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福州市疫情防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品参考目录（第三批）
序
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入境通道疫情登记
防控系统

实现将微信小程序、二维码、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检疫工作有机结合，便捷
公众出行信息的填报，降低疫情检查点工作人员的信息登记压力，减少广
大驾乘人员等候时间，保障各地区交通要道的快速通行。

张鑫炎
18959130085

2
公共卫生安全联防

联控平台
平台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提供网格化联防联控、重点监控管理、防疫指
挥调度、公众防控服务以及大数据智能决策辅助服务等功能。

3
救灾应急物资智能调度

和仓储管理平台

平台基于救灾应急物资仓库调度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需求，实现救灾应
急物资的高效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化设备
、信息化系统相结合，实现对救灾应急物资入库、存储、出库、运输和分
发等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

4
“三小”食品安全

管理平台

平台提供针对“三小”主体的市场准入服务、生产经营信息化监管、疫情
风险主体自查、疫情风险监督检查等功能，实现对“三小”主体各类生产
经营活动的规范管理。

5
社区网格联防

联控平台

产品运用智慧技术手段，辅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疫情基层防控服务工作，
强化源头防控、疫情监测、物资保障、宣传告知，做到排查不漏一户、防
控不漏一人，管理好社会综合治理的“最小单元”，打造“人技联防”防
控新模式。

6 市场监督检查平台
该产品在原有市场监督检查基础上，增加了对农贸市场商家的健康管理、
进出场体温监测以及对野生动物交易非现场监管等功能。

7
突发事件实时预警

发布平台

产品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预警信息发布功能，与应急管理、卫生健
康等多个部门建立了共享共用发布渠道，通过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多
渠道，实现信息的快速、精准和分级发布，加强社区疫情防控信息发布和
科普宣传工作。

8
卫生检疫应急

指挥系统
该产品构建平战结合、预防为主的卫生检疫应急决策和指挥处置平台，以
保障进出口贸易安全和处理重大危害性突发事件的能力。

9
校园智能安全防控

管理平台

该系统基于红外热成像测温、智能人脸识别、RFID身份识别等技术进行校
园智能防疫体温筛查管理等工作，实现疫情期间校园智能化、高效化的疫
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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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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

住房租赁综合服务
治理平台

该产品为承租人、出租人、经纪人、中介机构、租赁企业等市场参与各方
提供房源发布、求租发布、合同网签、合同备案、信用评价、疫情防控
（房屋消毒、租住人员情况、租住人自行报备、信息数据报送、疫情防控
数据统计）等便捷的住房租赁全流程服务。 张鑫炎

18959130085

11
园区智能联防

联控平台

该产品运用割裂技术手段，辅助园区管理人员对于园区复工后的防疫工作
进行管理，提供包括复工信息登记，园区出入管理、园区防疫记录、异常
监测报警等管理和防控技术手段，有效排查、防范潜在风险。

12
福建大娱号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防疫宣教平台

面向有关单位提供疫情防控宣传及微视频制作；面向教师提供微课视频录
制与直播服务等服务，支持接入阿里钉钉、广电、华为、腾讯及各大第三
方平台，保障广大教师“停课不停教”，丰富有关单位抗击疫情的宣传手
段。

李磊
18559958800

13
福建万芯科技

有限公司
“应急宝”新型应急

保障装置

产品实现数据和硬件提前配置循环使用，配合远程一键调度功能，开通流
程缩短至1小时，可中长期部署在单一区域，配合软件的实现快速开站、
自优化能力，可实现网络信号抢通“像发电一样简单”的部署目标，达到
低成本的快速应急通信保障。可在重要场所（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中心/疾
控中心，发热门诊定点医院，火车站/汽车站、高速路出口检查点等）部署
作为应急通信保障装置。

尤小樑

15880448885

14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D电子课本

该产品应用3D、AI等技术打造，根据K12学生的学习习惯，将纸质课本转
化成一款集阅读、释义、评测、互动于一体的数字化课本，同时配套丰富
的学习活动，提高“学生自学”和“老师授课”的效率。产品日前上新了
K12阶段覆盖全年级下册的高清课本素材，同学们可以通过3D电子课本PC
端或安卓版移动端实现在家学习。同时，3D电子课本可以搭配网龙旗下其
他数字教育产品，实现多渠道在线互动学习，提升学习效果。

林敏美
1506003188015 驰声听说在线

该产品是一个专注于K12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教与学的自适应学习平台， 基
于互联网采用同源中高考的考试级英语听说评测引擎，包含“学、练、测
、评、考”完整的教学闭环，采用英语口语作业、模拟、考试智能打分技
术，为学校的日常英语听说教学和听说备考提供全套解决方案。

16 云办公

该产品以大型政府组织、中小微企业组织为服务对象，是一款高度定制化
的智能移动办公与学习平台，聚焦组织管理服务领域，重点突出打造高度
定制化、智能化核心差异，以应用工厂、应用市场为主要平台打造高度定
制化能力，以智能虚拟高管为中心，打造智能决策、智能审核、智能评价
、智能推荐等多种智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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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7

福建省东南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心建设运营有限

公司

儿童危重症救治及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救治网络

平台

该平台实现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危急重症儿童的远程救治和院前急救
及转诊等功能，可并行开展院前急救、远程临床会诊、MDT多学科远程会
诊、远程教育、远程查房、远程双向转诊等服务。

