol.com为助力企

业复工，减小企业负担，推出免费

3个月优惠活动。详询 400-166-

9600或搜索客服微信：iSESOL了解

更多 

张文波 13210504688 

6 

智能云科

（淄博）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iSESOL工业 APP 

iSESOL 智能增效 APP：通过智能化的算法识别与学习，生成

优化策略对数控机床进给倍率进行智能化调控，提升加工效

率。iSESOL刀具监控 APP：实时记录数控机床中刀具加工次

数，在刀具接近报废时进行提前预警，完成对刀具整个生命

周期的检测。iSESOL机床体检 APP：提供机床预防性维护、

在线状态监测、健康分析、机床维修等服务，提高机床使用

寿命。为助力企业复工，减小企业负担，推出免费 3个月优

惠活动。详询 400-166-9600 或搜索客服微信：iSESOL 了解

更多 

产品链接：

https://app.isesol.com 

张文波 13210504688 

https://wis.isesol.com/
https://wis.isesol.com/
https://wis.isesol.com/
https://wis.isesol.com/
https://wis.isesol.com/
https://app.isesol.com/
https://app.isesol.com/


7 

智能云科

（淄博）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iSESOL装备服务平台 

为机床设备终端用户（工厂主）提供设备故障报修和追溯服

务，为设备售后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工程师的派工、调度与

协作，报告单的追溯、服务考核、备件的库存、维修、商务

合同，设备远程诊断等服务。 

https://oncall.isesol.com/为助

力企业复工，减小企业负担，推出

免费 3个月优惠活动。详询 400-

166-9600或搜索客服微信：iSESOL

了解更多 

张文波 13210504688 

8 

德州凌锐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纺织生产云管平台 

功能描述：1、设备智能改造及平台管理软件实施建设。2、

规避现场繁琐统计，实现远程智能采集。3、规避会议集中宣

讲，实现远程智能展示。4、规避设备现场查询，实现远程智

能预警。5、提高生产操作人员的操作效率，提高生产数据的

准确性。6、减少管理人员现场的管理，实现远程管理与控制。

7、数据及时准确，为管理人员决策提供依据。8、提高产量，

增加收益。9、减低设备能耗，节约用电成本。费用概算：  改

造费用为 2000元-3000元/台 

李宾   13365341023 李宾  13365341023 

9 

德州远景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工业互联网应用方案 

ERP 应用：通过 ERP 实现企业最关心的订单交期、高库存、

库成本的问题。智慧工厂;也就是生产的数字化，通过 MES、

设备联网等实现工厂的透明化管理、提升质量。以数字化设

备、AGV等串联应用，实现自动化，减人增效。工业互联网：

通过工厂能耗管理实现绿色制造。通过平台面向销费者，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平台拉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更

好的为消费者/客户服务，将企业从生产向服务型企业转型.

收费标准：根据产品模块和用户数量计算。一般 2000元起 

0534-5040000 张士旺 18005344286 

10 

共享智能铸

造产业创新

中心 

SRM 
集成原有与平台百余家优质供应商，线上采购解决方案。疫

情期间免费使用，疫情过后可适当延期体验时间。 

http://srm.kocelcloud.com/index

.html 

别永山 17353657507 

https://oncall.isesol.com/
https://oncall.isesol.com/
https://oncall.isesol.com/
https://oncall.isesol.com/
https://oncall.isesol.com/
http://srm.kocelcloud.com/index.html
http://srm.kocelcloud.com/index.html


11 

济南奥图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车间设备信息管理系

统 

通过物联网技术，将车间生产设备组网，并对设备和生产工

艺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分析；管理人员可通过网络远程监控和

统计工业生产的状态和参数，无需进入现场的复杂的工况环

境中，减少粉尘和高温对身体的侵害，减少人员接触。该系

统结构紧凑，高效易用，根据现场复杂情况不同，采购成本

在 10万元~20万元之间。 

技术支持负责：18866887916；

www.aotto.cn 
张鲁宁 18305311068 

12 
济南森峰科

技有限公司 

“峰云”分布式激光

加工设备平台 

峰云激光设备远程监控云平台集成的故障诊断、运维功能，

可帮助客户及时准确的排除设备故障，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相

关费用；生产效率有所提升，远程进行指导设备操作；降低

产品不良率。疫情防控期间供客户设备免费试用。加快企业

复工。 

网络地址：117.50.45.43；技术支

持电话：15966635690 
刘鹏 13356695529 

13 

金蝶软件

（中国）有

限公司山东

省公司 

金蝶云之家智能协同

云 

提供 OA 系统、审批、考勤等移动办公 SaaS 应用,协同云服

务。云之家是面向企业服务的新一代智能协同云，旨在颠覆

传统 OA，创新工作方式，直达并成就客户，为企业每一名员

工都配备一位智能办公小助手。云之家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

产品发展的起点，专注于中国最大的智能协同云 SaaS 和最

值得托付的移动办公行家。据研究机构 IDC数据显示，云之

家自 2015 年连续三年蝉联大中型企业市场第一，2018 年以

38.3%的份额在企业 SaaS协同市场中排名第一。1、驰援组织

免费提供智能协同办公服务。2、即日起，前 10000家通过认

证的企业免费提供 30000分钟智能语音会议。3、疫情助手、

健康打卡模块全免费。 

www.yunzhijia.com 赵晓婷 13688611631 

http://www.yunzhijia.com/


14 

金现代信息

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智能生产管理系统 

1、产品功能,智能生产管理系统以生产制造流程为核心，实

现订单管理，原料采购管理，生产计划，质量管理，流程追

溯，数据统计，仓储管理，设备管理等一系列生产制造相关

的功能。使企业生产流程趋于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制造全

流程的追溯使产品生产过程来源可查，操作可寻。很大程度

上提升了企业生产力。2、产品报价,40万左右/套。 

网络地址：

http://101.200.121.77:8081/logi

n 技术支持电话：18363080133 

张树花 15753170656 

15 

青岛致德工

业技术有限

公司 

生产设备数字化管理

软件 

1、生产过程数据采集、建模、呈现；数据分析、预警；为企

业决策提供数字化依据。2、降低人员使用；提升人均 UPH；

完成产品检测；确保生产工艺参数；提高客户产品生产一致

性；降低不良率；实现自动流转与操作。费用：根据实际情

况报价 

0532-88874999 赵雷 15725256582 

16 

青岛致德工

业技术有限

公司 

工业设备数字互联系

统 

致德工业设备数字互联系统，是通过数字化终端采集数据，

建立设备信息模型，实现设备监控与运行分析的管理系统。 

系统结合边缘计算、 人工智能、 云计算，实现物理世界与

数字世界协作。 在边缘侧对设备信息和生产数据进行采集、 

存储、 分析，实现工业设备监控及闭环管理。 在云端进行

远程监控、 实时预警、 数据挖掘，帮助工业企业实现数字

化转型，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0532-88874999 赵雷 15725256582 

17 

山东阿凡提

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 

阿凡提智慧制造系统

(MES) 

阿凡提智慧制造系统共开发 15 个 PC 端功能模块，186 项功

能；10个 PDA端功能模块，41项功能。目前系统覆盖医疗器

械行业全部生产工序及作业流程，对生产订单从计划安排到

日、到人、到设备、到模具、到产线、到配料、收料及入库

全流程的跟踪与监控。 

www.sdafat.com 0631-5221191 李军瑞:15588385011 

http://101.200.121.77:8081/login
http://101.200.121.77:8081/login
http://101.200.121.77:8081/login
http://www.sdafat.com/


18 

山东阿帕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 

数字供应链协同解决

方案 

本产品主要应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对企业采购、订单处理、产品销售、仓储配送等业务流程进

行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制造商、供应商、分销商以及仓库、

配送、渠道商之间平台集成、数据交换和信息化运营，有效

控制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降低供应链成本，及时准确

响应市场需求。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展情况，本产

品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免费提供使用，之后根据企业客户

端使用情况按年收取服务费用。 

网址：http://www.58arpa.com电

话：05398610756 
王秀莹/15562190878 

19 

山东傲英网

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傲英智慧工厂系统 

傲英科技自主研发的傲英智慧工厂系统是一套完全覆盖一

般中小企业全部流程的企业管理系统。产品具有一体化、简

洁易用、安全可靠、快速部署和高度扩展等优势。一体化系

统打通信息壁垒，消除企业内部信息孤岛，减少纸质单据的

使用，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傲英智慧工厂系统现已广泛部署

在机械、制造、五金、模具、汽配、电子、环保设备等行业。 

www.aoyingyun.com 张歧虎 18663328966 

20 

山东德佑电

气股份有限

公司 

智慧电力运维服务平

台 

云平台具有 “能耗管理”、“智慧安防”、“智慧运维”等三大

能源智慧管理云服务功能。统一实现配电网所有环节的管

理，提高供电单位和用电客户的双向互动能力。减少用能客

户现场运维工作量，可实现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替换人

力对电力设备进行管理，有效减少人员流动。云平台按照部

署的点数进行收费，费用为 800元/点。 

http://139.9.128.243:8080/Login

.html 0533-7018617 

魏晓宾 18953321919 

http://139.9.128.243:8080/Login.html
http://139.9.128.243:8080/Login.html


21 

山东观海数

据技术有限

公司 

制造企业远程协同作

业平台 

功能:利用云计算、IoT、5G、 MR技术，提供作业实时指导

与远程协助。1.远程支持人员可以在异地通过系统平台录入

作业指导书，现场工作人员的智能设备上显示作业顺序及作

业方式指导，同时采集作业过程中的各类数据。 2.现场作业

需要有第三方现场进行支持时，通过 AR 智能眼镜或手机发

出远程协同需求，远程支持人员与现场作业者进行音视频通

信，可以使用图画、语音、文字及图片传输进行远程指导作

业。3.制造企业远程协同作业平台支持出口型企业、外贸型

企业开展跨国业务。费用：限时免费 

www.guanhaidata.com 18641183573 邱明凯 15140354269 

22 

山东海旺达

现代物流有

限公司 

海旺达石化水运服务

供应链平台 

提供船、货在线洽谈，在线合同传递，船舶作业远程监控，

商检任务在线提交工单，现场录像和拍照，随时监控现场作

业，实现远程协作，帮助用户随时、随地、通过各种类型终

端设备（手机、电脑、pad等）实现协同。快速发起，一键上

传，即时影像、语音资料的同步。 

www.qytrans.com 李鹏生 15865331232 

23 

山东环球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复工管理系统 

企业用户根据复工备案信息，填报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复工

员工信息。企业复工人员进行网上登记，填报信息，并建立

个人健康档案，降低复工复产疫情风险。收费情况根据应用

规模议定。 

/ 刘增慧 18263675177 

http://www.guanhaidata.com/


24 

山东精益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奥链工业互联网平台 

奥链实现企业内部及企业上下游全产业链高效运营：1、云办

公：全面实现企业内部移动化办公，实现在线即时交流、云

会议、云任务、云考勤；2、云供应链：以企业上下游业务管

理为核心，全程供应链业务信息共享，实施企业间订单信息

共享、生产协同管控、资金往来交易，供应链金融、电子发

票与电子合同、在线业务跟踪等；3、云智造：以企业内部制

造过程管理为核心，全面透视化企业的生产过程，实现工序

计划、工序派工、工序转移、工序报工等功能。 

云办公永久免费（其中视频会议 25方免费半年） 

云智造及云供应链免费半年，仅收实施费 

www.leancloud.biz 于怀斌 13305340258 

25 

山东九源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BPM 流程管理定制平

台 

行政事业单位、企业流程定制平台，OA的替代产品，可以云

部署也可以私有部署；利用 BPM流程管理平台实现信息传递、

数据同步、业务监控和企业业务流程的持续升级优化，从而

实现跨应用、跨部门、跨合作伙伴与客户的企业运作。此产

品 10个流程以下免费赠送，收取实施（人工费用）。 

18596261855 张永泉 13365340187 

26 

山东九源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BI可视化数据分析平

台 

基于企事业单位现有系统的数据分析平台，针对多数据源进

行数据抽取，建设独立的数据仓，从而得到一个全局视图，

在此基础上利用查询和分析工具、数据挖掘工具等对数据进

行分析和处理，最后将图形、表格数据呈现给管理者，为管

理者的决策过程提供数据支撑。2020年 8 月份前产品免费，

收取实施（人工）费用。 

18596261855 张永泉 13365340187 



27 

山东鲲腾大

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耐考客工业云平台 

耐考客（NICOC）工业云平台，搭建了机械制造行业的信息共

享平台，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工业一

站式服务；为中小型工业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产品

销售、售后服务、人才培养、数据利用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

务；为采购商、供应商和服务商拓展企业营销渠道，提升精

准营销能力。免费。 

http://www.nicoc.cn/ 

15662340088 

毕崇阳 15563101199 

28 

山东龙威互

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龙智造工业云平台 
提供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软件库、专家库、模型库、工

