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福州市疫情防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品参考目录（第二批）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联系电话

1

四创科技有限公司

新冠肺炎实时动态小程
序

以列表、地图的形式展示全国各省份新冠肺炎确诊、疑似、死亡、
治愈病例实时数据及新增情况；根据人员定位所在省、市、县的实
时情况；舆情监控信息；各县区外来人员统计、排查情况；密切接
触人数统计；床位统计；应急响应发布情况等。

徐能通
18950334495

2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平台
提供大屏可视化疫情防控应急指挥平台，包括外来人员总览；辖区
涉疫人员、疑似人员、确诊人员情况及所在具体位置；辖区排查情
况、病例趋势、密切观察人数趋势、街道病例及疑似统计情况等。

3 疫情应急物资管理平台

采用RFID射频识别技术、二维码等方式，对疫情物资的管理实现自
动化识别、库存准确定位、物资调拨管理、自动化半自动化盘点、
实时报表输出等操作。以GIS平台为基础，在移动端及PC端实现物资
入库、出库、查询、统计等功能，对疫情物资进行实时动态监管。

4 预警信息展播系统

适用于医院、酒店、社区、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景，实现把权威疫情
资讯、防控科普等内容实时推送到各场所，具备操作简单、分频道
灵活发布、省-市-县-乡-村多级联控、远程安全管控等功能；设备
在现场能实时自动化采集疫情环境信息（周边温度、湿度、PM2.5、
噪声以及红外光），及时对空间情况进行监控与边缘计算预警。

林铸
18105018029

5 联通（福建）产业互
联网有限公司福州分

公司

医疗行业云
为医疗行业用户打造医疗云，搭配联通智能云专线实现数据高速互
传，弹性扩容机制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为疫情期间病患医学影
像存储提供服务，便于后续医学研究留档。

吴琳青
18605918352

6 沃填报
收集各类人员信息，确保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隔离。通过线上表
单制作，在线填报，将繁琐的表单收集工作分散，并在后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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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通（福建）产业互
联网有限公司福州分

公司

空中课堂

提供空中课堂服务，实现“停课不停学”。教师可通过直播、录播
两大模式实现在线授课。作业可通过平台实现线上发布和反馈收
集，并将教学资料上传，构建自有教学资源库。支持手机、电脑接
入，突破时空限制，方便老师学生互动。

吴琳青
18605918352

8 疫情监控云屏
为各级乡镇、街道提供大屏用可视化界面，联网更新全国疫情数据
及推送防疫小贴士，可录入本地疫情信息。

吴琳青
18605918352

9 数言舆情
通过预设关键词洞察互联网舆情信息，帮助有关部门快速掌握舆情
动向，及时辟谣，维护社会稳定。

赖瑀
18605910653

10 多彩云信
利用彩信兼容图片、视频、文字等素材，对三网手机用户发送防疫
宣传内容，帮助提高民众防疫抗疫水平。

赖瑀
18605910653

11 公网对讲机
提供基于3、4G网络的对讲机产品，覆盖空间更广，提供高质量语音
、视频对讲，可提供使用期间的轨迹追踪，帮助锁定感染者活动范
围。

许航
18605910632

12 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
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收集辖区内基础设施运行信
息，统一大屏展现街区运行状态。配合手机APP、小程序，使各网格
员能及时上报分管片区事件。

林伟赠
18605913110

13 舆情大数据平台
掌握互联网上关于疫情的实时动态信息，直观了解疫情的发展趋势
和地域分布等；了解疫情信息和民众反应、关心的主要问题，支持
日报、月报等表报功能。

林宏
18605915220

14 桌面云
员工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安全快捷地
处理与业务相关的任何事情。（服务器、公网网络需对方提供）

刘敏
18605918205

15 漫游问候短信系统
帮助省内政府及各相关单位对跨地区漫入用户提供短信问候与提醒
服务，支持web平台进行短信任务下发。

王英婷
18605913005

16 远程云会诊系统
利用无线蜂窝网络和各类软硬件终端，快速建立视频会议连接，可
直接应用于疫情防控和治疗中的会诊、查房、探视等场景。

石朝建
18605915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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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联通（福建）产业互
联网有限公司福州分

公司

热成像体温筛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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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专业体温测量。同时可通过视频监控抓拍
体温异常人员，重点排查。

罗晋
18605910409

18
空中课堂/钉钉在线课

堂

精准、及时的针对学校内的教师、学生进行疫情相关的信息宣传和
重要事项的紧急通知。每日健康情况上报，实时掌握学校老师、学
生出行与健康信息。通过钉钉直播给一个或多个班级上小课，通过
钉钉空中课堂，可以给年级或几个班上大课。