张栋
18659135666

18 互联网医院平台

该平台具备预约挂号、智能导诊、分诊叫号、医技预约、院内导航、充值
缴费、就诊记录及报告单查询、在线问诊、母子健康手册、病例复印、电
子票夹、多码融合等多种功能，支持进行有效分诊，充分发挥异地医疗资
源，减轻疫区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

19 区域影像云平台
该平台通过区域影像建设实现影像报告医生居家即可通过互联网书写院内
影像报告，支持患者检查后通过扫描二维码或短信超链接地址形式查看报
告与影像，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提高疑似患者确诊率。

杜文卿
18695603999

20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社会综合治理
服务平台（监控）

通过在辖区内主要街道和重点区域设置多路监控和人脸、车牌识别、远程
测温等系统，连接有关部门大数据库，实现高清互动云电视、手机APP和
监控中心端，三屏互动24小时无死角监看，具备智能分析和一键告警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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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疫情防控平台
实现疫情防控排查、重点关注人群监管、电子通行证管理、居家隔离监管
、行程轨迹监管、体温每日监测、密切接触者监管、防疫物资数据统计等
功能。

22 疫情防控登记系统
通过二维码登记，降低接触风险，解决检查点出入疫情防控登记不接触人
员，实现出入高效安全登记。

23 阳光微宣
用于相关单位微信端疫情防控宣传，通过有奖答题、转发送话费、流量等
的形式，激励微信用户参与转发H5防疫链接，具有覆盖广、互动强、效果
好等特点。

24
广电云视频
会议平台

该平台集成电信级数据中心、高质量网络资源、业界先进的视频会议产品
和技术、移动智能设备移动接入方案、会议管理协作套件、运营支撑系统
及7*24小时运维等多项服务，在防疫期间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专业视频
会议体验。可以租赁方式提供视频通讯服务，用户可使用专业的会议室级
硬件视频终端、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在会议室、差旅途中或
家中，通过专线、互联网等网络通道远程接入视频会议系统，不受时间、
地点、设备的限制进行高质量的面对面的交流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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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5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慧课通”教育
云平台

平台可提供流畅的网络实时直播同步教学、支持机顶盒、手机、平板等多
平台终端，具备2000路并发能力，最大程度还原真实课堂教学场景；同时
提供云服务存储专区，通过慧课通平台每个学校乃至每个班级可以灵活的
建立自己的微课、知识点、答疑专区和本班的在线课堂，符合本班教学实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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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村村响”应急广播
产品用于打通疫情防控宣传的 “最后一公里”，实现日常广播，多级联
控，电话/短信应急广播，设备状态回传远程网管，云应急信息发布、音频
/文字双模广播等功能。

27
公播音乐

（聚类市场）

该产品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疫情防护宣传广播，播放符合情境的背景音
乐，统一管控平台可进行多地点声音集中管控(集团管控全省)，进行疫情
防控宣传、知识普及。

28
智慧校园高校疫情

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疫情通报发布、健康打卡、异常上报和信息统计、学生返校审批、智
能问答等功能。

29 医疗云桌面解决方案
实现及时响应、高效维护医院运营、保障医院网络通顺、管理工作有序进
行。

30
社区防控居家隔离

电子门贴系统
利用物联网感知技术，采用电子门贴实时监测开门行为，通过电话、短信
、视频联动等方式实时告警，保障居家隔离管控措施的有效执行。

31 爱家应急对讲平台
实现群呼、组呼、消息调度、接收确认等功能，满足有关单位的疫情应急
联动保障。

32 广电网络云平台直播
在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平台及“爱家电视”APP上为客户提供实时高
清流程、无延时、全网并发，资质完善的直播服务。

33

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视联网视频会议
满足大规模视频会议、培训宣贯、疫情突发事件指挥协调调度等多种视频
交互需求；可与第三方系统对接，实现视频监控、手机、无人机等资源的
联网调度。

陈秀颖
13328675006

34
视联网监控联网

调度平台

整合多种异源异构的监控资源，可将疫情防控现场的实时图像传送到疫情
防控中心，实现对监管目标的实时直观的监管，在疫情防控等应急事件发
生时，为可视化调度指挥、视频会商、研判分析提供辅助资源支撑。

35 视联网GIS天眼
层分区域展示地图信息，并基于GIS系统实现统一界面调度使用的视频会
议、可视通话、监控查看和一键报警等功能。

36
视联网智能分析

管理平台

实现现人脸识别、车辆识别、行为分析系统相关的设备管理、识别场景规
则设置、报警联动、人脸授权、业务展现和管理，并结合客户端实现对图
像的预览检索、各种报警信息的查看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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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7

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视联网应急指挥
调度平台

整合音视频资源、手机、视频监控、视频会议、无人机、电脑桌面、移动
指挥车等到视联网交换池，实现应急指挥救援所需资源网状互联、灵活混
搭、随意调取。并通过突发事件接报、预案管理、协同会商、指挥调度、
部门联动等功能应用。