业商城等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 
www.lzzcloud.com（PC端地址） 张铁城 13256197000 

29 

山东瑞联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智慧冷链解决方案 

采用 NB-IoT 技术作为通信手段，智慧冷链监控终端作为核

心监控硬件，安装在定制开模的保温箱槽内，实现对保温箱

的状态、位置信息、温湿度数据进行实时采集监控，并将各

项数据实时上传至冷链管理云平台，可通过 WEB系统、手机

APP 等多方式对冷链保温箱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费用：400

元-700元/终端（平台免费） 

www.rlict.com 13205315500 马成军 13205315500 

30 

山东瑞联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边缘物联代理解决方

案 

功能：计算和通信终端融合，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丰富的网络

接入能力。应用于工业现场边缘计算、向下通过现场通信实

现智能业务终端的统一接入、向上接入通信网络和平台、两

级边缘安全防护。支持 5G双模接入，可选 x86和 ARM平台，

可实现无线 AP 终端安全接入验证和边缘计算的功能，将接

入的业务终端的设备清单和业务终端流量数据的信息进行

采集和计算，最后将计算结果传输到平台上。应用于企业入

云和组网、各种物联网应用的边缘计算场景等。 

www.rlict.com 13205315500 马成军 13205315500 

http://www.nicoc.cn/
http://www.nicoc.cn/
http://www.rlict.com/
http://www.rlict.com/


31 

山东神舟制

冷设备有限

公司 

制冷智慧云管理系统 

该系统 7*24小时不间断感知制冷系统运行，并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对系统运行数据分析处理，反馈给用户准确、清晰的

运行指标，为用户提供基于“ 互联网”的制冷管理服务，帮

助用户“多、快、好、省”的管理冷库。费用情况包括硬件

产品费用和数据服务费用，产品费用根据自身监控数据的容

量定价，数据服务按照年费模式收取。 

https://www.bmofang.com/shenzho

u/ 400-080-1989 

冯建立 18396866134 

32 

山东树根聚

发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赤焱云 

赤焱云平台通过移动工业 APP+PC 配置管理方式，依托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语音识别、拍照、视频等技术手段，实现

设备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高效化，保证工作人员的工作时

间､工作方式､工作项目､工作数据等工作方面的真实有效，

保障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护航企业安全生产，降低用户运营

成本，有效降低能耗水平。限时免费开放至 5月 1日。 

http://www.chiyanyun.com/ 丁鹏 

15621894050 

孔凡敬 13793138028 

33 

山东树根聚

发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风火论 

风火论，是一款即时通讯及数据服务应用，提供企业间按需

数据分享、时效分享、专家咨询等服务的专业化云应用产品，

增进企业用户间互联、互动、即时沟通粘性，降低企业沟通

成本。并使用专用通道和时效管理保证专用文件、设备图册、

化验、巡检、运行数据在平台内传递，保证企业间的数据和

资料及时、安全､可控流通。限时免费开放至 5月 1日。 

http://www.chiyanyun.com/ 丁鹏 

15621894050 

孔凡敬 13793138028 

https://www.bmofang.com/shenzhou/
https://www.bmofang.com/shenzhou/
http://www.chiyanyun.com/
http://www.chiyanyun.com/
http://www.chiyanyun.com/
http://www.chiyanyun.com/


34 

山东树根聚

发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云视界 

工业领域可视化编辑器，基于根云平台强大的 IOT能力，数

字双胞胎与业务模型相融合，为工业领域带来全新的运营界

面，展示界面，机器交互界面。同时支持营销可视化、服务

可视化、风控可视化等，深入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标准版

免费开放。 

http://www.rootcloud.com/column

/19/ 丁鹏 15621894050 

孔凡敬 13793138028 

35 

山东天利和

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天利和智能化无人值

守远程集中计量管理

系统 

以 IC 卡或者二维码作为载体来串接各业务流程，适用于汽

运采购计量流程、采购退货计量流程、汽运销售计量流程、

销售退货计量流程、轨道衡计量、铁水衡计量、产品秤计量、

皮带秤计量等。远程计量任务分配、自动计量和一对多的远

程计量模式，能够将原计量人力成本降低到原来的 1/4，计

量效率提高 60%，系统广泛应用与冶金、煤炭、港口、水泥、

化工等行业。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功能，增加或减少功能模块。

软件价格：60-80万/套 

网址：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 18668969356 

徐娇 13176552511 

36 

山东天利和

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天利和物流执行系统 

以 IC 卡或者二维码作为载体来串接各业务流程，适用于汽

运采购流程、采购退货流程、汽运销售流程、销售退货流程。

企业的进厂物流、厂际物流、出厂物流以 GPS+RFID卡的方式

接入 GIS地图进行跟踪定位。全程动态实时监控供应链管理，

实现采购、库存、配料、物料需求、运输、生产、销售、采

购全程的闭环管理。同时所有物流的计量质量数据实时采集

匹配、车辆运输计划调度、库存和仓储管理，满足生产管控

需求，实现物流和生产计划同步匹配。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功

能，增加或减少功能模块。软件价格：150-300万/套 

网址：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 18668969356 

徐娇 13176552511 

http://www.rootcloud.com/column/19/
http://www.rootcloud.com/column/19/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http://118.190.100.195:7080/PMS/


37 

山东万腾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万腾设备管理系统 

功能：1、生产过程与控制；2、生产物流管理；3、设备数据

采集；4、工装工具管理；5、生产数据可视；6、质量全过程

管理； 7、生产过程管理；8、设备状态监控；9、基础建模

管理。费用：1000元/年/台 

网络地址：

https://www.vtstar.net/ 技术支

持电话：15550054096 

刘艳荣 15508668655 

38 

山东微云互

联科技有限

公司 

微云互联工业云——

工业企业数据智能分

析云服务解决方案 

工业企业数据智能分析云服务是针对工业制造环节的智能

化应用和工业企业大数据服务。从物联网网关快速、高效、

安全的接入工业现场，汇聚生产中的设备数据、过程数据、

工艺数据、质量数据，建立生产过程工业大数据湖，以数据

分析为核心，驱动制造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帮助企业降

本提质增效。服务价格:按需定制 

http://iot.weiyunhl.com/index.h

tml 

王慎虎 18953151777 

39 

山东微云互

联科技有限

公司 

微云互联工业云——

智能化生产过程管理

云服务解决方案 

智能化生产过程管理云服务是专门为中小型工厂定义的一

站式生产管理云服务，应用在多品种、小批量、按订单生产

及工艺过程复杂等多种行业。有效的帮助企业做好生产过程

管理，从生产排程、采购品检、业务管理三大功能对应企业

实际情况，推动企业精细化管理及帮助企业建立标准化。服

务价格:按需定制 

http://iot.weiyunhl.com/solutio

n6.html 
王慎虎 18953151777 

40 

山东微云互

联科技有限

公司 

微云互联工业云——

设备远程智能运维云

服务解决方案 

设备远程智能运维云服务是通过云平台提供的网络、计算、

存储资源以及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针对设备建立的设备

远程在线监测、故障诊断、健康状态评估的综合智能运维云

服务，实现设备远程集中化管控，提高设备的整体运营效益，

降低运维成本。服务价格:按需定制 

http://iot.weiyunhl.com/solutio

n.html 

王慎虎 18953151777 

https://www.vtstar.net/
https://www.vtstar.net/
https://www.vtstar.net/
http://iot.weiyunhl.com/index.html
http://iot.weiyunhl.com/index.html
http://iot.weiyunhl.com/solution.html
http://iot.weiyunhl.com/solution.html


41 

山东新海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屠宰管理运营平台 

该平台主要为屠宰企业管理运营提供信息化管理，主要包含

线上生猪收购系统（猪 E购解决生猪无中介供需交易）、生猪

入场登记、屠宰生产、分割加工、库存管理、销售结算、产

品追溯、网上订单及生猪及产品的检疫管理，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条码等技术为屠宰生产运营提供及时的数据决策支

持，为企业节省成本，扩大收益，也为上下游企业及政府监

管提供数据共享。根据企业需求情况收费。 

本平台需要安装部署后使用；

18866708665 
刘希伟 18866708665 

42 

山东怡之家

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 ERP库

存优化解决方案 

覆盖供应链、进销存，涵盖库存预警、LBS 打卡、转介绍等

智能信息技术。集成了 CRM、HR、VR一体化的 SaaS云 ERP，

通过优化库存管理，聚焦工业互联网的智能化，打造即时、

智能、互联的工业互联网，深耕 to B的深度价值服务，致力

于让中小微工业企业管理更简单。费用：每套价格在 10000～

30000元/年。 （根据不同客户需求，功能模块相应有变化） 

技术支持电话：18396818139 李先帅 18396818139 

43 

山东用友软

件技术有限

公司 

友云采 

面向大中型企业采购管理+互联网+生态服务的数字化采购

服务平台。支持企业便捷链接全球供应商资源、深度参与全

球寻源， 实现企业与供应商无纸化交易协同、物流跟踪、发

票处理和支付等在线商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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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有企业提供最优

