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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供免费使用的云产品和服务目录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 下载链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一、防疫工作类 

1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DevCloud 跨地域

协作开发 

DevCloud是集华为研发实践、前沿研发理念、先进研发工具为一

体的研发云平台,面向开发者提供研发工具服务，让软件开发简

单高效,协助企业远程办公，实现企业员工跨地域软件开发高效

协同: 

1)零接触开发： 跨地域软件团队高效协作，项目进展一目了然； 

2)线上代码托管： 大容量云上仓库，代码安全无忧; 

3)消毒过的 AI眼： 多语言增量检查，精准定位代码缺陷。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详情： 

 

详情链接： 

https://bbs.huaweicloud.c
om/forum/thread-39881-1

-1.html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襄阳 张席铭 15527001895 

宜昌 朱亮 18522354757 

恩施 王秀强 18061624321 

荆州 资喜 18086490720 

荆门 胡立彬 13628610104 

随州 隋鑫 17762388656 

孝感 隋鑫 17762388656 

鄂州 马超 18571828423 

黄石 马超 18571828423 

天门 吴华荣 18696341232 

仙桃 吴华荣 18696341232 

潜江 吴华荣 18696341232 

咸宁 王坤 18868130764 

十堰 闫忠辉 18971530895 

黄冈 陆晨星 18986231586 

林区 闫忠辉 18971530895 
2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华为云 AI服务 

1）文字识别：助力中小企业提升效率，快速识别身份证件、车

牌等身份信息 

2）图引擎：基于知识图谱，帮助疫苗药物研制 

请通过链接了解详情：

https://activity.huaweiclou
d.com/AI_free0.html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其它地市联系人同上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thread-39881-1-1.html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thread-39881-1-1.html
https://bbs.huaweicloud.com/forum/thread-39881-1-1.html
https://activity.huaweicloud.com/AI_free0.html
https://activity.huaweicloud.com/AI_free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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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音语义：为疫情回访提供免费语音服务 

内容审核：净化网络环境，降低中小企业疫情期间运营成本 

3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华为云医疗智能

体 

1）基因组 AI产品，加速基因分析的进行，为患者快速提供病毒

核酸筛查检测结果 

2）通过医疗影像 AI平台，为科研团队提供即开即用的医疗影像

AI分析建模能力 

3）提供药物研发 AI资源，数小时完成百万级药物筛选，加速抗

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研发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详情： 

 

详情链接： 

https://www.huaweicloud.
com/product/eihealth.htm

l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其它地市联系人同上 
 

4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一知智

能 

智能语音疫情回

访系统 

1）疫情通知：点对点快速宣讲防控知识 

2）患者跟踪：定期跟踪自动生成统计表 

3）流动人员排查：批量调研返岗人员身体状况 

4）本地居民排查：快速完成信息收集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详情： 

 
详情链接： 

https://www.huaweicloud.
com/product/eihealth.htm

l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其它地市联系人同上 
 

5 
中国联通湖北

省分公司 

疫情防控智能机

器人／远程坐席 

1）疫情防控智能机器人—是基于云通讯能力，采用云+AI技术，

可以实现一对一人员健康信息收集，快速群呼，可自动生成健康

防控数据报表。 

2）政企远程坐席—分散办公，在家办公，随时上线，避免交叉

感染。 

电话沟通、一天部署完毕 高  波 18607181629 

6 中国联通湖北 云视频 基于联通沃云和联通优质网络，面向社会各界推出的中国联通云 电话沟通需求 陶亚明 18607181867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eihealth.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eihealth.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eihealth.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eihealth.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eihealth.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eiheal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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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分公司 视频业务，可有效支撑疫情期间应急指挥、高清视频会议等多种