陈秀颖
13328675006

38
视联网语音融合

调度平台
通过对传统的通信资源进行融合，实现多种融合通信指挥调度应用。平台
将多种不同的音视频源接入网络，包括固话，手机，广播，对讲机等。

39 视频点播系统
集网络视音频流的同步录制、后期编辑、点播回放、存储管理和平台性能
监测管理于一体，与视联网的整体业务平台有机结合，实现媒体资源最大
限度的共享。

40 视联掌上通APP
实现移动终端与通信网的深度融合、互联互通，包括移动视频通信、监控
调度、视频采集、视频上报等。

41
覆盖全国的超高清

医学卫生专网

建成了覆盖全国5000+家医疗卫生机构的超高清医学卫生专网，实现了数
据和视频的互联互通，开展应急指挥、大规模并发视频会议、远程医学教
学培训、手术直播、远程医疗与医疗健康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42 远程医疗云平台

支持PC端和基于4G/5G移动端移动业务功能。具有远程会诊、远程诊断、
MTD疑难病例讨论、远程查房、手术直播与指导、远程专家门诊、急诊抢
救、远程重症监护等功能。支持临床科室、患者床边和医生工作站开展远
程医疗业务。

43 分级诊疗服务平台
支持医疗机构业务权限的划分、支持医疗机构之间转诊、转院以及诊疗预
约等服务功能。支持各种类型的医联体建设。

44 区域医疗平台
区域云影像、云心电、云病理三大业务功能，支持医联体之间各种诊断业
务协同服务。为上级医院帮扶下级医院开展实时在线诊断和报告审核等多
种形式服务，提供技术指导等业务功能。支持各种类型的医联体建设。

45 远程医学教育平台
支持医疗机构之间开展基于B2B、B2B2C、B2C移动端教育培训，支持直
播和点播、用户与专家在线注册等业务功能。支持各种类型的医联体建设
。

46 心理健康服务平台

具有筛查与建档、健康教育、心理预防、心理咨询与辅导、辅助矫正干预
、心理诊疗、严重障碍人群特殊服务、社会管控（严重精神病肇事肇祸患
者的管理、重点特殊人群支持风险预警）功能。提供大数据挖掘分析、人
群心理健康状况白皮书等。

47 互联网医院平台
支持一个平台多家医疗机构接入，支持门诊在线预约、专家门诊预约、手
术预约、床位预约、体检预约，支持在线问诊和咨询，支持药品处方审核
、支持药品配送、支持各种形式的随访服务；支持家庭护理预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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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医疗健康管理服务

提供：1.家庭医生签约与建档、健康咨询与教育、随访、实时监测、健康
评估、健康干预、医疗健康大数据预防分析、决策、治疗等。2.慢病协同
管理、慢病建档、慢病健康分级评估、医疗随访、监测、健康教育服务。
3.孕产妇医疗健康服务管理。4.婴幼儿健康服务管理。5.小儿身高增长健康
服务管理。 陈秀颖

13328675006
49

医院统一视讯
平台建设

支持医院所有临床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手术、疑难病例讨论、技术专题
讲座、健康宣教等视信统一管理。形成一个媒体资讯资源数据库，为临床
教学、信息发布、患者健康教育等业务提供统一的管理平台。

50 智慧病房系统
支持床旁摇臂屏多种业务功能，具有健康教育、入院期间各种信息提醒服
务、住院费用查询、缴费、呼叫、远程探视、收看电视等功能。

5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 星网锐捷
远程教学解决方案

基于云视讯平台，采用专用的同步课堂终端，为学校提供远程教学服务，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让师生在线上进行互动教学，有效解决疫情控制期间
“不接触、少接触、安全互动”的教学难题。在保证教师学生健康的前提
下，开展高效高质量的教学工作。

陈建峰
13705053318

52
疫情防控 星网锐捷
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基于云视讯平台，利用视频会议技术快速帮助各级医疗机构实现业务上
云，借助信息技术下医疗家资源，提高基层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处置
疫情能力，缓解定点医院诊疗压力，减少人员跨区域传播风险。使患者以
及各级医疗机构的医护工作者，跨越距离和时间限制，随时随地沟通，尽
快缓解疫情，救助病患，提高各级医疗结构的特病医疗水平。

53
疫情防控 星网锐捷

企业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基于云视讯平台，利用视频会议技术满足企业员工在家弹性办公所需的沟
通需求，满足企业内部协作办公、远程培训、远程招聘等场景要求，帮助
企业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同时实现正常办公，达到正常运
营目的。

54
福建联迪商用设备

有限公司

联迪智慧食堂云
管理平台

平台提供预约订餐功能，支持预约一周内餐食，以便食堂对预约订单进行
集约处理（接单、备餐、配送），有效解决疫情期间就餐安全问题。

许荣贺
15980216882

55
联迪云销客社区

门店线上零售平台

该平台帮助中小零售门店快速搭建线上零售商城，提供门店推广二维码下
载、门店线上商品上架、门店热销商品设置、线上订单查询配送、消费者
线上进店浏览、消费者线上下单、消费者线上支付等功能。

56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即时通讯（IM）平台

实现移动办公IM即时通讯，支持私有化部署，保障各级防控疫情工作中的
实时协调与沟通需求，为用户提供私聊、群聊、通讯录、工作圈等功能，
支持长文本、文件、图片、名片等消息类型，满足Web端、PC、手机端等
多终端接入使用。

范兴
1895029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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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视频会议系统