选金融服务。【采购寻源 5月 1日前免费】 

友云采官网

https://yc.yonyoucloud.com 
尹思远 13866729660 



44 

山东尤尼克

斯技术有限

公司 

电销机器人运营承载

系统 

企业营销实现在线营销，避免疫情期间人与人接触，并可提

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减少人工及差旅成本。电销机器人系统可

实现代理商管理、服务商管理、号码外呼、话术审核、开通

座席、关联硬件设备对接、查看外呼情况等。疫情期间可根

据单位复工困难情况免费提供使用。 

oem.haohu2040.com；15562562307 杨阳 18763997628 

45 

山东有人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智慧农业大棚监控系

统解决方案 

智慧农业大棚监控系统可以实时采集空气温度、湿度、二氧

化碳浓度、光照强度、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等数据，通过智

能网关进行数据采集上报，在云端形成数据报表，全面直观

的呈现各个监站点的农业数据及其变化情况，并根据设定阈

值来反向控制农业大棚内设备，完成智慧农业的闭环控制。

疫情期间公有云免费，疫情相关设备入云也免费；如需私有

云部署，疫情期间优惠价格 25万元。 

http://www.usr.cn；技术支持电

话：刘炜 17862983395 

邓源硕 18668932840 

46 

山东智汇云

建筑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全生命周期 BIMS协同

管理云服务平台（协

同办公类） 

面向建设单位率先实现了“BIM 协同管理”和“过程数据可

视化管理”两大核心管理，以计划管理为主线，将业主方、

施工方、监理方、咨询方等各参建方纳入统一平台，同一流

程协同办公，实现全项目、全周期、全专业有效、高效的精

细化管理，贯穿了项目设计、施工、运维全生命周期的数字

化应用。该平台包括 BIM建模、应用、接口标准共 3套标准，

BIM 协同、进度、质量、成本、安全等 18大功能模块，为建

设生产的进度管理、现场协调、合同成本管理、材料管理等

关键过程及时提供准确的构件几何位置、工程量、资源量、

计划时间等。收费，随时响应。 

陈维栋 15169150109 王卓 18654531618 

http://www.usr.cn/
http://www.usr.cn/


47 

潍坊恩源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源制汇产能共享综合

服务平台 

本平台是企业产能服务资源汇聚的核心平台、服务模式创新

的实践平台。线上为企业提供信息发布、信息撮合、交易评

价、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共享信息服务，实现企业产能的

无缝对接、信息互通、资源优势配给。线下整合构建标准及

检验检测、生产能力、设备共享空间、技术服务、制造装备

配套和综合性服务等共享空间。一年内免费。 

http://yzh.yuanliancloud.com/，

0536-8568999 

郑长宗 18953610218 

48 

智洋创新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输变

电运维管理系统 

如今疫情发展依然严峻，电力工作人员外出巡线及变电站聚

集性工作存在较大的风险。我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输变电

运维管理系统能够做到足不出户便将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电

力设备情况尽收眼底，保证人身安全、电网安全。该产品能

够对线路隐患和电力设备故障快速有效识别，发现隐患实时

推送，通道环境可控在控，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工

业和生活用电。产品费用请咨询 0533-3588835。 

http://www.zhiyangcn.cn/ 0533-

3586028 

张欣、18853350316 

49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 

联通智慧用电平台 

智慧用电平台通过对配电、用电设备的数据在线监测，实现

在线电能计量、电气火灾预防、电气设备自动巡检等功能，

为工业企业的用电智慧化、安全化提供服务。 

http://47.104.149.58:8080/admin

/login 
王建立 15615312707 

http://yzh.yuanliancloud.com/
http://yzh.yuanliancloud.com/
http://www.zhiyangcn.cn/
http://www.zhiyangcn.cn/


50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山东

有限公司 

云 MAS平台 

面向集团客户提供短信、彩信、视频短信等信息发布服务的

平台，视频短信可实现视频、图片多媒体信息发布，最大单

条容量 2Mb，具备云 MAS 云化部署快速接入、超大并发、网

银级安全防护、三网发送、APP 发送、大数据+视频短信精准

推送能力等优势，可适用于集团客户的政务宣传、内部培训、

产品介绍、院线信息、旅游宣传等场景，方便企业快速推广

业务，提升效益。 

https://mas.ecloud.10086.cn/ 刘鹏 18253181992 

51 

中译语通科

技（青岛）

有限公司 

远程运维大数据平台 

功能：远程运维大数据平台集物联网采集、故障智能诊断、

智能预警、智能化远程运维、大数据分析、生产线调优、设

备体检、远程控制、多语智能客服、知识服务等功能为一体，

为企业提质降本增效、产品研发创新、市场精准营销、售前

售后服务、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大数据支撑。具体费用

根据实际情况商定。 

0532-66954004 刘振磊 18661717118 

52 

青岛檬豆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柠檬豆智能采购平台 

疫期期间，柠檬豆免费开放智能采购管理系统，系统涵盖企

业采购全流程，通过“SaaS+资源”的形式，依托平台覆盖 40

万家企业资源，让企业足不出户完成线上采购，并通过智能

采购、集中采购、委托采购等服务帮助企业进行采购降成本。 

链接：www.ningmengdou.com 张瑞雪 18653251073 



53 

青岛无车承

运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 

青岛无车承运天马平

台 

“青岛无车承运天马平台” 是生产、服务于一体的智慧物流

调运平台，聚焦集装箱、原油及大宗商品运输领域，运用北

斗 AI技术+供应链金融，以全链标准动态数据驱动整个运输

节点的智能化重构，凸显 “线上资源优化配置，线下物流高

效运行”的先进性。平台具备派车、接单及运单、账单、付

款、对账、报表、信用管理等功能模块。 

https://www.share1949.com；

13626429101（李杰杰） 

周勇 15505321309 

 

https://www.share1949.com/
https://www.share1949.com/


视频会议类软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或解决方

案名称 
功能及费用情况（不超过 150 字） 网络地址及技术支持电话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青岛海创

汇创业服

务有限公

司 

海创汇可达视

频会议系统 

在线视频会议，可发起多方观众达上万人的在

线视频会议，直接浏览器访问即可使用，无需

下载。会议中支持文档共享，屏幕共享，演讲

者及讨论支持自动录制为活文档供后继回放。

支持同步到 TV APP远程启动电视会议。疫情

期间免费使用到 5月底。 

www.kloud.cn 18661774828 刘培文 18661774828 

2 

东营市腾

云创新产

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视频会议解决

方案 

我们提供整套的会议解决方案，包括在线音视

频会议、会议预约管理、会议室管理方案等整

套联动线上线下软硬件一体化会议解决方案。

云视频会议账号：100方/13500 年 

www.zbj.com 税清茂

13220311772 

谭坤 15922860560 

3 

东营致远

方略软件

有限公司 

会见通讯云平

台 

基于云计算的视频通信产品与服务，包含视频

会议、视频直播、视频云硬件、视频通信集成

等。用户只需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就可以实

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之间的商

务沟通。（全场景、全设备、全兼容、云服

务） 

网址地址：

http://47.93.195.90 技术

支持：13306473333 

张向远 13306473333 

4 

济南京东

云齐鲁云

计算有限

公司 

云视频会议和

云桌面系统 

基于京东云 IAAS基础层、智能云视频和桌面

应用系统，打造京东 AI云视频会议和云桌面

系统，有效降低民众聚集工作、会议交叉感染

风险，助力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生

等群体提升办公效率和沟通效率，做到休假不

停工。系统疫情期间免费。 

网络地址：

https://market.jdcloud.co

m/service/details/577945 

支持热线：400-615-1212 

李晓萌 18953197965 

http://www.kloud.cn/
http://www.zbj.com/
http://www.zbj.com/
http://47.93.195.90/
http://47.93.195.90/
http://47.93.195.90/
https://market.jdcloud.com/service/details/577945
https://market.jdcloud.com/service/details/577945
https://market.jdcloud.com/service/details/577945
https://market.jdcloud.com/service/details/577945


5 

济南先行

数字城市

科技有限

公司 

先行通视频会

议系统 

音视频通话、一键发起会议、一键入会、会议

预定、一键邀请、屏幕共享、即时文字交流、

锁定会议室、全场静音、屏幕共享状态下，支

持手写批注功能、支持弹屏聊天。 

下载网址：

http://www.somo.tech/down

load 牛志彬 18953139491 

李峰 13335138897 

6 

聊城京东

云智刻云

计算有限

公司 

免费线上课堂

与编程课程 

云视频会议和

云桌面系统 

京东云与 AI事业部联合战略合作伙伴启动

“停课不停学”活动，面向全国公立学校和教

育机构利用云视频技术提供免费的一站式在线

教学直播、点播平台，并提供《Minecraft 我

的世界》教育版编程课程，为师生提供足不出

户的安全的学习环境。目前已有 14 个教育机

构上线在线编程课程，3个教育机构（华中科

技大学、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滨州职业学院）

已开通免费线上课堂。平台疫情期间免费。 

基于京东云 IAAS基础层、智能云视频和桌面

应用系统，打造京东 AI云视频会议和云桌面

系统，有效降低民众聚集工作、会议交叉感染

风险，助力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生

等群体提升办公效率和沟通效率，做到休假不

停工。目前已为山东省滨州市教育局进行部

署，惠及 44万学生视频学习；为国家事务管

理局进行部署，服务于 200名政府公务人员日

常办公交流。系统疫情期间免费。 

https://s.minecraft.educa

tion.jdcloud.com/login/lo

gin.html 

网络地址：

https://market.jdcloud.co

m/service/details/577945 

支持热线：400-615-1212 

刁振中 1783683426 

7 

山东爱特

云翔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视频会议 

爱特云翔视频会议系统为用户提供共享的在线

视频会议室，帮助企业实现远程会议、在线讨

论等，用户只需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爱特云翔

云平台，便可快速地与全球各地团队进行实时

音视频沟通，并可同步分享各类数据文档。每

家公司免费 20个共享账户。 

http://flsay.cn/cloud/ind

ex.html 13011629913 

孙新波 13011629913 

http://www.somo.tech/download
http://www.somo.tech/download
http://www.somo.tech/download
http://flsay.cn/cloud/index.html
http://flsay.cn/cloud/index.html


8 

山东福生

佳信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党建云视讯平

台 

平台可支撑组织部门中的行政会议、生活会、

重大事项决议会等，含点对点视频通话、多方

视频通话、预约视频会议等功能，在疫情期间

满足的日常工作及协作沟通，方便组织部门对

疫情进行动员、部署，加强疫情的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免费 

www.fosung.com 技术支持电

话：18553172777 

范道峰 18553172777 

9 

山东瑞联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视频会议解决

方案 

亿联一站式视频会议方案满足各行业对视频会

议系统的各种需求：常规视频会议应用（集团

企业会议、远程招聘等）；远程培训应用（企

业内部培训、课外辅导培训等）；远程监控应

用（生产过程把控、应急调度指挥等）；协同

办公应用（OA、即时通讯）。疫情期间亿联云

视讯免费注册使用，可 100方视频会议，不限

时长、一键入会、屏幕共享等。 

www.rlict.com 13205315500 马成军 13205315500 

10 

上海纵数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远程音视频会

议 

 DELTAPATH可提供 UC统一通信 , 呼叫中心, 

视频协作等应用和服务。 DELTAPATH 联合云合

作伙伴, 疫情期间,免费为医疗行业及其他企

业客户提供:杜比降噪多方音频会议（青岛海

信目前正在使用）,视频会议, 视频共享等应

用服务。 

-  谭翔 1391761195 

11 

潍坊市云

计算中心

（浪潮）

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视频会议 

为政府企业提供在线视频服务，覆盖政务协同

政策宣讲，协同办公与管理，应急处置可视指

挥、现场执法、培训学习等 5大场景，有效减

少聚集，提高办公效率和疫情防控。2020年 5

月 31日前标准版免费；定制版收费。 

https://cloud.inspur.com 

400-607-6657 

孙世亮 0536-

8097698 

12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分公司 

云会议 

天翼云会议通过手机 APP（IOS、安卓）、PC

客户端、4K会议终端为企业分公司、各个子公

司、各部门之间提供远程音视频会议服务，满

足企业远程办公，业务拓展的需求。至疫情结

束，免费提供服务 

技术支持电话：19963775019 魏锡彦 18953197958 

http://www.fosung.com/
http://www.fosung.com/
http://www.rlict.com/
https://cloud.inspur.com/
https://cloud.inspur.com/