即时交互的沟通场景需求。 

7 
中国联通湖北

省分公司 
多彩云信 

彩云信产品服务可以使用户在手机收件邮箱中实现接受收图片、

视频、音频信息。（一）服务客户：各级政府部门、卫生防疫部

门或企事业单位。（二）服务要点：防疫期间可用于党建纪检、

内部通知、员工关怀等信息发布。 

电话沟通需求 朱  鹤 18607191021 

8 
中国移动襄阳

分公司 
热成像体温检测 

规模化人群快速精准体温筛查，具备无接触式检测、高精度体温

筛查、异常体温预警等功能，可有效提升人员大流量场所体温检

测工作效率。 

电话沟通需求 贺俊越 18827529998 

9 
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 
疫情大屏 

疫情大屏看板：可视化展现企业人员健康情况、位置分布，防疫

物资分布，防疫信息等。 

https://cloud-data-visuali

zation-publish.rootcloud.c

om/view/play?id=1346215927

73000001&publish=1&company

Id=3Y4ivn 

杨雪松 18971055969 

10 
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 

cbox物联终端（硬

件） 

通过物联盒对设备数据进行采集，通过根云平台对设备数据进行

时时展示，对生产设备运转状况进行远程监控及控制，避免人员

接触。 

电话沟通需求 杨雪松 18971055969 

11 
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 
根云云视界 

1、集中显示企业的设备状态，运行数据等信息，为用户展示实

时可视化数据大屏，供用户进行运营决策等；                                                      

 2、APP 已开设火神山医院专项大屏，全面支持火神山医院建设

设备的远程运维工作。 

http://www.rootcloud.com/c

olumn/19/ 

 

杨雪松 18971055969 

12 
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 

根云 iFSM 

(远程运维) 

1、设备远程监控，支持远程设备工况监测、故障诊断与运维服

务 ；                                                     

2、APP已开设火神山医院专项大屏，全面支持火神山医院建设设

备的远程运维工作。 

http://ifsm.rootcloud.com/ 
 

杨雪松 18971055969 

13 

光谷医疗(武

汉)科技技术

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管理 

智能温测巡视机器人 

医疗物品传递机器人 

发热门诊管理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区管理系统 

光谷云医疗科教管理系统 

电话沟通需求 王亚林 18607115853 

http://www.rootcloud.com/column/19/
http://www.rootcloud.com/column/19/
http://ifsm.root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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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湖北健康之路

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疫情防控管理 

1、疫情专题医生在线咨询； 

2、家庭病床远程查房； 

3、慢病线上复诊、处方续方、药品配送。 

电话沟通需求 陶  佩 13419666327 

15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视联网视频会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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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湖北省内视联网已经覆盖了 100%的市、县和 80%的乡镇，

以及部分村级点位，累计入网点位超过 3000 余个；视联网内任

意点位间可实现任意互联互通，大大提升疫情防控的效率及基层

宣传覆盖率；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16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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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17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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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18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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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APP形式，下载安装即可 章 浩 18627726919 

19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覆盖全国的超高

清医学卫生专网 

1、视联网服务平台已覆盖全国 5000+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实现远

程会诊、视频通信、防疫科普等多种功能，让医疗机构、政府部

门实现互联互通、确保实时响应、分析研判、协同指挥； 

2、针对国家派遣的大规模援助医护团队，各援助单位及当地卫

健委，可通过视联网平台快速与援助团队进行互联互通，及时获

取、解决前方遇到的问题，大大提升疫情防控期间沟通效率。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20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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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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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床边和医生工作站开展远程医疗业务。 

21 
鼎捷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新冠防控 APP 

主要内容： 

1)应对目前制造业复工在即，由人员聚集可能带来新的防疫风

险”，同时，基于移动技术，致力于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快速便

捷的防疫信息搜集与发布工具，也能作为为各级政府单位，提供

一个辖区快速疫情数据汇总与管理的工具。 

2)基于移动技术，致力于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快速便捷的防疫信

息搜集与发布工具 

3)作为为各级政府单位，提供一个辖区快速疫情数据汇总与管理

的工具 

服务宗旨： 

1)服务于目前疫情防控，企业员工复工健康监控 

2)为企业提供易推行、使用便捷、查询方便、监控分析及时的防

控平台 

主要功能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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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功能版块，可根据各应用单位/企业的需求，进行调整） 

 