实现与各省下属单位远程视频会议连线，构建会议场景实时沟通与了解当
地公司防疫工作开展情况。企业内部用户可通过PC或移动端单点访问使
用，基于实时更新的员工通讯录，用户可快速邀请同事发起会议；提供丰
富的文档演示、屏幕共享及远程协作能力，团队会议期间可多设备白板讨
论标注；采用纯私有化部署，全程音视频、数据共享加密通道，确保企业
重要信息不外泄。

范兴
18950295810

58
社区防疫智能

广播平台

产品采用4G/5G无线传输方式，可快速部署上线。使用大功率无线音箱，
音量自由调节，可通过一体式麦克风或手机app、电话等方式远程发布通
知。可设定定时广播，无需人工干预；可分区域播放、定点播放。对于确
诊或疑似的居家隔离人员录入人脸特征，若未经允许擅自离家，通过社区
内的人脸识别摄像机捕捉面部特征并告警，社区人员通过智能广播系统发
布远程喊话劝阻隔离人员，并且形成隔离人员的活动轨迹图。

李鹏
18759183223

59 在线互动课堂平台
具有行业TOP的稳定在线直播教学能力，提供教育资源、教学点播回放、
直播教学服务、智慧教务、智慧教学、教育大数据等功能。

杨超
18901600550

60
小区疫情防控

管理系统

具备防控数据溯源、防控数据分析、防控工作预警等功能，主要应用于疫
情期间敏感场所的人员流动信息的统计分析，适用于社区、单位等人流密
集场所。

林贞煌
18065028778

61 三农保险
平台通过水印相机+承保理赔流程实现线上线下配合，农户和承保理赔员
配合，帮助各保险公司足不出户在线办理承包理赔业务，保证保险公司承
保理赔业务正常进行。

李舒鸿 
18060846680

62

福州数据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新冠病毒感染性肺炎智
能个案调查采集系统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和区块链等技术替代人工采集信息，帮助现
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医生们进行智能收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资
料，自动形成个案调查表，提高调查表采集的质量和工作效率。

李艳
15859112090

63

基于人工智能与区块链
技术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性肺炎智能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系统

将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充分结合，实现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智能生成，
极大减轻一线医生撰写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工作量；同时防止报告数据被
篡改，避免用户未授权情况下泄漏报告数据，实现报告安全流转。

64
福州（闽侯）中科数据

应用技术研究院
天玑大数据舆情系统

依托天玑大数据引擎，实现对电子报、新闻、微博等数据7*24小时实时采
集、抽取、挖掘和分析处理，为政府、行业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精准舆情搜
索、热点舆情聚合、负面舆情巡查、专项舆情监测分析、高危/高价值舆情
预警等服务。

尹  凤
1364508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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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福州（闽侯）中科数据
应用技术研究院

中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平台

为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信息有效匹配、融资政策集中发布、
金融产品集中展示等功能，支持政银企在线沟通，减少银企间沟通成本。

尹  凤
13645088387

66 疫情管理系统

系统实现高精度测温、非接触式热成像测温，实现大数据检测预警联动。
系统可以融合公共场所常用安防子系统，与关联安防系统之间形成联动管
控机制，基于GIS可视化风险态势感知，实现体温异常区域及人员定位、
信息展示。

67 疫情防控上报平台
提供便利的移动端疫情线索上报，支持企业返岗员工自主体温测量申报、
员工健康状况登记，汇总情况可上报，为主管部门提供辖区内企业及员工
的数据统计和信息化管理支撑。

68

福建汇川物联网技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体温检测视频
监控系统

通过非接触式体温检测摄像机初步对人体表面温度进行检测，发现温度异
常的个体即刻告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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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检测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为事前预警
、事后追溯提供高效手段。

林文
18906913099

69 IP网络广播系统
提供防控疫情资讯、广播等功能，包括“一键喊话”、“区域广播”“实
时广播”“定时广播”等，定时广播实现将最新疫情信息及防控要求及时
推送市民，强化宣传预警、方便基层应急指挥。

70
人脸识别测温

考勤系统

通过人像识别技术对人员进行实名制体温监测，实现准确体温预警与快速
筛查，免除频繁误报困扰。结合人脸+人体综合信息分析，实现对历史数
据的回溯，数据分析等，方便把握疫情全局状态（区域、人员类型、蔓延
趋势等)。

71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分公司
新华网AI疫情预警

传播平台
该平台可实现红外自动测温、智能位置监控、疫情预警传播等功能。

林乔
18106993987

72

福州鑫博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营养膳食大数据
分析平台

适用于营养配餐需要的单位、家庭或个人。平台针对一般人群、一线工作
者、肺炎患者包括普通型或康复期患者、重症型患者制定营养食谱及膳食
指导，通过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有效改善其营养状况、增强抵抗力，助力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与救治。

张萍萍
13599075576

73
教育精准扶贫

大数据平台

适用于各级教育部门及各大高校，可通过对区域内学生相关信息进行大数
据分析从而提高教育部门的疫情应对能力。实现基础信息管控、实时掌握
相应的信息特征、数据快速上报、实时监控、动态分析等功能。 许益新

18859153986
74 资助云

适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疫情防控信息上报，实现各级单位快速掌握、
汇总所辖地区困难学生最新信息，有效跟进困难学生群体的防疫安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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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福州鑫博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政策推送服务与
信息上报系统