13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

山东有限

公司 

和商务直播 

和商务直播是面向政企商务直播市场，为政

府、企业等有直播需求的客户提供高清流畅、

超低延时、资质完善的行业直播解决方案的产

品。和商务直播支持高清视频直播、视频点

播、直播管理、CDN 分发、视频管理等功能，

同时具备多类型直播终端，可满足不同场景下

的直播需求，提供最专业的商务直播，打造完

美视听享受。方便学校远程培训，方便企业扩

大产品宣传，提升经营效益。 

http://heshangwu.miguclou

d.com/web/introduce.php 
赵彦孟 18863729889 

15 

（京东云

与 AI）滨

州京东云

盟信息技

术有限公

司 

云视频会议及

云桌面 

1、免费提供 3个月京东云 AI远程云视频及云

桌面应用，及时处置各种工作及指挥事项，避

免当面接触，降低传染风险；2、安全的硬件

及软件使用，完善的服务，确保使用无忧；

3、极大方便工作、学习、生活，轻松应对各

种突变。 

400-615-1212 王永坤/15318211211 

16 

青岛檬豆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新技术直播对

接平台 

玺品®直播平台软件从职场人社交切入，聚集

数万名创新供应商、研发工程师、采购人员，

用图片、语音、视频、文字等活泼的互动方式

交流企业采购供需、创新、技术难题，将“所

需”与“所能”有效对接，精准导流、在线交

互，让企业在疫情期间零接触完成供需对接、

新产品推介、技术难题交流等工作。 

链接：

https://xp.ningmengdou.co

m/#/recruitlist 

张瑞雪 18653251073  

 



协同办公类软件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或解决方案名称 功能及费用情况（不超过 150 字） 网络地址及技术支持电话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青岛海创

汇创业服

务有限公

司 

Handone团队任务管

理工具 

团队任务管理，项目管理，知识管理，可以

帮助企业更好的提高任务的执行力。20人

以下免费使用。20人以上每年 300到 6000

元不等。疫情期间免费使用到 5月底。 

www.handone.com 

18661774828 

刘培文 18661774828 

2 

青岛海创

汇创业服

务有限公

司 

石榴 CRM 

客户管理，线索管理，任务管理，合同管

理，审批管理，回款管理。帮助企业管理好

客户关系的一款工具。20人以下免费使

用。20人以上每年 300到 6000元不等。疫

情期间免费使用到 5月底。 

www.shiliucrm.com 

18661774828 

刘培文 18661774828 

3 

青岛海创

汇创业服

务有限公

司 

孵化园区在线管理服

务平台 

招商管理、企业管理、租赁管理、合同管

理、财务管理、会议室申请、活动管理、政

策解读、企业服务、投融资服务、园区报表

管理、园区领导层驾驶舱等。将园区线下、

纸质管理及服务网络化，做到工作留痕服务

留痕。疫情期间减少人为接触的同时提高管

理服务的效率和满意度。产品为 SaaS 产

品，原定价 9680元/年，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000套产品。 

tool.chuang8wang.com/ 

18661774828 

刘培文 18661774828 

4 

西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

青岛创新

中心 

远程扫描助手 

西门子远程扫描助手是针对各种医学影像设

备（CT/X光/超声）提供远程协助与远程诊

断为一体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已在全国多家

医院展开合作，提供远程教学、远程诊断等

服务。产品核心功能：•基于 5G技术的实时

音视频通信，高清图像无损传输•支持多路

高清摄像头全方位观察现场情况•产品安装

18910872091     李挺 

http://www.handone.com/
http://www.handone.com/
http://www.shiliucrm.com/
http://www.shiliucrm.com/
https://tool.chuang8wang.com/
https://tool.chuang8wang.com/


简单，即插即用，•网络环境与影像设备完全

隔离，确保信息安全•支持各主流厂家的影

像设备（包括 CT/X光/超声） 

5 

山东天风

软件有限

公司 

96005656服务平台 

积极响应国家税务总局号召，推广“非接触

式”办税服务，96005656服务平台为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纳税

缴费服务工作，免费为山东省纳税人提供山

东省电子税务局、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增

值税发票综合管理平台、社保费缴纳等系统

的技术咨询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最新山东

省电子税务局升级业务操作视频指导，最新

政策免费直播课，为企业提供电话、在线专

业人工服务与 24小时智能机器人服务，开

放微信、QQ、网站、客户端、APP、电话 6

大服务渠道。 

网址：

http://www.96005656.com/ 

技术支持电话： 96005656 

  高亮 18605393935 

6 

 上海云

轴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ZStack ZCCT工程师

在线认证培训 

ZStack 作为一家有责任感的国产云平台公

司，希望能为国家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

量！即日起，面向企业 IT人员以及所有云

计算爱好者：疫情期间免费开放 ZStack 

ZCCT 工程师在线认证培训，疫情不结束，

ZCCT 在线认证不收费。通关步骤只需 4

步：视频学习》理论考试》实践考试》颁发

证书！详情可查看 ZStack官网咨询！

（www.zstack.io） 

网址：www.zstack.io 技术支

持电话：400-962-2212 

董礼虎 13356675167 

7 

北京金山

云网络技

术有限公

司 

金山云在线办公系统 

金山云在线协同办公系统利用云计算技术加

上 WPS 和协同办公软件作为信息化平台，实

现视频会议、在线协同办公、工作审批、任

务流转、即时通信等功能，在行政办公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1）支撑企业远程的办公

管理和办公应用业务的运作，提升工作效

马先德 18811735703 张大勇 15553121151 

http://www.96005656.com/
http://www.96005656.com/
http://www.96005656.com/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率。2）使各种信息数据能共享使用，快速

检索、有效的知识积累和利用。3）方便获

取企业的各种数据，为决策提供参考。疫情

期间免费使用。 

8 

北京九思

协同软件

有限公司 

协同办公系统 V10.0 

通过系统实现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办公、

远程办公、移动办公、在家办公，无需见

面，完成信息发布、通知公告、公文收发、

在线流程审批、手机移动审批、网络会议、

任务布置、督查督办、协同工作等。其中疫

情监控模块可实现单位人员的健康数据采

集、防疫知识学习、疫情信息通报等。基础

版疫情期间免费使用，到 2020年 6月 30

日。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双方洽谈费用。 

www.jiusi.net400-082-9909 王兴业 18518633503 

9 

北京致远

互联软件

股份有限

公司 

致远 A6+/A8+ 

通过致远协同产品解决企业远程办公、日常

考勤打卡、薪资计算、流程审批、信息发布

公告、在线学习、远程会议、企业日常的业

务管理（费用报销审批、合同管理、人事管

理、客户管理） 

霍胜玉 18661750377 刘婷 13854260707 

10 

德州极速

软件技术

开发有公

司 

易站通全网营销解决

方案（19800元/

年） 

易站通是一款“Saas全网营销系统”，系统

集云蜂巢旺铺、百度爱采购、360搜索诚信

商家、B3B商盟平台、新闻门户、企业问

答、短视频、微信小程序、商盟通在线客服

等为一身，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品牌营销与

产品推广，同时在线提供最专业最全面的营

销战略定位、网站建设、营销诊断、网络推

广、网络实操人才培养等互联网+应用培训

等服务，帮助德州中小企业实现“德州造，

卖全球”，实现企业快速转型升级。 

http://www.tz1288.com 

0534-5019111 

付全迎 18005340588 

http://www.tz1288.com/
http://www.tz1288.com/


11 

德州极速

软件技术

开发有公

司 

如意宝四模建站平台

（6800元/套） 

如意宝四模简章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网营

销展示解决方案，系统采用 Saas云网站模

式，无需部署，即开即用，功能涵盖了 pc

网站、手机网站、微信公共号对接、微信与

百度双核小程序、智能名片、天助优+等一

系列企业应用，大大帮助中小企业减少搭建

成本与缩减营销费用。 

http://www.jisu360.cn 

0534-5019111 

付全迎 18005340588 

12 

德州浪潮

大数据产

业有限公

司 

浪潮 HCM远程办公考

勤平台 

为企业提供简约版远程办公考勤微信公众号

平台，提供“疫情上报”、“员工身体状况反

馈”、“员工隔离报备/申请”、“在家办公外

勤打卡”等功能，助力企业了解员工疫情期

间健康状况及考勤情况 

https://cloud.inspur.com 

400-607-6657 
王延龙 18553499339 

13 

德州浪潮

大数据产

业有限公

司 

浪潮云+智能协同云

平台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远程办公协同 APP平台，

提供疫情预防统计、统一门户平台、数字化

工作平台、社交化协同、智能助理、生态开

放平台等功能模块，为员工远程办公打造全

方位服务保障 

https://cloud.inspur.com 

400-607-6657 
王延龙 18553499339 

14 

德州浪潮

大数据产

业有限公

司 

远程办公协同云平台 

集数字化协作视频云平台、浪潮 HCM远程办

公考勤平台、浪潮云+智能协同云平台于一

体，为员工远程办公提供疫情预防统计、考

勤管理、高效沟通等全方位化服务，保障企

业正常运转 

https://cloud.inspur.com 

400-607-6657 
王延龙 18553499339 

15 

德州远景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云协同方案 

云之家，基于组织通讯录的即时消息、签

到、请假、文件、公告、会议及应用接入服

务，提高工作效率。云之家是中国企业移动

互联网领域的领先品牌。它通过移动办公与

团队协作 APP应用，帮助企业打破部门与地

域限制，提升工作效率，激活组织活力.收

费根据模块和用户数量计算.价格 800 元起 

0534-5040000 张士旺 18005344286 

16 

东营致远

方略软件

有限公司 

致远协同管理平台 

具备智能化、平台化、移动化、定制化、数

字化五大特性，聚焦企业“智慧流程、业务

定制、统一门户、移动办公、应用集成、数

网址地址：

http://a8demo.seeyon.com 

技术支持：13306473333 

张向远 13306473333 

http://www.jisu360.cn/
http://www.jisu360.cn/
http://a8demo.seeyon.com/
http://a8demo.seeyon.com/
http://a8demo.seeyon.com/


字决策”六大核心需求。 

17 

共享智能

铸造产业

创新中心 

共享学院 

随时随地线上学习，企业内训解决方案。疫

情期间免费使用，疫情过后可适当延期体验

时间。 

http://edu.kocelcloud.com/ 别永山 17353657507 

18 

济南爱维

互联网有

限公司 

爱维宝贝晨检机器人 

爱维宝贝晨检机器人以医用科技传感技术和

人工智能图像病征识别为技术核心，突破性

的提高了晨检的工作效率和筛查范围； 同

时相比传统晨检， 智能筛查标准更严谨更

客观 ；数据上的科学管理也为管理部门提

供了监管分析和问题追溯的有效途径 。具

备以下技术优势与特色：（1）3秒钟全自动

晨检筛查.（2）快速成像留存。（3）智能算

法辅助筛查。（4）同步刷卡考勤抓拍。（5）

智慧健康家校互联。 

0531-68621521；

www.aiwei365.com 

陈荣 13645316556 

19 

济南东之

林智能软

件有限公

司 

城市园林智能化防疫

控制系统 

功能：利用“测、管、控”智能化的新体

系，改善城市森林、园林、校区、住宅区、

绿化带等目前普遍存在的“人工作业、常规

喷灌”的现状。通过“用水量自动定制、作

业适应性强“的科学化方法，可根据土壤墒

情自动合理调整喷淋水资源，既能高效保持

生态环境，又能对植物适当保墒。费用：10

万-15万 

www.jndzl.com 0531-

86515525 

王秀亮 13793151792 

20 

平安国际

智慧城市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智慧园区 

基于平安“金融+科技”战略转型，支撑

ipark 智慧园区平台体系建设，打通园区各

项要素，辅以智慧化手段实现“人事物”的

三防连通，实现深度管理和服务、精细化运

营，并聚焦园区持续运营，关注园区的长期

发展和价值增长。提供大量配套服务空间和

设施，为入驻企业提供公共信息平台、公共

技术平台、行政服务中心、人才交流中心等

  刘富国 13046010995 

http://edu.kocelcloud.com/
http://www.aiwei365.com/
http://www.aiwei365.com/
http://www.jndzl.com/
http://www.jndzl.com/