石朝建
18605916579

19 联通云视频

支持包含专业视频会议硬件终端（宝利通、华为、中兴等）、手机
（APP、小程序、浏览器）、电脑（客户端、浏览器）全入口接入方
式的视频会议、直播、录播、点播一体化的平台服务，面向政府、
行业客户和大中小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视频会议、指挥调度、远程
诊疗、远程教学等安全专业的音视频解决方案。

叶兴贵
18605919860

20
福建新大陆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新大陆智能应急预警广

播系统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进行统一的设备管理、信息发布，可实现县、
镇、村三级联播联控。在疫情防控期间系统稳定运行，实现宣传全
覆盖，疫情防控无死角。

郑宇
13799306530

21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榕基互联网智慧教育移
动管理云平台

平台基于教育基础能力+微应用服务架构，采用云化部署模式，提供
电脑端、APP手机端，数据实时同步，功能全面涵盖中小学办公管理
、教导管理、综合素质、总务管理、教科研管理、德育管理、家校
互联等学校100多项日常工作，即可满足全市所有学校按需实时开通
的管理类、服务类需求及学校个性化定制服务需求，又能满足我市
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全域通知、汇聚、监控、统计涉及全市普教学
校、教职工、家长、学生各类管理、服务、家校互联等动态交互信
息。

蔡哲瑜
18650793199

22
榕基应急管理移动办公

服务平台

平台按照国家电子政务移动办公标准建设，符合国家等保要求，提
升办公审批效率，为疫情防守争取时间，并减少人员聚集办公，保
障人员安全。平台支持Web、钉钉、微信、APP等多种服务通道。

蔡哲瑜
1865079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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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信云（福州）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

福州市防范新型肺炎疫
情动态监测研判平台系

统

1.通过手机端+pc端实现福州市各县区到全国的疫情动态监测、归集
、分析和可视化，系统每日生成分析报告呈送领导决策参考。2.对
重点区域人群迁徙比例、流向、分布、进行动态监测和重点信息排
查，并精确到街镇级别，实现市——县区——街镇的趋势分析，同
时结合地图，密切关注人口流动与疫情分布的数据模型，为疫情跨
区域传播规律和病例溯源提供依据，实现精准热力图研判。3.平台
及时发布重要信息、督查通报、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韦萃芸
18259968943

24
福建川行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基于智能语音技术的AI
智能云服务平台

利用AI智能云服务平台，定制问题和数据收集点，进行自动拨号，
智能问答，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实时预警等功能。 林黎明

18905025565
25 测试技术服务

专业测试团队和系统测试经验，可以针对不同系统进行完整测试，
发现问题和提出修正意见。

26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海峡信息重点时期安全
保障服务

提供相关系统的漏洞扫描服务、渗透测试服务、网站安全监控服务
、主机安全评估与加固服务、数据安全审计服务、主机入侵风险感
知服务、APP安全保障服务、应急保障服务、安全通告服务。

张章学
13905924272

27 黑盾下一代防火墙
提供网络访问控制、攻击防御、身份识别、设备准入、应用准入等
安全技术于一体，支持IPv6下一代互联网特性，能够为疫情防控单
位和信息系统提供信息网络安全接入和攻击防护。

28
黑盾数据库安全审计系

统

通过对用户访问疫情防控系统、医院HIS、LIS、PACS、EMR系统数据
库行为的记录、分析和汇报，监测对疫情、新冠病患数据、药品处
方统计等敏感信息数据等访问和操作。

29
黑盾安全感知与运营管

理平台

平台可帮助构造全方位、全天候疫情信息态势感知的建设需求，采
集新冠病患信息、诊疗信息、应急响应系统以及各种安全信息，结
合海峡信息的安全大数据分析经验，实时监控和展示疫情相关信息
系统的安全运营状态，确保疫情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精准保
障疫情统计数据和疫情决策数据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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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黑盾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为用户提供多视角的检测发现能力,及时发现针对重要资产实施的多
种形式的新型网络攻击，同时提供对攻击行为的拦截与阻断,帮助客
户抵御网络攻击与渗透。

张章学
13905924272

31 黑盾多网隔离安全网关

提供整套基于用户和业务应用的访问控制方法，基于业务需求在访
问者和业务应用之间建立动态和细粒度的“业务访问隧道”，支持
部署在VMware、KVM、Xen等主流虚拟化平台，实现业务访问隧道的
动态创建与回收，流量监控与分析、业务策略分析与可视化等功能
。