提供政策推送与信息上报服务，提升日常政策上传下达、通知公告、业务
申报及企业复工申请的效率。快速发布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并高效汇总接收
确认信息，提升审批复工的效率，为企业员工健康信息排查提供便捷服务
。

林羽鑫
18558896853

76 综合信息可视化平台

适用于政府各行业部门，K12阶段学校及高校、研究所、设计院等科研与
设计单位，提供疾控期间远程工作办公协同及人员疫情信息收集提供支撑
服务。协助单位疫情期间远程了解员工任务执行情况，协助有关部门对人
员健康信息卡的收集、归档与上报。

李烨蕾
15960235506

77
福建中锐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塔联社·校园健康

报备系统

产品可实现家校联动健康信息报备，如体温、咳嗽、请假、接触史等信息
进行家长高效填写，同时校方以及教育管理者，实现实时数据监控以及预
警分析，加强家校对学生健康体系监控以及管理。

黄喆

13802900817

78
福州恒奥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人脸识别访客
管理系统

实现对小区、写字楼、企业等区域的外来人员进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支
持人员拜访前利用微信进行预约审核，实现对小区、写字楼等对外来人员
进行有效管控与预警。 张熙

13860618641
79 天眼哨兵系统

社区工作人员或者保安通过配置智能眼镜，在巡逻过程中对通过社区的人
员身份进行智能识别，以便快速区分出非本社区的外来人员，加强疫情期
间外来人员的管理。

80
福州国化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
人体温度监测及

信息上传监控系统

通过前端人脸识别，体温监测设备收集温度异常人群信息并实时传输至企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手机监控端，同时将信息汇总传输至区、市行政单位管
理部门，实现异常统一管理监控。

涂富斌
18396189029

81
雾实（福建）科技

有限公司
疫情实时动态

跟踪系统

平台可实现:展示全国疫情数据及其变化情况与本地疫情数据，同时可查看
国外疫情数据；查询确诊人员所属小区及其与当前定位的距离；展示患者
同乘信息并可进行同乘信息查询；播报疫情实时信息；防护医疗用品及生
产企业查询。

阮康滨
15621125490

82
福州卓立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园区线上线下
服务平台

平台支持园区管委会全方面、多渠道的掌握企业需求，辅助园区实时观测
企业需求动向，推进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同时优化企业办事指南，为助力
完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建设与一体化建设格局提供数据保障。 郑磊超

18959114911
83

疫情防控业务远程
视频协同系统

产品提供高自动化、方便安全、全天候的疫情防控业务远程视频协同系
统，从人员、时间和空间上延伸疫情的防控业务,全面推进疫情防控远程防
控/智能办公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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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福州卓立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知识
在线答题系统

通过项目创意构思、手绘前端展示、内容题目设定等方式，提供舆情知识
在线答题。后端题库可升级，方便疫情防控部门进行每个阶段的防控效果
评估及后续措施参考。

郑磊超
18959114911

85 志愿服务平台

采取“全县/市/省一张网”管理模式，有效整合全县/市/省资源，组织各部
门、单位及社会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团队，制定各自的服务清单，以“菜
单”的形式在平台上公布。同时制定“提前申请—审批备案—网上公示—
动态发布—排名激励”的工作流程，保证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实现对支
援服务活动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统筹调度和集中管理。

86
疫情防应急控
指挥决策平台

提供视频、即时通信、对讲、人员定位、工作管理、信息共享等多端同步
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实现部门、专业间的信息集中管理与共享。

87 绩效考核系统
通过对各流程、考核计划实施结果等数据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帮助HR
全面掌控绩效推进进程，找到实施过程中问题，有效改进和提升管理。

88
疫情防控物资

管理系统

系统以疫情防控单位的防控物资为管理对象，以资产台帐为基础，通过对
防控物资运转生命周期和经济生命周期进行动态、可视化管理，为疫情防
控部门搭建起规范化、体系化、协同化防控物资管理信息化平台。

89 协同办公云平台
软件面向企事业单位提供公文管理、综合办公、即时通信、移动办公等核
心功能模块，注重过程管控，执行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以实现运营管理
价值最大化，客户可独立部署也能直接接入云平台快速获得个性化服务。

90
智能舆情防控
巡检管理系统

产品面向疫情防控任务实现智能管理、分析巡检任务及数据等功能，有效
监控和管理巡检工作人员的工作进度，通过对历史数据统计和分析，使巡
检管理员更好地掌握和了解疫情防控巡检的总体状况。

91
互联网保险SaaS

运营平台

平台依托国内保险业、保险中介业务管理法律法规及业务逻辑架构，主要
包括保险能力能力平台、保险中介业务核心平台、保险电商平台、企业服
务平台、保险分期平台等子系统，有效为企业提供线上保险服务，降低风
险。

92
特力惠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疫情监测监管系统

系统主要功能包括疫情信息展示、人员实时位置标记、终端电量监控、终
端人员追踪、人员轨迹回放、图片回传、语音对讲、实时视频、人员信息
管理、人员监测状况统计与分析。