公共综合服务平台。 

21 

平安国际

智慧城市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企业一体化平台 

智慧企业一体化平台，助力政府激发企业发

展活力，包括宏观经济与产业分析、营商环

境平台、企业服务平台、市场监管平台。实

现商事主体全揽、商事主题与社会经济分

析、企业活跃度分析等，助力提升营商环境

改善和企业发展。 

  刘富国 13046010995 

22 

平安国际

智慧城市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云小微 

“云小微”通过提供云代帐、云进销存系

统、企业电商门户、协同办公等低价高质的

刚需高额企业云服务，推动小微企业将企业

经营服务上云，帮助政府和金融机构获得精

准动态的企业经营状况画像，作为发放扶持

贷款和政策的数据依据，实现精准扶持/放

贷中小微企业。目前已为 2万+中小微企业

提供服务。 

  贾俊杰 18640367788 

23 

济南华梦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企业互联网应用综合

服务平台 

抗击疫情 回报社会，为配合信息化相应号

召，公司愿意免费提供企业化联网应用综合

服务平台，该平台原本作为公司 2020 年主

要项目，打造工业制造大数据系统，现免费

提供为各企业产品的供求贡献一份力量。平

台目前开发完毕第一阶段，主要功能包含：

1、企业入驻及信息登记；2、企业供应产品

详细展示；3、企业求购物资信息发布；4、

产品招商信息发布；5、原材料市场价格行

情统计；6、企业及产品视频展示；7、商会

及商圈交流；8、问答解决方案；9、企业官

网及名片 10、在线交流系统。本系统处于

前端内测展示地址：

www.yingshangdao.com 

韩孟 13805408851 

http://www.yingshangdao.com/
http://www.yingshangdao.com/


第一阶段，经测试功能正常，目前主要费用

在于人员工时费用、服务器费用、第三方插

件费用。现自愿免费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开展

工作。 

24 

济南京东

云齐鲁云

计算有限

公司 

智能语音外呼平台 

基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结

合京东智能客服多年实战经验，打造京东

AI智能语音外呼平台。疫情期间，助力政

府、企业、医疗机构、社区快速完成居民疫

情排查、回访及通知，主动探寻受访居民接

触情况和个人情况，自动回复记录并实时上

报疫情风险，减少人员之间接触、降低人工

电话回访工作量。 平台疫情期间免费。 

https://www.jdcloud.com/cn

/solutions/intelligent-

customer-service；400-623-

0183 

李晓萌 18953197965 

25 

济南灵当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灵当 CRM营销管理平

台 

灵当平台基于私有云部署（企业自主指定服

务器或托管于我方），集客户管理、销售过

程、销售订单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管理系

统，移动端无缝集成企业微信/钉钉，帮助

企业实现销售团队全业务流程的管控。服务

团队成员拥有专业的企业管理咨询经验及成

熟的项目实施经验。响应疫情政策，支持企

业免费使用 3个月； 

网络地址;待系统开通后提供

给用户；技术支持电话：

0531-88980800 

苏宁 15688498666 

26 

济南灵当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灵当协同办公管理平

台 

灵当平台基于私有云部署（企业自主指定服

务器或托管于我方），除客户管理及营销过

程管理外，亦支持员工协同办公及审批通

知，如日周月报、工资条、借款申请、付款

申请、用章用印申请、费用报销、员工健康

情况上报等功能，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配置

网络地址;待系统开通后提供

给用户；技术支持电话：

0531-88980800 

苏宁 15688498666 

https://www.jdcloud.com/cn/solutions/intelligent-customer-service
https://www.jdcloud.com/cn/solutions/intelligent-customer-service
https://www.jdcloud.com/cn/solutions/intelligent-customer-service
https://www.jdcloud.com/cn/solutions/intelligent-customer-service


表单及流程。响应疫情政策，支持企业免费

使用 3个月； 

27 

山东众生

数据数据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速达财务云记账 

会计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开启远程记账报税模

式。主要功能如下：1、凭证处理；2、会计

账簿；3、期末结账；4、财务报表；5、出

纳管理；6、固定资产及计提折旧 7、财务

分析。以上模块疫情期间免费使用，疫情之

后免费延长至一个会计年度（12个月），期

间无任何绑定和额外收费。 

18769390905 刘仁江/18769390905 

28 

山东众生

数据数据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速达财务云记账+进

销存 

财务及业务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开启远程记账

报税和进销存查询模式。主要功能如下：

1、采购管理 2、销售管理 3、仓库管理 4、

财务管理 5、出纳管理 6、固定资产及折旧

7、客户管理 8、业务报表查询。以上模块

疫情期间免费使用，疫情之后免费延长至一

个会计年度（12个月），期间无任何绑定和

额外收费。 

18769390905 刘仁江/18769390905 

29 

山东众生

数据数据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服务器托管 

疫情期间内免费提供对医疗物资重点保障企

业 IT 运维技术支持及服务器托管，疫情结

束后，服务费用 7折。（IP及带宽服务费用

另计） 

18606336986 司锡昊/18606336986 

30 

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金蝶管易云 

电商云服务平台、电商 ERP、电商进销存、

订单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管易云是金

蝶集团旗下专注提供电商云服务的子品牌，

目前拥有：电商 ERP、订单管理系统、仓储

管理系统、前端商城建站等 SaaS产品服

务，同时为客户提供新零售解决方案及电商

仓储管理解决方案。适用全行业多场景，可

无缝对接金蝶系产品，帮助企业实现线上线

https://www.guanyiyun.com 赵晓婷 13688611631 



下一体化，业财税一体化。金蝶管易云，致

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商云服务平台。1、

2020 年 3月 31日前，凡新客户订购管易云

C-ERP 产品任一版本，均可享受产品原价 8

折优惠； 

31 

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司 

中小微企业解决方案 

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蝶云星空、精斗云解

决方案。为企业提供财务、供应链、生产制

造、全渠道等一站式云服务。金蝶云星空基

于云计算、大数据、社交、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前沿技术研发的新一代战略性企业管理

软件平台。优惠政策如下：1、6月 1日

前，所有企业免费使用财务云、供应链云产

品（1-50用户）2、7月 1日前，K/3 WISE

及金蝶云星空私有云老客户升级公有云首年

减免 3个月租赁期；精斗云基于互联网技术

及软件交付模式创新，为企业提供 3大经营

服务，助力企业打造智能化、移动化、一体

化的经营管理体系。优惠政策如下：5月 1

日前，免费使用精斗云 V3云会计、云进销

存产品（1-5用户） 

http://www.kingdee.com/pro

ducts/galaxy 

赵晓婷 13688611631 

32 

金蝶软件

（中国）

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

司 

金蝶我家云 

社区防疫服务软件（PC、APP、H5）。金蝶我

家云，物业产业服务云（服务内容包括智慧

物业管理，资产运营，智慧园区等领域），

疫情期间为物业企业上线“社区防疫”服

务，协助小区记录业主人员健康情况及出行

情况，业主仅通过一部手机查看疫情通知公

告、生成社区出入电子凭证，以及实现智能

门禁、客服报事、社区商圈等便捷的一站式

服务，减少出门，降低感染风险，全方位保

https://www.wojiacloud.com

/ 

赵晓婷 13688611631 

http://www.kingdee.com/products/galaxy
http://www.kingdee.com/products/galaxy
https://www.wojiacloud.com/
https://www.wojiacloud.com/


障社区安全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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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金现代信

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

司 

金企信协同办公平台 

产品功能.金企信协同办公平台集信息发布

平台、IM消息平台、微应用、智能通讯

录、移动开发平台、协同办公平台等功能于

一体，全面支撑移动化办公过程。同时提供

即时通讯 SDK，仅需简单接入即可使三方应

用快速具备即时通讯能力，为定制化赋予无

限可能。产品报价,费用根据实际应用人数

和使用需求：私有化部署 20万元。 

网络地址：

https://im.jxdinfo.com 技

术支持电话 0531-88872666-

8107 

张树花 15753170656 

34 

金现代信

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

司 

人力资源协同办公云

平台 

1、产品功能.平台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实

现收集企业内部人力资源需求审批及发布，

供应商查看需求，并在线投递简历，用人单

位在线筛选简历，组织人员在线笔试，远程

面试等功能。在当前情况下，用人单位内

部、供应商、面试人、面试官可在线协调办

公，解决用人难题，不用面对面沟通。平台

基于 j2ee架构，适用于不同行业、不同性

质的企业。2、产品报价,  50万左右/套，

可根据选用模块的多少来具体确定。 

网络地址：

http://180.76.107.240:8080

/rlzy/login 技术支持电话：

15318820124 

张树花 15753170656 

https://im.jxdinfo.com/
https://im.jxdinfo.com/
https://im.jxdinfo.com/
https://im.jxdinfo.com/
http://180.76.107.240:8080/rlzy/login
http://180.76.107.240:8080/rlzy/login
http://180.76.107.240:8080/rlzy/login
http://180.76.107.240:8080/rlzy/login


35 

聊城浪潮

电子信息

有限公司 

浪潮 HCM Cloud 

浪潮云+ 

浪潮视频云平台 

浪潮 HCM Cloud是基于互联网+”的人力资

源服务平台，疫情期间免费开放员工身体状

况反馈。解决抗疫期间员工身体状况反快、

员工隔离报备申请、家办公打卡、远程培训

等需求，保证企业人力工作在疫情期间如期

进行，满足员工在家办公的需求。是(6月

30日前免费) 

浪潮云+是一款移动办公与团队协作的

app，提供移动门户、数字化工作、社交协

同、智能助理及开放后台等服务。解决抗疫

期间疫情预防统计、任务督办、即时通讯、 

企业云盘需求，保证企业日常工作在疫情明

间如期进行。。是(6月 30日前免费)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期间人员聚集，解决沟通

无法面对面以及沟通地质低效的难题为政府

和企业提供在线视频服务，覆盖政务协同政

策宣讲，协同办公与管理，应急处置可视指

挥，现场执法，培训学习等 5大场景，有效

减少聚集，，提高办公效率和疫情防控。是

(6月 30日前免费) 

https://cloud.inspur.com/a

ctivity/hcm-cloud/ 

http://icform.inspurclouda

pi.com/filling/f/xt05ox34 

http://icform.inspurclouda

pi.com/filling/f/ogT6z5C1 

宁中为 13563508655 

贾政 18963518003 

36 

聊城浪潮

电子信息

有限公司 

浪潮 PS移动应用 

浪潮 ERP不做流程和业务调整前提下，通过

配置即可实现移动应用于 PS系统的无缝对

接 APP。全面满足企业人员手机端业务管理

需求，随时随地处理业务审批，方便高效；

企业领导随时随地可查看企业经营数据和管

理报表，及时了解和管控企业运营情况；及

时通讯方便企业内部沟通与协作，协同办公

提高事务处理效率；(6月 30日前免费) 