或在应用商店搜索 

新冠防控 下载 

王睿娟 13971076486 

22 
湖北诚佰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远疫情管

理系统 

员工健康上报、部门健康报告、健康档案、防疫工作汇报、突发

事件上报等；支持手机端 PC端应用。 
电话沟通需求 郭  云 18827527088 

23 北京致远互联

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Formtalk 

大数据采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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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学生 

张  锐 1529542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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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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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         医疗 

 

24 
武汉联析医疗

技术有限公司 
透析云管理平台 

1.血液透析门诊管理 

2.血液透析电子病例管理 

3.全品牌血液透析机物联网技术联机 

4.人脸识别接诊、排床号 

5.透析病床自动排班 

6.交通管制期间链接社区、车队实现接送管理 

7.血液透析质控管理 

8.国家、省、市质控专家在线指导 

9.患者居家数据上报 

10.患者营养管理 

11.区域血透医护协同管理 

12.透析联动地图 

13.护士平板管理 

介绍资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

4oIpBv-ax2B1mGw1_gf2w  

提取码：slqh  

公司网址：

http://united-dialysis.com

/ 

肖  晔 18627809573 

25 

武汉市公用电

子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车载终端智能设

备 

红外线体温检测车载终端智能设备；城市公交集团提供信息系统，

进行公交数据服务，实名制、乘车信息、站点等数据源采集与分

析及溯源。 

电话沟通需求 石铁轩 13607146352 

26 
武汉蓝星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登记排查系统

（PC端）/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登记

排查系统（手机端） 

 

http://172.31.251.27:8080/

pehr/#/login（卫生专网）

 

胡云慧 13807195526 

27 武汉云图智城 实景拍摄系统 提供实景地图服务。提供空中 720度全景影像拍摄，室内外全景 上门提供服务 周  勇 13807120625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http://united-dialys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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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 拍摄的服务，可以对定点医院，方舱的内外部场景的实景拍摄，

和地图数据结合放到管理平台上助力政府的管控 

28 

武汉市网慧天

下科技有限公

司 

出入防控网格化

管理系统 

 

 

 

 

 

 

关注小程序 

大  帅 18986112051 

29 

武汉未来组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型冠状病毒基

因组测序和分析

研究（科学研究方

向） 

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研究（科学研究方向） 电话沟通需求 
梁  帆 15994230310 

韩玲玲 18971463671 

30 

武汉希望组医

学检验实验室

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服务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刘兰兰 18071062020 

31 
武汉中地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管理 

MapGIS 10.3.5桌面平台、 

服务器平台 15款平台及工具产品免费使用 

 

电话沟通需求 
尹培培 13627210647 

yinpeipei@mapgis.com 

二、生产保障类 

1 
中国电信湖北

公司 

天翼云会议 

 

中国电信天翼云会议是部署在天翼云平台上的云视频会议平台，可

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等网络通道，支持电脑、手机、Pad、一

体化硬终端等多类型终端接入，提供 4K、1080p、720p等多规格的

云视频会议服务，实现 24 小时随时随地远程开会、工作调度，有

效保障工作效率，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https://cloudmeeting.189

.cn/ 

潘 蕾 18907188656 

李 晶 18907182502 

2 中国电信湖北

公司 

天翼云办公 依托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络而集中部署的业务平台，提供在 PC机、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类终端使用的融合型办公服务，能够为单

位信息共享，收发文件、通知通告、审批签字、政策文件下达提供

有效沟通工具和手段，可满足客户随时随地进行信息共享、沟通交

流和协同办公的需求   

潘 蕾 18907188656 

李 晶 18907182502 

http://www.baidu.com/link?url=hy2A9QPj9dNWgkHQRCHUdFvg1ZQBPaOA1RhaU2rwJQ3S2skThSpIwdi3A2I650KLrfp7v3M-0xieKrjQT9u7mHKr7gIopcKvxV_z-w5aNGG
http://www.baidu.com/link?url=hy2A9QPj9dNWgkHQRCHUdFvg1ZQBPaOA1RhaU2rwJQ3S2skThSpIwdi3A2I650KLrfp7v3M-0xieKrjQT9u7mHKr7gIopcKvxV_z-w5aNGG
http://www.baidu.com/link?url=hy2A9QPj9dNWgkHQRCHUdFvg1ZQBPaOA1RhaU2rwJQ3S2skThSpIwdi3A2I650KLrfp7v3M-0xieKrjQT9u7mHKr7gIopcKvxV_z-w5a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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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脑 登 录 地 址 ：