邹春芳
15959156375

93
福建闽光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移动企业应用

集成平台

通过企业应用集成平台手机、平板等移动端将企业生产经营涉及的信息系
统应用集成，具备办公OA、表单审批、生产经营报表、实时监控、核心
业务等移动办公功能，实现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无人化、数字化。

王榕
1360598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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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福建闽光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仓储物流系统

该系统通过集成RFID、雷达、车检器、车牌识别、激光物体三维建模、编
码尺等物联网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信息系统、AI系统，实现无人值守
的广泛应用，将疫情、医疗、生活等物资供应链、寄存、仓单交易、质押
等业务流程信息化、物联网化、智能化、无人化。

王榕
13605981534

95
福州盛思通科技

有限公司
营养校餐信息

管理平台

平台具备：“营养食谱”用于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增强免疫力；“食材溯
源”保障疫情期间学生在校饮食安全知情权和监督权；“资金监管”确保
财政资金收支使用安全规范；“视频监控”确保食材配送安全无污染；“
健康管理”了解学生每日健康情况及辖区内各个学校的疫情状况。

林伟斌
18650481786

96

东软集团（福州）
有限公司

东软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系统

系统针对重点人员信息、实时位置信息、交通行程、周边重点场所（药房
、医院、超市等）的风险参数进行实时监测，采用数据融合和大数据智能
处理技术，进行信息筛选与数据分析，实现动态全流程防控与应急管理，
并通过统一的物资保障管理为突发应急处置提供基础支撑。

林靖
13950280245

97
口罩预约

领取平台（免费）
平台实现统筹管理物资，合理调配，全程监管，采用线上“口罩预约登记
+指定药店购买”的方式，可快速实现本地对接和部署。

98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上报平台（免费）

平台实现医院对疫情信息的采集和上报，设置疫情上报、统计分析、分类
导出、汇总上报等功能，支持筛选确诊、疑似、发热、留观病例的统计。

99
发热咳嗽药品登记
管理系统（免费）

系统面向零售药店，通过填报顾客购买退热、止咳药品的信息记录，并汇
总上报，辅助疫情管控工作。

100
东软医护助理

机器人系统

该产品是集成导医、就医服务、人机智能语音交互的服务机器人，应用于
医院门诊大厅担任诊前服务工作，同时提供体温红外准确测量、监测口罩
佩戴情况、无人智能问诊、隔离传染源智能导医等四大疫情防控功能。

101
东软测温防控·

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

该产品可全面应用于银行、学校、企业、政务办事大厅、事业单位、公共
卫生场所等场景，可通过身份证实名认证并精确测量来访者体温，在无人
值守的情况下，时刻为服务单位把号第一道防线。提供体温红外测精准测
量、监测口罩佩戴情况、隔离传染源、自主路线安全巡逻等功能。

102
东软消毒安全卫士

机器人系统

该系统针对医院、银行、学校、企业、政务办事大厅、公共卫生场所等行
业，提供智能消毒服务，可根据场景自主导航，智能避障，自主完成消毒
任务、智能充电，并可以实施监控消毒情况，消毒路径、消毒场所可追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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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东软集团（福州）
有限公司

东软配送骑士
机器人系统

该系统针对医院隔离区、ICU病房、手术室、医技科等场所，提供药品、
医疗器械、手术用品等无人配送，降低配送交叉感染风险，高效运输，物
资运输是人工的10.5倍，提供身份扫码开箱、箱体封闭无污染、恒温物品
配送、激光导航、超声避障等功能。 林靖

13950280245

104 疫情移动监管系统

该系统由移动终端设备和服务器端系统构成，具备任务创建、任务派发、
现场巡检、检查事项勾选、检查任务拍照、检查过程全程视频采集、视频
实时回传指挥中心、检查人员分组语音通讯、语音通讯整合至视频采集、
领导/专家远程调度指挥、GIS人员定位、轨迹查询、设备管理等。

105
福州兴博新中大软件

有限公司
智慧财务助手

可提供远程在线进行业务预算申请、审批，可根据各类文件标准自动控制
预算，实现各单位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财务内控业务信息化管理。

梁辉聪
13960209898

106
福州左邻永佳科技

有限公司

智慧园区疫情
信息管理系统

提供：园区企业复工登记，确保企业符合复工标准；企业员工健康信息上
报，每日入园统计，掌握所有员工身体状态及出入记录；园区疫情管理，
园区运营方及时掌握园区疫情进展，快速响应；人流管控，二维码或人脸
识别门禁通行。

李祥涛
13590318460

107 智慧食堂运营管理系统
提供标准餐、团餐线上预订，统一配送，降低园区内人员流动性，有效减
少人员接触。

108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
金蝶云之家

产品具备以下功能：“健康打卡”快速收集员工健康情况，同事结合定位
管理，实时统计员工分布情况；“即时通讯"基于企业内部通讯录，快速
建立专项群组进行沟通；“流程审批”疫情报备等专项流程快速搭建；“
报表统计”专项流程统计分析，结果随时掌握；“知识中心”专题实时传
播，防疫方法及时掌握；"语音会议"防疫工作快速部署，会议纪要一键生
成；“轻量级任务管理”防疫协作一站式解决；“企业云盘”用于防疫视
频存储与分发。

周玮
13860622996

109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

金蝶精斗云

产品为小微企业一站式云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3大经营服务（小程序商
城+智慧门店+2B订货）、2大管理服务（财务+进销存）、1大解决方案
（新零售全渠道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打造智能化、移动化、一体化的经
营管理体系。