  宁中为 13563508655 



37 

聊城新之

华网络科

技有限公

司 

有赞微商城 

有赞微商城具有功能强大的电商系统：1、

全渠道开店拓客，海量曝光：微信、小程

序、快手、QQ、微博、百度、小程序、支付

宝生活号等平台招揽顾客。2、近百种营销

玩法，提升成交：给你基于销售和消费大数

据的在线营销平台。3、系统化管理客户，

更多会员更多成交：利用客户画像、权益

卡、储值卡等，帮你持续挖掘单客价值，搭

建顾客增值系统。4、分销拓展销售渠道，

让更多人帮你卖货。 目前，聊城的各大企

业、商家有近千家的使用规模。否 

https://www.youzan.com/ 黄静 18606358545 

38 

临清乳泰

奶业有限

公司 

乳泰奶业商城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实现食品安全流通交易综合服务电

商平台。工厂进行产品直销，消费者可以下

订单支付购物。是 

关注“乳泰奶业 RuTai”公众

号，即可进入微商城。 
田军 15906359495 

39 

日照丰合

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金蝶云之家 

员工健康打卡、防疫智能化、高效沟通、工

作部署、专项审批、防疫知识传递、协同会

议等服务。 新建团队 6月 1号前可以免费

使用健康打卡、iM和疫情助手应用（不限

制人数），提供一个月付费版本试用。后续

收费按使用模块，使用人数来进行收费，详

情电联。 

https://www.yunzhijia.com 

15965002006 

丁甲 15965002006 

40 

日照丰合

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金蝶云 

金蝶云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型 ERP，是基

于 WEB2.0 与云技术的新时代企业管理服务

平台。精细化支持企业财务管理、供应链管

理、生产管理、s-HR管理、供应链协同管

理等核心应用。提供一个月付费版本试用。

后续收费按使用模块，使用人数来进行收

费，详情电联。 

https://www.ik3cloud.com 15

965002006 

丁甲 15965002006 

https://www.youzan.com/
https://www.yunzhijia.com/
https://www.yunzhijia.com/
https://www.ik3cloud.com/
https://www.ik3cloud.com/


41 

日照丰合

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我家云 

我家云产品是采用开放平台架构构建的，可

为客户提供高安全高可靠的 SaaS服务，整

合金蝶强大的云生态，帮助物业企业打造财

务、业务、移动办公的物业一体化云解决方

案。提供一个月付费版本试用。后续收费按

使用模块，使用人数来进行收费，详情电

联。 

https://www.wojiacloud.com 

15965002006 

丁甲 15965002006 

42 

山东阿凡

提软件科

技有限公

司 

金蝶云星空 ERP 

支持云端多组织业务协同、精细管控：财务

云、供应链云、生产制造云、全渠道云等，

是金蝶凭借 26年对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深

刻洞察和实践，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社

交、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的新

一代战略性企业管理软件平台。6月 1日

前，所有企业免费试用金蝶云星空企业版产

品。 

www.sdafat.com 0631-

5221191 

李军瑞:15588385011 

43 

山东阿凡

提软件科

技有限公

司 

金蝶我家云 

物业产业服务云（服务内容包括智慧物业管

理，资产运营，智慧园区等领域），为物业

企业上线“社区防疫”服务，协助小区记录

业主人员健康情况及出行情况，业主仅通过

一部手机查看疫情通知公告、生成社区出入

电子凭证，以及实现智能门禁、客服报事、

社区商圈等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减少出门，

降低感染风险，全方位保障社区安全社区，

对写字楼物业、园区物业同样适用。疫情阶

段免费提供物业企业使用：智能疫情助手、

访客通行、社区出入电子凭证、防疫通知公

告 

www.sdafat.com 0631-

5221191 

李军瑞:15588385011 

44 

山东爱特

云翔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云监控 

爱特云翔云监控服务为用户提供远程监控设

备以及 APP，帮助企业进行远程的视频监控

与查看。疫情期间免费使用，设备归属爱特

云翔。 

http://flsay.cn/cloud/inde

x.html 13011629913 

孙新波 13011629913 

https://www.wojiacloud.com/
https://www.wojiacloud.com/
http://www.sdafat.com/
http://www.sdafat.com/
http://www.sdafat.com/
http://www.sdafat.com/
http://flsay.cn/cloud/index.html
http://flsay.cn/cloud/index.html


45 

山东安易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VSSL-VPN 

1、通过本地虚拟机资源部署 VSSL-VPN，用

户远程接入本地内网的 OA、ERP等办公应用

2、通过公有云虚拟机资源部署 VSSL-VPN，

实现员工远程截图公有云的 OA、ERP等办公

应用。疫情防控期间免费。 

/ 孙大伟 18906367575 

46 

山东百仕

达地标产

业有限公

司 

家优选社区团电子商

务平台 

平台整合全国优质地理标志产品、名优特农

产品，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可实现一键开

通县、镇、社区店铺，可实现社区团购一件

代发，减少外出机会。 

小程序：家优选 刘宗林 18805340893 

47 

山东邦采

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T云 

该系统涵盖平台（域名+备案+云主机+可视

化后台+SEO臻系统+客服系统+流量监测+关

键词监测=八合一智能建站，中控后台一次

覆盖 PC、手机、小程序、H5、智能商铺、

电商、小程序电商）建设、线上（包含

3000 余家高权重 b2平台、新浪、搜狐、网

易、腾讯系、今日头条、优酷、爱奇艺等）

营销推广、潜客（广告追踪及潜客行为习惯

筛查）挖掘、数据回收及分析，依托网络高

权重媒体平台，多维度进行企业正面信息报

道，快速提升企业的网络形象和口碑，同时

系统内部直接集成 crm、fmss、hr、oa 系统

并提供移动端与 pc端结合解决方案，并且

定期更新营销操作培训及营销思路分享，为

企业提升软性营销实力，助力企业打造线上

云办公管理及推广营销转化等工作。现针对

疫情情况，我公司退出特惠价格，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签约任一套餐均可 8折优惠，部

分套餐介绍：1、基础推广版（仅包含线上

推广功能）：原价 5980元/年，现价 4800 元

/年 2、基础版（包含平台建设、线上推

广、办公系统）：原价 19800元/年、现价

15800 元/年 3、全功能尊享版：原价 49800

www.sdbangcai.com 

www.71360.com 技术支持电

话：17621008777 

韩龙 18669557521 



元/年，现价 39800元/年 

48 

山东达创

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达创科技资产管理系

统 V1.0 

功能：结合客户需求制定资产业务流程，使

资产管理有效自动协同，实现工作流程化、

标准化；通过移动盘点，实现“实物”与

“账”的统一管理；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管

理；以资产卡片为中心，可查询资产完整信

息，实现远程协同办公，线上办公。费用：

根据客户需求确定，价格区间：5-50 万。

先后为山东体彩、菏泽交警等部署实施。 

http://demo.dachkj.cn/iPor

tal/publish/Default.aspx；

技术支持电话：18653180079 

宋玉妹 13245416436 

49 

山东达创

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达创流程化招标采购

管理系统（简称：

PBM）V2.0 

功能：基于企业自主招标，采用内部管理和

线上招标相结合的方式，打破时间空间限

制，实现远程办公。招投方：采购申请及招

标流程的发起、审批；在线招标、开标、评

标及信息公布；信息统计及查询。投标方：

注册、投标、公告查询；投标信息统计。费

用：根据客户需求确定，价格区间：50-60

万。先后为中粮黄海、山东德建等部署实

施。 

http://dev.dachkj.com:5029

0/Bid_Index/Bid_Index/Form

/default.aspx；技术支持电

话：18605310614 

宋玉妹；13245416436 

http://demo.dachkj.cn/iPortal/publish/Default.aspx
http://demo.dachkj.cn/iPortal/publish/Default.aspx
http://demo.dachkj.cn/iPortal/publish/Default.aspx
http://dev.dachkj.com:50290/Bid_Index/Bid_Index/Form/default.aspx
http://dev.dachkj.com:50290/Bid_Index/Bid_Index/Form/default.aspx
http://dev.dachkj.com:50290/Bid_Index/Bid_Index/Form/default.aspx
http://dev.dachkj.com:50290/Bid_Index/Bid_Index/Form/default.aspx


50 

山东福生

佳信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智慧党建身份识别系

统 

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各级组织部门可实时督

查、随机抽查、调阅记录；解决组织管理

难、学习难、人员覆盖等问题，节省会议开

支增强组织观念。在疫情期间面向基层组织

部门提供信息化的解决方案，实现基层人员

的管理助力。疫情期间 软件部分免费 

www.fosung.com技术支持电

话：18553172777 

范道峰 18553172777 

51 

山东福生

佳信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解

决方案 

本方案聚合城市基层治理基本数据，通过搭

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平台，实现多网合一、

互联互通，促进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

度融合。在疫情期间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

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新格局。疫情期间 软件部分免费 

www.fosung.com技术支持电

话：18553172777 

范道峰 18553172777 

52 

山东金财

互联数据

服务有限

公司 

金财代帐 

金财代账是面向财税代理行业代账提供集发

票采集、记账、报税于一体的业财税管理平

台， 非接触式处理财税业务。使财税服务

机构在线处理财税事务。使工作变得更轻

松，管理更简单。 

网络地

址;http://es.jchl.com 技术

支持电话：400-99-12366 

张田田 17705412366 

53 

山东金财

互联数据

服务有限

公司 

金财管家（云会计

版） 

金财管家（云会计版）是面向小微企业财

务、票财一体化管理的财务软件。扫票自动

上传，无接触化办公，根据预置的凭证引擎

发票智能生成财务凭证，自动生成报表。提

供可视化的经营状况统计，财务分析报表。 

网络地

址;http://ykj.jchl.com 技

术支持电话：400-99-12366 

张田田 17705412366 

54 

山东金桥

网络技术

有限责任

公司 

360“安全云盘” 

功能：针对本次疫情防控的隔离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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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针对本次疫情防控的需

要，可免费提供使用到 2020-6-30的云盘套

餐服务。 

网络地址：

https://yunpan.360.cn/ 技

术支持：400-669-3600 

肖宝华 15269139988 

http://www.fosung.com/
http://www.fosung.com/
http://www.fosung.com/
http://www.fosung.com/
http://es.jchl.com/
http://es.jchl.com/
http://es.jchl.com/
http://ykj.jchl.com/
http://ykj.jchl.com/
http://ykj.jchl.com/
https://yunpan.360.cn/
https://yunpan.360.cn/
https://yunpan.360.cn/


55 

山东金桥

网络技术

有限责任

公司 

360 远程“云盾甲” 

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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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针对本次疫情防控的