www.ctnma.cn 

3 
中国电信湖北

公司 
天翼企业云盘 

天翼企业云盘是中国电信推出的企业级云存储服务，为企业或团队

提供安全、稳定的文件存储、文件共享等服务 助力企业实现文件

随时预览，快速查找、便捷分享，提高企业办公效率  

每个企业云盘可容纳 100 位成员、5T 免费存储空间，疫情特殊需

求更支持定制扩容，云盘内成员可通过 PC、移动端在线编辑、共

享文件，更可通过外链分享功能与云盘外部成员线上办公，保证协

同无障碍。 

 
http://b.cloud.189.cn/ 

潘 蕾 18907188656 

李 晶 18907182502 

4 
中国电信湖北

公司 
天翼云安全（云堤） 

中国电信推出的针对网站提供安全监测、安全防护业务，旨在对网

站在信息安全、业务连续性方面的高要求，为用户打造可靠、安全、

高效的在线服务网站，提升网站公信力 

 

潘 蕾 18907188656 

李 晶 18907182502 

5 
中国移动襄阳

分公司 
云空间 

为企业提供文件的存储、管理、共享、远程访问等服务，具备海量

存储空间、多副本容灾、安全可控等特点。 
电话沟通需求 贺俊越 18827529998 

6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Welink 数字化办

公平台 
1）智能会议：最佳视频会议，支持千人会议，4K超高清，不能见

面胜似见面； 

2）健康打卡：企业实时统计员工健康状况，及时防控疫情，呵护

员工健康； 

3）远程办公：1秒找人，团队协同，员工在家办公，安全安心； 

4）企业安全：业界唯一“芯-端-管-云”全流程安全方案，企业资

源安全隔离，确保信息安全； 

5）智能助手：小微 AI相伴，精准语音识别，办公效率提升 5倍，

支持 7大语种实时翻译； 

1、通过手机应用商城或

Appstore搜索“Welink”下

载； 

2、官方网站下载地址：

https://www.huaweicloud.

com/product/welink-downl

oad.html 

3、二维码： 

 
 Android    

湖北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download.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download.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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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云空间：个人空间、团队空间，支持多种格式文件上传、

下载、分享；文件快速预览，百兆文件可秒开。 
 

ios 

7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华为云学院 

1）华为云入门：层层解开云计算的神秘面纱 

2）人人学 IoT：物联网从入门到精通 

3）Python语言基础与进阶：快速入门掌握 Python 

1、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详

情： 

 

详情链接： 

https://edu.huaweicloud
.com/courses/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8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用友软

件公司 

U8 cloud 

1）在线财务处理：财务人员在线做账、出报表、报税，无需到公

司现场 

2）在线人力服务：员工移动打卡，移动人事业务申请，人力报表

数据自动出具，无需面对面沟通 

3）在线采购管理：采购需求、采购订单、采购入库全流程在线沟

通，及时准确完成采购业务处理 

1、请通过链接了解申请： 
https://marketplace.hua
weicloud.com/product/0

0301-422004-0--0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9 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 
华为云安全服务 1）Web 应用防火墙：网站安全防护神器，防攻击、防病毒、防篡

改 

2）云堡垒机：支持远程运维，保障远程办公的安全可控 

3）主机安全：勒索病毒的一键查杀，减少主机 90%以上的被攻击

1、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详

情： 

湖北省 柳嘉 13886148233 

武汉 刘旭帆 15608620867 

 

https://edu.huaweicloud.com/courses/
https://edu.huaweicloud.com/courses/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22004-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22004-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2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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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4）态势感知：掌握网络安全态势，实现威胁检测、响应、溯源的

闭环 

 