32 黑盾入侵防御系统

有效保护疫情防控相关系统、卫健单位互联网应用和网站，实时拦
截数据流量中各种类型的恶意攻击流量，针对疫情防控应用系统的
蠕虫、病毒、间谍软件、垃圾邮件、D.D.O.S攻击、SQL注入等黑客
攻击行为，以及P2P下载、IM即时通讯、网游等网络资源滥用问题。

33
黑盾安全隔离与信息交

换系统

适用于疫情管控期间，政府内外网的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和信息披露
、医院在线问诊、互联网挂号等应用场景等进行可控的内外网信息
交换，提升疫情防控相关信息系统安全性。产品采用“2+1”的系统
架构，通过信息落地、检测、过滤、还原、审计等一系列安全处理
和快速交换操作，实现不同安全域之间的安全隔离和信息交换。

34 黑盾WEB应用防护系统
防护对象为Web服务器，可针对疫情防控等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发
生时序进行安全建模，分别针对安全漏洞、攻击手段及最终攻击结
果进行扫描、防护及诊断，提供综合Web应用安全解决方案。

35 黑盾运维安全网关系统

面向政府、医疗单位等机构的疫情防控系统进行运维管理和合规审
计，通过集中化账号管理、高强度认证加固、细粒度授权控制和多
形式审计记录，使内部人员、第三方人员的操作处于可管、可控、
可见、可审的高安全状态。结合远程接入手段，可实现内部人员、
第三方人员对疫情防控系统的远程运维。

36
福州灵医科技有限公
司

AI语音疫情普查跟踪系
统

通过AI疫情模型与电话批量外访技术结合，全自动对省市区县等居
民进行快速、全面摸排及高频跟踪。实现疫情发现、疫情流向追踪
、疑似线索收集、疑似病患跟踪、患者病程管理、政策宣导、防护
指导、意见收集、超级传播者发现等功能。

郑晓崴
136095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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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福州灵医科技有限公
司

智慧病区系统
系统实现疫情防控病区的数字化与物联网改造，通过设立智慧工作
日志屏、智慧病床一览屏、智慧床头屏、智慧门口屏等物联设备，
减少医务人员工作负荷，增强医疗环节监控，增强患者病情监控。

郑晓崴
13609502505

38

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智慧教育云平台-网教
通

平台已上传超过1万个名师工作室及教育研究院提供的精品公开课，
同步接入国家教育云资源，福建、湖北等省级教育平台，支持教师
在线授课，同时具备在线作业&考试、教师在线备课、即时点对点家
校沟通、网络教研、在线教务管理等丰富功能，高效率完成大部分
日常教学工作。包含的101教育PPT拥有超过百万量级的优质课件资
源，支持PC、iOS、安卓等多平台，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部署落地。

林敏美
15060031880

39 101教育PPT

内含百万级的教学资源以及贴合教材版本的课件素材，同时提供教
学工具、授课互动工具、3D资源等，辅助教师授课。老师可通过手
机客户端直接操控大屏幕上的PPT课件，同时调用软件内置的课堂互
动工具、学科工具等,辅助老师高效授课。

40
福州市捷盛智慧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OneControl物联网监控

云平台

平台可在线对人员居处环境的疫情病原体进行全天候的数据实时监
测、上报，联动紫外线、新风等系统实现环境清洁或病菌消杀，根
据临床体态特征表现智能筛选出患者或疑似病例。

曾明祥
18050172904

41
福建数联慧科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红外人体体温监控系统

利用“双目热成像摄像机+黑体”红外非接触式体温检测，可实现快
速体温筛查远距离、大面积检测；具备自动预警机制，多人检测机
制，可适用于出入口、门店等 小场景以及三站一场等人员密集的大
场景；结合平台可对历史数据回溯，支持定制开发，数据分析等。

张丽
18659180390

42
福建瑞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移动电子签名系统

基于密钥分散的多方签名技术，将PKI密码技术与云服务技术相结
合，以云端+APP方式实现电子签名功能。适用于公共资源交易的远
程异地评标等场景，助力交易平台实现不见面开标。

余海燕
1835918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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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福建省数字安全
证书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社会保险网上申
报平台（优证通）

协助企业每月日常的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网上业务办理，平台使用
数字证书登录，对增减员等重要操作采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为后
期可能产生的业务纠纷提供有效的第三方证明。企业经办人可以通
过福建省社会保险网上申报平台办理企业员工养老、工伤保险的增
减员业务、企业员工缴费数据查询、企业员工缴费证明文件盖章导
出、缴费证明文件防伪验证、企业在职人员信息查询、企业历史申
报数据查询等功能。平台可以让企业经办通过互联网申报社保业
务，从而减少企业经办到社保窗口办理业务。