需要，可免费提供使用到 2020-6-30的云盾

甲套餐服务。 

网络地址：

http://360panyun.cn/ 技术

支持：400-669-3600 

肖宝华 15269139988 

56 

山东九源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全面预算管理软件 

简单、高效、整合、灵活的预算管理信息化

工具，基于企业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管控需

求，独立或者与第三方软件集成使用，实现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控制、费用管

控、执行与控制分析，最终实现全面预算管

理。此产品免费，收取实施（人工）费用。 

18596261855 张永泉 13365340187 

57 

山东蓝狐

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社区团购小程序 

按照社区设定团长，客户线上下单选择离自

己最近的团长，下单后总后台根据订单情况

打包统一配送到团长位置，顾客到团长位置

取货，团长通过扫码核销订单。（具体功能

细节可电话咨询），费用基础版免费     

刘平，15253924343 刘平 15253924343（微信同号） 

58 

山东联信

征信管理

有限公司 

乡村振兴综合金融服

务平台 

在线打造集合“金融产品+融资对接+宣传教

育”等功能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综合超市，

实现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一站式集成，实现用

户需求与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与智能匹配。促

进金融机构增加获客渠道、简化流程、提高

效率；推动乡村振兴信贷融资持续增量扩

面、信贷融资成本逐步降低，拓展金融服务

多元化。免费推广使用。 

http://lyxzt.com/ 王振宇 16653911629 

59 

山东纳六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 CRM客户关

系管理系统 

主要功能：客户管理（销售线索管理，客户

管理，客户池管理，商机管理，合同管理，

回款管理）、OA办公（通讯录，工作日志，

审批管理，日程，任务）、商业智能（员工

济南市历下区华能路 19 号 电

话：13864198606 
卢怀华 13864198606 

http://360panyun.cn/
http://360panyun.cn/
http://360panyun.cn/


客户分析，销售漏斗，回款统计，产品销售

情况统计，业绩目标完成情况）。软件免费

提供。 

60 

山东纳六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企业上云迁移 

企业上云数据迁移是指为客户提供将 asp，

ASP.NET、PHP、等 WEB应用和数据库的迁移

到各大云平台的服务。本服务 2020年 5月

1日前免费 

济南市历下区华能路 19 号 电

话：13864198606 
卢怀华 13864198606 

61 

山东纳六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企业网盘电子化存档

管理系统 

为企业提供企业网盘,企业云盘,私有云存储

解决方案。采用纯软件部署方式。集中管

理，便捷协作，安全加密，知识库，精细权

限。软件免费提供 

济南市历下区华能路 19 号 电

话：13864198606 
卢怀华 13864198606 

62 

山东企联

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百度百聘线上招聘套

餐 

百度百聘是百度公司旗下专业的招聘垂直搜

索引擎，依托百度强大搜索引擎与流量，聚

合全网数百家招聘站点，覆盖 600多个行

业，支持求职者一键投递简历，由此积累了

大量的人才简历，在疫情期间帮助企业快速

解决用人需求，实现快速复工复产。 

www.dumingpian.com 

13325103858 
史晓凯  13325103858 

63 

山东盛和

利友信息

咨询有限

公司 

好会计-专业版 

智能云财务助力会计转型，为小微企业量身

打造的一款专业云财务 SAAS应用，帮助财

务人员通过 PC端、手机端、微信端随时随

地管理现金银行、发票、往来、报税、经营

分析等，高效、智能提升小微企业财务管理

水平。1998元/年（5帐套 3用户） 

http://h.chanjet.com 岳玲

茹 18663128930 

岳玲茹 18663128930 

64 

山东盛和

利友信息

咨询有限

公司 

T+cloud普及版 

智慧云管理：商贸批发商、经销商、连锁零

售商、贸易和生产企业自动计算库存成本，

无需等到月底，随时出具成本结果 1、商品

成本实时更新，销售毛利随时知晓 2、支持

多年度账务集中处理，支持科目多版本 3、

T+财务模块的 SaaS云端模式，免安装、免

维护、按需购买、免费升级 4、异地仓库、

办事处、分支机构财务管理 5、电脑/手

https://cloud.chanjet.com

岳玲茹：18663128930 

岳玲茹 18663128930 

http://h.chanjet.com/
http://h.chanjet.com/
https://cloud.chanjet.com/
https://cloud.chanjet.com/


机，随时随地随需使用（2980元/年（5帐

套 3用户） 

65 

山东盛和

利友信息

咨询有限

公司 

友空间协同办公 

友空间，在疫情期间免费提供员工健康管理

服务、协同办公、视频会议、在线协作服

务，主要包括：健康上报、健康统计、返工

统计、在家办公统计；线上视频会议、云直

播、在线 IM即时通讯、微邮；移动审批、

移动考勤、在线公告、工作汇报、日程、企

业订阅、企业文库等。费用：疫情期间免费

使用 

https://ec.diwork.com/ 服

务电话：4006319588 

岳玲茹 18663128930 

66 

山东硕成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线上商城对

接平台 

人工智能线上商城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创业

人员开展技术交易、技术转让的服务平台，

客户可直接在商城进行产品开发、信息服务

的对接与购买，并打造了技术创业知识库，

商户可进行付费查询、咨询，疫情期间免费

开放。 

http://120.76.218.180:869/

AiMonryPro/html/index.htm 

13601101842 

李凤荣 15662752819 

67 

山东新海

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远程协同办公平台 

与阿里云合作，平台包括六大核心业务场

景：新协同，集成钉钉、云邮箱和 OA 等工

具，实现全员在线，全域高效协同；新管

理，具有每日健康打卡、视频监控、考勤和

日志等功能，实现全链路数字化管理和监

测；新学习，包括远程培训、云课堂、云知

识库，实现全员持续学习与知识沉淀；新研

发，具有项目与任务管理、RPA机器人联动

多个系统，自动执行完成工作，实现研发、

协作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新链接，利用云桌

面、云企业网及远程会议，实现基础设施云

化、连接持续在线；新安全，让线上线下全

15610235656 宋洋 15610235656 

https://ec.diwork.com/
https://ec.diwork.com/
http://120.76.218.180:869/AiMonryPro/html/index.htm
http://120.76.218.180:869/AiMonryPro/html/index.htm
http://120.76.218.180:869/AiMonryPro/html/index.htm


流程安全可控。根据企业需求情况收费。 

68 

山东新吉

家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口袋助理 

CRM 管理软件是我们的的拳头产品。该产品

有移动 OA、移动外勤、智能 CRM、电话销

售、进销存等功能。在疫情期间，购买我公

司产品的企业通过口袋助理，实现了通知公

告、工作日志汇报、定位考勤、电话销售等

功能，满足了公司管理的基本需要。在疫情

期间，部分功能免费，收费功能按照 75折

收费。 

https://www.kdzl.cn/ 

18396837858 

于国君 18396837858 

69 

山东新农

商软件科

技有限公

司 

银行业务预约系统 

基于银行公众号开发的在线业务预约系统并

通过公众号及时通知给各网点的负责人，避

免频繁出入银行各营业厅免费 

https://yuyue.xnssoft.com 18865212201 

70 

山东鑫诚

信电子科

技有限公

司 

企业微信：为企业提

供内外沟通与管理的

完美解决方案。 

企业微信与微信一致的用户体验，使用培训

零成本；与微信的连接，主要功能：1、在

线预约、即时音视频会议（疫情期间支持

300 人）；2、集成考勤、办公、审批、会议

直播、微文档、微盘等更高效的通讯与办公

工具。3、可以直接注册，免费使用。4、企

业微信认证，需付 300元/年的认证费（实

现企业名称唯一性、安全、企业支付等功

能） 

https://work.weixin.qq.com

/ 技术支持电话：

18853353787 

庄杰 18866633881 

https://www.kdzl.cn/
https://www.kdzl.cn/
https://work.weixin.qq.com/
https://work.weixin.qq.com/
https://work.weixin.qq.com/


71 

山东用友

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友空间 

友空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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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

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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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营成本，

赋能员工和团队，激发组织活力。【免费】 

友空间官网：

https://ec.diwork.com/ 
尹思远 13866729660 

72 

山东用友

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U订货 

升级 B2B营销模式，采购、要货全渠道线上

交易及管理，渠道线上直达，促销信息即时

在线发布，严格渠道管理，支持渠道在线订

货，升级线上体验，订单进度、物流信息实

时可查；线上快捷对账，实现业务的前中后

台一体化。【新用户一个月免费使用】 

微信公众号:U订货 。U 订货

官网：

https://udh.yonyoucloud.co

m  

尹思远 13866729660 

73 

山东尤尼

克斯技术

有限公司 

远程无纸化办公管理

系统 

无纸化大数据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企业管理中

的办公管理、招商管理、营销管理、客户管

理、商务管理、业务管理等，系统还建有电

子签章系统，方便员工实现网上签字盖章，

大大减少线下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员

工还可通过外端登录上报每日、每周工作情

况，方便管理人员随时部署、分配工作。疫

情期间，使用此系统可大大减少人与人接

触，并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已免费提供给一

些老客户使用。 

oem.xinzhun2040.com；

15562562307 

杨阳 18763997628 

74 

山东有人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有人云 

该产品具有云组态管理功能，0编程拖拉式

快速实现客户应用界面；远程监控和管理联

网设备，在云端轻松批量修改设备参数，支

持远程打开产品内置网页，配置参数；数据

采集处理，支持主流联网设备协议（如 PLC

设备）的解析，快速实现边缘终端设备数据

的采集，实现云端组态展示和控制。疫情期

间公有云免费，疫情相关设备入云也免费；

http://www.usr.cn；技术支

持电话：刘炜 17862983395 

邓源硕 18668932840 

http://120.56.209.156:8088/
http://120.56.209.156:8088/
http://www.usr.cn/
http://www.usr.cn/


如需私有云部署，疫情期间优惠价格 20万

元。 

75 

山东远联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MICC全媒体智能客

服云平台远端坐席解

决方案 

MICC 全媒体智能呼叫中心远端坐席解决方

案，是集电话、短信、WebCall、微信、

QQ、APP、视频、微博、Email等多媒体应

用为一体，为客户提供新一代的智能服务。

通过 MICC全媒体智能呼叫中心可实现远端

坐席对来自不同媒体接入的客户同时提供服

务，而非传统的一对一服务，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同时客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的接入方式，与 MICC全媒体智能

呼叫中心进行交互，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和

使用的便捷性。按照坐席情况、资源使用情

况，不同的费用。疫情期间平台可以免费，

其他通信费用单算。 

http://cc.ylinkcloud.com/u

cmweb；13583176852 

李世勇；13708931324 

76 

山东云朵

软件有限

公司 

云之家移动办公 

功能：云之家产品以组织、消息、社交为核

心，通过应用中心接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向

企业与用户提供丰富的移动办公应用，同时

可连接企业现有业务(ERP)，帮助企业/团队

打破部门与地域限制，提高沟通与协作效

率，帮助中国企业快速实现移动化转型，知

名用户包括万科、海尔、乐视、韩束等。费

用情况：复工复产优惠：即日起至 2020 年

6月 30日新申请注册并实名认证的企业客

户赠送价值 1100元的 30000分钟云之家智

能语音会议并免费开放云之家智能协同云基

础版应用服务到 2020年 6月 1日。 

http://yunzhijia.com张明永

15192978788 
张明永 15192978788 

http://cc.ylinkcloud.com/ucmweb
http://cc.ylinkcloud.com/ucmweb


77 

山东正舟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正舟微办公（OA系

统） 

基于微信开发，公司业务流程，工作流，审

批流，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    疫情期间

优惠价 3万元/套 

庞云召   18264334186 王学杰 13409091586 

78 

上海云轴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ZStack云平台 

ZStack 云平台是产品化的 IaaS软件，通过

提供统一的平台来管理包括计算、网络、存

储在内的数据中心资源。混合云版真正实现

了控制面和数据面的完全打通，给用户提供

无缝混合云的体验。疫情期间，ZStack 将

免费支持抗击疫情项目，用实际行动抗击疫

情。详情可查看 ZStack官网咨询！

（www.zstack.io） 

网址：www.zstack.io 技术支

持电话：400-962-2212 

董礼虎 13356675167 

79 

上海云轴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ZStack Mini超融合

一体机 

ZStack Mini 超融合一 体机(简称 ZStack 

Mini)，两节点起步， 提供超小型云计算一 

体机，将高度集成化的双子星硬件与

ZStack 灵活强大的核心引擎互相结合，助

力边缘计算等创新场 景，实现企业上云零

门槛。疫情期间，ZStack将免费支持抗击

疫情项目，用实际行动抗击疫情。详情可查

看 ZStack官网咨询！（www.zstack.io） 

网址：www.zstack.io 技术支

持电话：400-962-2212 

董礼虎 13356675167 

80 

上海纵数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坐席 

DELTAPATH 是一家专业的统一通信设备制造

商, 全球 94国家 1000多家客户,大陆 200

多家客户正使用 DELTAPATH平台, 

DELTAPATH 可提供 UC统一通信 , 呼叫中

心, 视频协作等应用和服务。 DELTAPATH

联合云合作伙伴, 疫情期间,免费为医疗行

业及其他企业客户提供:手机 APP移动座机, 

即时信息, 在线坐席客服系统。 

www.maidiyun.com支持电话：

18660192650 400-600-2378 

谭翔 13917611958 

81 

上海纵数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远程对讲调度 

 DELTAPATH 可提供 UC统一通信 , 呼叫中

心, 视频协作等应用和服务。 DELTAPATH

联合云合作伙伴, 疫情期间,免费为医疗行

业及其他企业客户提供:通过无线或者移动

网络手机 APP对讲机(一键对讲调度) 。 

  谭翔 1391761195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zstack.io/
http://www.maidiyun.com支持电话：18660192650
http://www.maidiyun.com支持电话：1866019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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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服科