     详情链接： 

https://activity.huaweicl
oud.com/fightvirus.html 

10 
中国联通湖北

省分公司 
政企彩铃 

政企彩铃是在传统音频彩铃的基础上，融合 5G 视频彩铃升级为基

于 VoLTE技术，向支援、助力疫情防控企业呈现音视频融合彩铃服

务。将疫情最新动态、抗疫宣传、防疫知识普及传递给民众。服务

客户：支援、助力疫情防控企业；物流、快递、银行等服务行业； 

 

电话沟通需求 
朱  鹤 18607191021 

黄丹辉 18607181875 

11 
中国联通湖北

省分公司 
云办公 

云办公是一款功能全、体验好、开通即用、配置灵活、软硬一体的

租赁版 OA系统。深度融合云技术，为 30人以上成长型组织提供移

动办公解决方案，数据还可以迁移到本地进行私有部署应用。 

电话沟通需求 段  莉 18607181932 

12 
武汉金山办公

软件有限公司 

WPS 云文档/金山

文档 

 

让管理者或员工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不同工作团队，进行文档的共享

访问、权限分配、加密防护、快速检索等，云端实时同步访问最新

版本避免文件来回传输，工作文档上云并归集在同一个企业中，构

建远程办公的基础。 

2)在线协作文档，可支持多人同时编辑文档。适用于审核修改文件，

多人填表，多人共写文档等场景。 

 

浏览器： 

访 问  

https://www.kdocs.cn/  

 

余  飞 18571570688 

13 武汉金山办公

软件有限公司 

WPS会议/ 

WPS Office 

无需专业设备即可远程开会，多人异地讨论方案、周会、月会、年

终总结等。参会人可以同步查看文档、标注，同时实时语音通话交

流。 

满足用户对 office 办公文件的查看和编写需求，强大的格式和操

作兼容，加上针对中国用户的本地特色功能支持优化，让文档处理

变得简单高效；同时，WPS客户端提供全平台产品覆盖（Windows、

PC客户端： 

访问 http://wps.cn/ 下载

最新版本 

 

余  飞 18571570688 

https://activity.huaweicloud.com/fightvirus.html
https://activity.huaweicloud.com/fightvir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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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ndroid、iOS、Linux），多端互通，满足设备和设备间的数

据连接同步诉求，让随时随地办公和移动办公成为可能。 

14 
武汉金山办公

软件有限公司 
WPS表单 

多人信息统计工具。收集结果会自动汇总，且可导出方便使用的表

格文档，并且保证被调查者隐私，所有收集结果只有发起人可见。

适用于员工信息统计、健康情况统计、销售数据汇总、工作周报等

场景。 

浏览器： 

访问 https://f.wps.cn/  
余  飞 18571570688 

15 
湖北诚佰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远远程协

同办公 
考勤管理、人事管理、流程审批、公文管理等，支持移动端应用。  郭  云 18827527088 

16 
湖北诚佰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随锐云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支持手机端 PC端应用。  郭  云 18827527088 

17 

湖北赛乐氏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湖北省赛

云斯特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用友 U8cloud 

云 ERP 

本产品解决中小企业总账、现金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应收管理、

应付管理、存货核算、移动审批、移动报表、企业报表、采购管理、

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及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大厂商、大品牌，云

端布署，免服务器、免安装、免局域网、免维护。 
 

http://hbjgznkj.yyu8c.co

m 

张于涛 13098311700 

18 

湖北赛乐氏信

息技术有限公

司&湖北省赛

云斯特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云 MES 

本产品解决制造企业生产计划管理、生产报工、计件工资、制造流

程追溯、生产品质管控、设备维保。云端布署，免服务器、免安装、

免局域网、免维护。  

http://122.189.98.159:85

91 

张于涛 13098311700 

19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应急协同与指 挥

平台（蓝信） 

帮忙用户在疫情解决远程办公的远程移动办公平台，包括即时通讯、

工作群组（支持 2000人大群），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支持 500

人） 、疫情一键上报、数据安全传递等功能.。 

https://www.lanxin.cn/ht

mls/product.html 

客户端下载地址：

d.lanxin.cn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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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方管理员登录地址：

http://admincloud.lx.360

.net/ 

20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终端杀毒（天擎） 
包括终端、服务器系统病毒木马查杀、应用管控、外设管控、软件