翁梅珍
13509331032

44 云签名服务平台

基于可信第三方CA颁发的数字证书，使用移动终端为个人及企业用
户提供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签章、文档签署等服务。适用于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流程流转、文档签署、合同签署等数字签名场
景，为互联网应用及签名人提供便捷、可靠的电子签名服务，满足
业务移动化、在线化场景下的电子签名需求。

45 手机盾运营服务平台

向多行业、多客户、多业务的大规模用户提供手机盾密码安全服务
、空中发证服务、签名验签服务、运营管理服务、增值信息服务等
能力的综合服务平台。适用于大型金融机构、政务云服务提供商、
CA运营商等具有多业务、大规模用户的客户。

46 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园区疫情防范综合监管

平台

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面搜集疫情数据、企业复产复工、安全风险隐患
等相关信息，及时掌握动态、研判形势，有针对性地开展联防联控
、安全服务、应急准备等工作，保障园区企业正常开展工作。

卓荣
13959170278

47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检查预约系统

提供医院微信公、支付宝、APP等互联网预约渠道，患者无需到院预
约；提供诊间预约、自助机预约，无需排队降低聚集性感染风险；
分时段精准预约，降低患者在院滞留时间，手机端自动报到登记。

林黄河
18695720822

48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医学影像系统

影像检查业务检前、检中、检后全流程电子化，提高业务效率；闭
环式质控应用，自动筛查检查业务病例漏检、业务超时、报告缺陷
等问题，保障高压状态检查业务的高质量运转；危急值管控，高危
检查结果自动反馈临床医师组。

林黄河
18695720822

49 远程诊疗协同平台
提供医院间线上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门诊及线上音视频交互
服务，实现医院对监测群众线上随访、疑似病例远程会诊、确诊病
例线上协同治疗等临床信息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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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电子云胶片

是传统胶片及报告的电子化应用，在第一时间向患者及管辖医生反
馈检查结果，患者无需到院直接通过手机端提取，降低到院次数。
检查结果阳性病例自动向院感科及管辖医生示警，并提供全面的患
者信息、疾病信息、检查信息追踪。

林黄河
18695720822

51
福建锐眼电子数据有

限公司
锐证云可靠电子合同服

务平台

免费用于公司(单位)与公司(单位)，公司(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
人之间的线上合同签署，解决疫情管控期间人员出行不便、无法使
用公司印章等问题，同时保障电子合同的法律有效性。

陈若栋
18650301036

52
福建中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锐眼随手拍线索举报系

统小程序

免费用于社区群众与执法人员快速反馈本辖区疫情防控问题与线索
。基于微信小程序开发，免安装，微信关注后即可快速上报图片与
文字的举报线索，提供便捷后端管理平台对线索进行分派和跟踪。

郑旭
18960724796

53

福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非接触式手持
人体测温筛查系统

系统由手持人体测温设备与三三脚架组成，可部署在人员通行道口
采用热成像进行人体测温：1.支持中心点、最高温、最低温测温，
测温精度：±0.5℃；2.待机时间8h，支持自动关机，标配8G存储
卡，支持扩展128G；3.图片存储全屏测温信息，支持离线测温分析
（配合客户端使用）适用于车厢、机舱等灵活巡检。

彭璐婷
18969180116

54
海康威视非接触式在线
人体测温筛查系统

系统由前端测温报警系统与站点计算机组成，前端系统包含智能人
体测温双光摄像机和人体测温校准黑体，站点计算机部署本地测温
管理软件，管理报警信息:1.免接触式：利用红外非接触式体温监
测，降低交叉感染风险，节省人力物力；2.测温精度高：测温精度
±0.5℃（加黑体可达±0.3℃）；3.自带声光报警：支持体温超过
阈值进行声光报警；4.多人测温：支持同时对多人进行人体测温,可
用于医院、学校、机场、火车站等安检入口临时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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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福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非接触式安检
门人体测温筛查系统

通过热成像非接触式测温实现以人员和温度的准确匹配，建立首道
防线；相机实现通过人员人脸抓拍 ，实现安检过程可查；对人员进
行金属检测；集温、脸、金属检测于一体，1.无感测温：可对通过
安检门的人员进行脸部温度测试并进行人员准度匹配，温度精确
度：±0.5℃，测试距离：0.3-3米；2.人体温度筛查：可通过温度
阈值设置，超过阈值，联动本地声光报警，降低交叉感染，节省人
力物力；3.人脸抓拍：可对通过安检门的人员进行人脸抓拍，抓拍
成功率99%以上，实现安检过程可查；4.金属检测：可检测1个回形
针大小的金属，有效进行违规物品核查；5.7寸LCD触摸屏显示，可
显示通过人数、金属报警人数、实时温度等；6.模块化组件设计，
运输、维护方便快捷，适用于轨道交通、客运站、医院、学校、企
业单元等场所。