技有限公

司 

桌面云 

1、搭建虚拟化桌面平台实现员工在家访问

自己的业务办公桌面  

2、在家办公期间保障单位数据安全，不影

响办公效率 

  张士彦 13305334715 

83 

深信服科

技有限公

司 

深信服移动安全办公

接入平台 

可以提供 pc及手机一体化移动办公软件，

方案保障远程办 公数据加密安全，同时通

过指纹，面部识别认证加强办公便利性 

网址：

http://pages.sangfor.com.c

n/adesk-emergency-support 

胡工 13156191360 

张士彦 13305334715 

84 

威海友和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天联高级版 

天联高级版产品是一款 助力企业实现 “居

家办公” 或 “云端办公”的应用虚拟化软

件，可以实现企业现有的软件无需任何改

造，只需要安装上天联高级版软件产品，即

可以实现在家，或在手机端随时随地访问，

实现“远程办公”的需求；同时支持软件在 

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 等各大云服务器

环境快速部署。现阶段开放 2个月免费试

用；2000/许可 

https://gnway.company.xuan

ruanjian.com/ 技术支持： 

18137677752 

黄威 18660369006 

85 

威海友和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星云计划 

致远互联基于致远协同云平台，正式启动

“星云计划”：面向企业和组织免费开放旗

下 A6+中小企业云、“Formtalk”大数据采

集云、“薪巴巴”人力资源管理云平台三款

产品；通过数据共享和资源协同，打造 

“企业服务综合体”，用科技的力量助力企

业和组织做好疫情管理、做好企业经营；我

们希望在此关键时刻，通过此活动用大生态

的力量为万家企业和百万员工提供远程办公

支持。 

客户申请链接：

https://www.formtalk.net/p

ub.do?f=966661DEE91619A878

70C2C0080B3863A38610334267

E68D5697058C98477B32 

朱美儒 15065122818 

https://gnway.company.xuanruanjian.com/
https://gnway.company.xuanruanjian.com/
https://gnway.company.xuanruanjian.com/


86 

威海友和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用友云运营管理 

完全基于公有云的细分应用产品，满足企业

强化部门级应用的需要，可以与 ERP系统集

成，实现单据、报表或审批的无缝衔接；发

票云/电子发票：平台费用 29,800元（发票

10万张以内）；平台费用 80,000元（发票

10 万张以上）；+发票 0.10元/张；云党

建：100人版-标准包 30,000元/年（默认

带 10G 空间用于存储文件等）；200人版-标

准包 48,500元/年（默认带 10G空间用于存

储文件等）；采购云/友云采：39,800 元/年

以上（互联网采购超市、网上招标等）；营

销云：U会员:98,000元/年；U订

货:59,800元/年 

https://www.yonyoucloud.co

m/product.php?id=3 

https://www.yonyoucloud.co

m/product.php?id=7  

https://www.yonyoucloud.co

m/product.php?id=9 

朱美儒 15065122818 

87 

威海召文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Inti.office协同办

公系统 

功能：公文、档案、新闻、会议、督办、请

假等功能模块，符合企事业单位的办公习

惯，用户可通过电脑及手机轻松完成日常办

公（可远程办公），并且实现痕迹保留、短

信通知、移动办公、数据接口等 OA领域技

术。费用：1、标准产品（非个性定制模

块）5万～25万，具体根据用户数、功能范

围定价。2、个性模块定制开发，人天单

价：1000元/人天。 

http://www.whzwtx.com 

0631-8368988 

孙虎顺 18663111230 

88 

威海召文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有度即时通讯软件 

功能：超大组织架构支持和实时刷新、消息

云端存储、客户端全平台覆盖、分级管理、

安全控制等，更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对

内部即时通讯平台的需求。费用：永久授权

100-280元/人。年费授权 28-70元/人。可

提供免费试用版。 

https://youdu.im/ 0631-

8368988 

孙虎顺 18663111230 

89 

潍坊市云

计算中心

（浪潮）

建设管理

远程办公协同云平台 

集数字化协作视频云平台、浪潮 HCM远程办

公考勤平台、浪潮云+智能协同云平台于一

体，为员工远程办公提供疫情预防统计、考

勤管理、高效沟通等全方位化服务，保障企

https://cloud.inspur.com 

400-607-6657 

孙世亮 0536-8097698 

http://www.whzwtx.com/
http://www.whzwtx.com/
https://youdu.im/
https://youdu.im/
https://cloud.inspur.com/
https://cloud.inspur.com/


有限公司 业正常运转。2020年 5月 31日前标准版免

费；定制版收费。 

90 

烟台海风

网络工程

有限公司 

销服 365 

以经销商与客户为核心，从经销商/客户管

理，公海私海，计划汇报，商机跟踪，在线

下单，信用额度，特价申请，回款状态，发

货状态，售后报销，维修过程，旧件返还等

方面，与 ERP打通，汇总大数据进行分析提

供决策。 费用情况：自使用之日起至疫情

结束。 

test.softasaservice.com 账

号 test 密码 12345678技术支

持电话 17362136383 

王登波 15589595879 

91 

政和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政和创新创业服务云

平台（简称“政和

通”） 

功能：平台基于 O2O模式，通过打造政策服

务、中介服务、技术供需对接、投融资对

接、创业场地、创业培训、活动支撑、会议

支持等线上功能，整合政策、技术、服务、

活动、人才、资金等资源，面向以政府、企

业、服务机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管理部

门、专家、创客等为主体的用户群提供一站

式、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服务。费用：免费 

网络地址：www.zhenghe.cn 

技术支持电话：0531-

88873113 

国鹏 18660172267  

92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分公司 

云监控 

天翼云监控利用电信自身能力平台，实现企

业进出人员识别，行为规范及越界检测。可

帮助企业提供员工人脸（口罩）识别，员工

公共区域行为分析，达到提高筛查效率及规

范员工行为的目的。本产品实行按月付费。 

技术支持电话 18953197614 魏锡彦 18953197958 

93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分公司 

天翼大喇叭 

天翼大喇叭是以 4G音柱、高音喇叭、IP话

筒为设备载体，打造无线化、互联网化、数

字化的信息发布类产品。企业用户在手机上

就可以远程操作实现通知厂区和部门做好防

控疫情工作。本产品实行按月付费。 

技术支持电话：18953197437 魏锡彦 18953197958 

94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云桌面 

天翼云桌面依托中国电信天翼云，通过手

机、PAD、PC、TC（瘦终端）等实现多种终

端接入云端，方便企业用户实现远程桌面服

技术支持电话：18953311022 魏锡彦 18953197958 

http://test.softasaservice.com/
http://test.softasaservice.com/
http://test.softasaservice.com/
http://www.zhenghe.cn/
http://www.zhenghe.cn/
http://www.zhenghe.cn/


分公司 务，随时随地办公。解决企业弹性办公的需

求。本产品实行按月付费。 

95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分公司 

天翼对讲 

天翼对讲业务基于中国电信广覆盖、大容量

的移动通信网络和电信级的业务管理平台，

通过具有对讲功能的手机终端和智能机可下

载客户端，为客户提供半双工的对讲业务，

以及半双工转双工的语音业务。企业可以使

用天翼对讲进行单呼、临时组呼、预定义区

组等实现厂区内指挥调度。至疫情结束，免

对讲功能费。 

技术支持电话：18953197544 魏锡彦 18953197958 

96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分公司 

云医院 

为保障新建医院业务系统能够快速、稳定的

上线使用，天翼云医院向客户提供按需租用

的 IT 基础资源（计算、存储、网络等）租

用服务。客户可以便捷地进行资源申请、资

源管理与监控，快速部署应用，并根据需求

动态弹性扩展租用资源。本产品实行按月付

费。 

技术支持电话：18953197967 魏锡彦 18953197958 

97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

分公司 

云课堂 

云课堂作为在线直播课堂，停课不停学，实

现老师向学生进行直播教学，多终端轻量级

接入收看，家长也可以接收旁听。至疫情结

束，免费提供服务。 

技术支持电话：18953198410 魏锡彦 18953197958 

98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

公司 

电子合同 

为疫情期间纸质合同无法流转问题，基于可

靠电子签名技术，设计开发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电子合同系统，专门应用于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个人之间协议/合同电子签约。可提

供线上服务和单独部署服务。 

http://61.138.142.30:8085/

uservice/login/login.jsp 
王建立 15615312707 

99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

山东有限

公司 

云客服、 

利用 10086成熟的运营经验和完善的服务体

系，帮助企业快速搭建全新智能化客服系

统。疫情当前，云客服实现居家坐席云化部

署，具有呼入呼出、报表分析、知识库、工

单管理、在线客服等功能，快速解决疫情期

https://ecloud.10086.cn/ 程一琦 15853116009 



间呼叫中心集中办公难题，实现居家办公。 

100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

山东有限

公司 

和对讲平台 

和对讲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公网对讲业

务，具备语音对讲、多媒体对讲和可视化调

度等业务功能。面向中小微企业客户，和对

讲推出了基础版产品，为客户提供对讲、定

位等功能，支持自注册及线上订购，开户流

程极其简单；面向集团客户提供专业版产

品，由专业对讲终端和调度管理平台组成，

可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对讲以及可视化调度

管理，具备精准定位、实时视频回传等多媒

体通信功能，并且向客户开放平台对讲能

力，根据客户需求打造行业定制化解决方

案。方便企业实现实时和高效调度，提升沟

通效率。 

https://poc.10086.cn/ 赵彦孟 18863729889 

101 

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

山东有限

公司 

大数据平台 

面向金融、旅游等行业客户，依托于中国移

动的海量数据资源，提供面向多种应用场景

的数据能力和服务，包括数据标签、可视化

咨询报告等，助力客户完善风险防控手段，

为精细化运营提供保障。可分行业提供各项

大数据能力的服务。大数据平台为行业客户

提供数据标签和大数据可视化两类服务。数

据标签包括：基础信息类、交往圈类、通信

行为类、位置信息类、消费信息类和信用评

分类 6 大类 88 个行业标签；大数据可视

化主要依据客户需求，应用数据交叉建模，

分析市场潜力，实现大数据可视化展现，为

行业客户产品运营提供决策支撑。 

  程一琦 1585311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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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创恒

信网络技

术有限公

司 

新一代互联网智慧庭

审方案 

为配合“防疫”期间减少人群聚集，降低当

事人不必要外出；利用互联网技术，满足庭

审过程公开、公正、高效、真实、透明的要

求，提高庭审效率；支持在线司法监督，体

现法院审判的公正透明，充分展现和提升法

院的司法形象。利用移动应用、微信小程

序、人脸识别建立移动化、网络化互联网庭

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庭上庭下多样化司

法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少跑路、少花钱、

少受累，使司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青岛市市南区安庆路 17 号网

点；技术支持 24小时服务热

线：4000096022 

陈科 13325028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