杨为省
18106063368

110 金蝶云星空
包含财务云、供应链云、生产制造云、全渠道营销云等。产品聚焦多组织
、多利润中心的大中型企业，全面支持多组织业务协同、精细管控。

周玮
13860622996

111 金蝶账无忧 产品具备智能采集、智能记账、智能税务、轻松代账等功能。
杨为省

1810606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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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

公司福州分公司
金蝶智慧记

包含智慧记软件（PC、APP、H5）、利润多多小程序、商品查询小程序
等，产品定位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进销存记账服务，可满足企业
从开店前到开店后的各项业务场景需求。

杨为省
18106063368

113

福建亿同世纪软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亿同医务人员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排查上报系统

系统针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具备疫情排查上报等功能，主要包含疫情上
报、统计分析与查询等模块，同时支持PC端与移动端。

刘建平
15859196082

114 亿同移动办公软件

包含移动公文收发、通知公告、新闻、网上审批大厅、即时通讯、知识资
料库、业务培训等功能，满足各医疗机构在抗击疫情关键时期快速响应的
需求。产品利用移动公文、线上公告等方式实现政府指令、抗疫政策的高
效流转，上传下达；同时将各类疫情防控知识与健康科普知识以知识库的
形式进行分享。支持在线对医护人员进行防疫知识培训；也可通过移动线
上办公迅速完成各类采购、各类事务在线审批。

115
推想(福建)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肺部计算机辅助诊断
软件--肺炎特别版

基于胸部CT的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工智能分诊动态优化系统：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灶的CT影像表现进行精准处理的人工智能分割模型；
建立基于胸部CT的发热门诊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工智能分诊模型；建
立基于胸部的CT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工智能分诊动态优化模型。

陈珺

13338442813

116
福建易联众医疗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健康宣教系统

产品利用政府、医院医务人员碎片时间，宣传正确的疫情防控知识，为居
民解答疫情防控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群众对疫情和防控知识的知
晓率。

何啟通
18695773609

117
福建超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员工健康信息系统

系统用于采集员工身体健康状况，为企业员工建立健康档案。提供每日个
人健康信息的收集上报、上报记录查询及相关建议等功能；可实时查询企
业员工的个人健康情况、员工健康状态汇总、隔离人员情况等；可进行人
员流动信息的有效管理、重点疫区、隔离规则的设置、个人健康报表、企
业人员状态报表、异常人员信息报表查看等。

曹晓明
18650060841

118
福建酷享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共享陪护床

共享陪护床专为医院医患陪护者提供可休息用床,解决医患陪护者日常休息
需求,解决住院病人家属陪护时无场地、无寝具休息、医院床位紧张等难题
。研制出适用医院环境空间的移动式共享陪护床,无需护士护工管理指导,
即可由病人家属自行扫码开锁租用、归还即上锁。

丁兆烽
18900292917

119
福建永易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融e捕行动指挥平台

根据相关部门发送的疫情瞒报、脱离的人员相关信息在一张图上显示，并
将该人员寻回的任务派发给周边相关行政单位，单位可根据地图GIS信息
对该人员进行找寻。

王新影
1895029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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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福建永易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EU远程协同办公平台

平台支持将个人、岗位、部门、事务进行网络连通，化解用户间差异性，
满足组织对现有业务系统相整合的扩展性需要，实现企事业单位工作流程
智能化、办公信息化，提升个人工作效率和减低组织管理成本。通过任务
实现目标管控、流程实现日常管理、人工智能识别实现过程监测、移动办
公实现随时随地处理工作事务。

王新影
18950295181

121 疫情巡逻防控平台

实现以下功能：1.发布巡检任务并监管巡防过程：可查看巡查区域中场所
名称及类型、场所联系人、联系电话、巡查相关记录及情况等信息；2.定
点定位：可针对不同线路制定巡检点，全程路线引导，同时可通过NFC、
蓝牙、GPS多种方式进行位置校验，到位自动打点；3.仪表盘显示:针对各
级管理需求定制疫情关键指标，通过可视化看板实时展示统计结果，同时
可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对疫情变化提供专业研判;4:地图模式:支持网格管
理员、网格辖区内人口、场所、建筑搜索，搜索结果可在地图仪表盘上展
示。

122
非配合人脸识别安全预

警系统

结合前端视频设备智能识别对未佩戴口罩人员进行人脸抓拍并建立违规档
案，同步进行预警。并配对单位人脸库配对识别是否为该单位人员，若为
外来人员则予以警报示警,可应用于车站、小区出入口、校园等安全管控。

123

瑞森网安(福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重保服务

产品提供特殊网络安全保障服务，通过基线核查、漏洞扫描、渗透测试、
网站安全监控、安全通告、应急响应等服务，保障疫情期间重要IT系统资
产、包括主机、网络、应用、网站等系统网络安全可靠运行，最大限度地
保证疫情期间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畅通。

陈一鸣
15959017224

124
公共显示屏内容安全管

理系统

该产品为LED单双色标清显示屏专用内容安全产品，通过管理平台可实现
对安装有CAG01E系列安全终端显示屏的统一管控和内容安全审核，有效
防止疫情期间显示屏上出现涉政、反动、谣言、不良广告等负面内容。