彭璐婷
18969180116

56
海康威视非接触式立式
人体测温人证一体机系

统

系统内置身份证阅读器及测温模块，采用非接触式测温实现体温快
速检测，人员身份信息与体温数据关联汇聚中心有效保障防控安
全，功能特点如下：1.非接触式体温检测模块，温度检测距离在
0.15m~3m之间可配置，有效检测距离±10cm，检测精度±0.5℃，支
持温度异常语音报警；2.采用10.1英寸触摸显示屏，支持在屏幕显
示人员最高体温检测数据；3.采用深度学习算法，本地支持50000人
脸库，识别速度快，准确率更高；4.支持配置身份验证+测温模式
（支持刷卡+测温、人脸识别+测温、刷卡+人脸+测温、人证比对+测
温、刷卡/人脸/人证+测温等5种验证方式），或配置快速测温模式
（人脸检测+测温），即支持检测到人脸（不做人脸识别）就做体温
检测，并抓拍人脸照片；识别人员身份后获取该人员体温数据统一
绑定。；5.支持远程与本地配置体温报警阈值以及异常体温是否控
制开门放行；6.采用立式金属支架设计，支持移动快速部署，现场
安装简单方便，可广泛应用与医院、车站、园区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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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福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非接触式人员
通道人体测温筛查系统

系统采用12对红外检测传感器,搭配明眸人脸组件,支持读卡器、身
份证阅读器等外设扩展，支持对进出人员的权限管理及体温监测，
功能特点：1.非接触式测温组件检测距离在0.15m~3m之间可配置，
有效检测距离为配置距离±10cm，温度检测精度±0.5℃；2.通道采
用国标优质304不锈钢外壳，直流无刷伺服电机，12对检测传感器，
采用防尾随跟踪控制技术，未授权人员闯入发出声光报警；3、测温
组件采用不锈钢支架设计，检测温度回传给人脸识别组件，并在人
脸组件UI显示体温信息；4.支持通行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体温数据统
一上传至平台软件；5.支持远程与本地配置体温报警阈值以及异常
体温是否控制开门放行；6.具有防夹、防冲、人数据统计、消防联
动、断电通行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医院、车站、园区等场景。

彭璐婷
18969180116

58

北科瑞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抗击新型肺炎语音医疗
信息系统研发及应用

系统采用复杂场景语音唤醒、语音识别和自适应等关键技术，重点
解决当前急需的：（1）医护人员戴口罩和穿防护服情况下非接触语
音操控和实时通信问题；（2）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在时间紧迫
的情况下无需培训即可使用HIS系统问题。使用情况：联合东华医
为，系统已交付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陈彩萍
15859001118

59 智能医疗

非接触式通过麦克风，语音实时记录查房咨询内容，并自动生成病
人查房记录。智能检查系统：非接触式通过麦克风，语音记录检验
人的姓名及病灶情况，同步到电子病历，形成检验记录。大数据分
析诊断预判：人工智能自动抓取病历中临床变量。

60 智能会议系统
智能会议系统，使用于会议室，远程会议，会议1小时，会议文字记
要1分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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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芯际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的疫情报送

统计系统

1.疫情报送上链：账号系统、实名认证、每日打卡、本人及家人健
康信息上报、出行记录上报；其中报送时间和报送地点自动抓取，
健康状况以点选方式快捷录入；个人可以查看自己的报送历史；2.
数据清洗脱敏后进行区块链数据存证，保障数据不可篡改；3.疫情
大数据共享和访问控制，数据访问记录均存在区块链上，可有效监
管数据的调用，还可以和其它政务医疗系统做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共
享；通过区块链可以打通各机构间的数据壁垒，与其他政务医疗系
统基于区块链进行数据共享，通过访问控制防止数据敏感数据泄
露，让各医疗机构间能够快速高效协作;4.统计报表：管理员用户可
以查看所辖区普通用户的报送微观信息和宏观统计信息。其中，统
计可以按天、周、月查看，可以按健康状况查看，可以按地理区域
查看。统计报表功能同时能够反映在后台，可以进行报表输出和打
印。5.底层区块链管理：能够管理区块链运行状态，各机构可以查
询自己上传的数据信息，可以实时链上存证信息和区块链运行状
态，监控各机构的数据真实性，支持动态增加节点，方便添加新机
构上链，支持二次开发扩展更多功能。

王中雷
13459143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