125
公共显示屏内容安全

智能监管平台

该产品为LED全彩屏专用内容安全产品，相关主管单位可通过监管平台及
时发现所辖区域安装有安全终端的LED全彩屏是否有在疫情期间播出涉政
、反动、谣言、不良广告等负面内容，同时可通过相应权限统一接管发布
应急内容。

126
森视持续风险发现

和管理平台

产品提供主机漏洞检测与运维保障的云端安全扫描产品，对网站自身及周
边资产情况进行低损耗、无间断的云端采集和高速处理，提供安全评估与
风险分析，使用图形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呈现漏洞情况，做到漏洞与风险可
见，为应用层和主机层网络安全体系提供可靠的保障，解决扫描结果误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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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瑞森网安(福建)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森御Web应用系统攻击
自免疫平台

产品通过RASP技术将保护程序像疫苗一样注入到应用程序中，有效防御
各类应用层攻击（如 SQL注入、跨站脚本（XSS）、命令注入等）适用于
保护各类网站安全。

陈一鸣
15959017224

128 视频监控安全
产品对各类摄像头在视频采集、视频使用、视频存储、视频共享四个方面
进行安全防护，实现视频接入安全、视频使用安全、视频平台安全、视频
共享安全，达到视频监控全生命周期防护，确保视频安全“全程可控”。

129 APP安全
为医疗、政府、民生等各类APP提供安全检测、安全加固、安全监测等服
务，一站式决绝安全风险，从而加强移动应用安全建设，保障各类移动应
用安全的稳定运行。

130
瑞森IT智能化

运维平台

平台应用于企业级的远程运维管理，由管理平台、智能网关、agent等组件
构成，提供一键管控、网络性能监测、智能诊断、环境监控、数据可视化
等功能，高效发现和处理运维难题，解决大规模运维需求，并且支持用户
自主开发，助力个性化需求。

131
厦门鑫朗软件

有限公司
异地协同办公

技术支持

可支持：实时统计员工健康状况，定时收集数据并上报；远程办公保持文
件同步，对涉密文件可控制下载、截屏带走等；提供App端、Web端及PC
端等方式的生产需求工具。

黄裕樟
18559755293

132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蓝信移动应用平台（应
急协同与指挥平台）

通过组织通讯录的形式快速建立应急群组并确保成员身份可信，支持多种
终端渠道快速发起电话/视频会议进行协同会商；实时进行图片、音视频、
地理位置、文件等信息上报，并快速统计分析；能对重要通知下发后进行
送达确认和及时提醒。

朱林健
18650320987

133
深圳追一科技

有限公司
疫情智能服务应用
（疫情机器人）

一、疫情线上咨询机器人：实时疫情在线咨询、疫情查询、智能问诊等服
务能力，实现全天7*24小时全天候智能化服务，无需人员，自动解答疫情
动态、疾病知识、防疫指南、网络问诊、监测隔离等问题，应对疫情提供
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咨询服务。二、疫情线下语音机器人：智能电话采集
辖区人员基本及健康状况，排查跟踪辖区人员近期活动地点、发热信息、
病源接触、病情回访等最新状况记录并快速筛选分析，形成辖区疫情防控
信息实时反馈及快速定位跟踪重点人员（体温和症状跟踪）状况，进一步
提高疫情防控中的工作效率及质量。

罗先生
18168007875

134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CAS

计算虚拟化软件

该产品为企业级计算虚拟化软件，利用软件聚合多台物理服务器，实现计
算资源模块化的横向弹性伸缩，能有效整合数据中心IT服务器资源，为疫
情防控、疫情直播平台等业务搭建提供可靠的计算资源。

颜财源
1864975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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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3C UIS 6.5 
超融合系统

该产品为超融合软件，通过在服务器上集成计算/网络/存储/安全虚拟化等
软件技术，实现资源模块化的横向弹性伸缩，形成统一的计算与存储资源
池，为疫情防控、医疗会诊、疫情直播平台等业务搭建提供可靠、稳定、
易用、安全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 颜财源

18649755949

136
H3C CloudOS 

云操作系统

该产品为自主研发的全栈式云平台，具备数据中心IaaS（计算、存储、网
络、安全、灾备等）和PaaS资源统一管理和智能调度能力，实现整合数据
中心 IT 资源，保障疫情防控、医疗会诊、疫情直播平台等业务稳定运行
。

137 广州鼎捷软件有限公司 新冠防控APP（免费）

该产品基于移动技术为有关单位提供快速便捷的防疫信息搜集与发布工具
以及辖区疫情数据快速汇总与管理工具，包含以下模块：1.政府发布：疫
情公告、同程车次/航班查询、辟谣中心；2.企业信息：企业公告;3.个人信
息：复工登记、健康上报、需求登记;4.管理报表：复工统计、每日健康统
计、需求统计。

林奕彤
15606939092

138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WPS+云办公协作版

提供6个月免费使用期限。具备远程办公服务，WPS+云办公提供融合专业
Office组件（包含文字、表格、演示、PDF、流程图、脑图、图片设计、
表单）、云存储、协同办公、移动会议、办公模板、企业管理后台等众多
模块，为企业提供随时随地、安全高效的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沈宇
1306369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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