管理等功能。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product/terminal_securit

y_mgt 

2、产品注册及下载使用地址： 

https://www.qianxin.com/

activation/index 

3、勒索解密工具下载地址：

https://lesuobingdu.qian

xin.com/ 

4、授权延期：授权如需延期

请联系接口人。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21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自适应广域网 组

网系统 （SD-WAN） 

奇安信安全 SD-WAN以网络即服务（NaaS）和安全即服务（SaaS）

的方式，为多分支机构、数据中心互联、混合云等场景的用户提供

广域 安全组网方案。不仅解决网络运维成本高、广域组网复杂等

网络问题，同时针对广域网及内网数据日益严重的安全风险，提供

“端-网- 云”一体的端到端安全防护能力。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product/sd-wan 

2、产品使用方式：产品形态

为硬件，需要在总部及分支

分别部署，如有需要请联系

接口人。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22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网站云监测 （全

球鹰） 

云端网站监测服务，支持对网站漏洞、网站攻击、网站内容变更、

网站可用性等进行监测，发生安全事件，实时通知网站负责人。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product/cloud_monitoring 

2、产品使用方式：需要开通

此服务请联系接口人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s://www.qianxin.com/activation/index
https://www.qianxin.com/activation/index
https://lesuobingdu.qianxin.com/
https://lesuobingdu.qianxin.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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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方管理中心登陆地址：

https://jiance.qianxin.c

om/login 

23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网站云防护 （安

域） 

云端网站防护服务，无需改变用户现在网络拓扑情况，支持对网站

漏洞、网站攻击、网站内容变更等进行防护，发生安全事件，实时

通 知网站负责人。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product/cloud_manage 

2、产品使用方式：需要开通

此服务请联系接口人 

3、客户方管理中心登陆地址：

https://anyu.qianxin.com

/Login/index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24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SSLVPN（远程 安

全接入） 

安全接入网关系统(SSLVPN)解决客户通过互联网使用电脑及智能

终端远程办公、专网环境办公等场景的安全接入问题，实现客户 5A

级办 公。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product/secure_vpn 

2、产品使用方式：产品形态

为硬件网关+软件客户端，硬

件网关需要在总部部署，如

有需要请联系接口人。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25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远程在线支持 服

务 
（7×24）提供远程在线支持方式，帮忙用户处理突发安全事件。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service/MmergencyRes 

2、产品使用方式：此产品为

服务，有需要请联系接口人。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26 

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现场应急服务 

（7×24） 
提供现场应急方式，帮忙用户处理突发安全事件。 

1、产品介绍：

https://www.qianxin.com/

service/MmergencyRes 

2、产品使用方式：此产品为

服务，有需要请联系接口人。 

倪  颖 13707151599 

肖  磊 15527049178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E8xxBfrddqkxmYGI3O0GpOPr8ZJfKOoLWvwTb4_OD9n8qeIvZUHukyBohzW_hg9gJVQ22NjmJBlQhkeg6rsbgdsVzhg38cN0KHgEWLow6mAmtBzzuxRwQVB6YK1ISCQnGtp9qLm-KOUvCBp3RvmUqmb0OZCLspCZHLsUy6K18G1bpbfzm2TmbNEkBHGf-DkpjbT0fLFRTArjrNYhJNoRDV9pgmWthwLdJFvPO6y2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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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云之家 

(智能移动办公平

台) 

提供 OA系统、审批、考勤、语音会议、视频会议、健康打卡、疫

情报备、疫情任务、疫情知识、防疫云盘等移动办公 SaaS应用,协

同云服务。 

 
https://www.yunzhijia.co

m/home/?m=open&a=downloa

d&utm_source=&utm_medium

= 

李云波 13659872811 

28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金蝶云星空 

(企业管理软件平

台) 

财务云、供应链云、产品研发云、HR云、生产制造云、全渠道营

销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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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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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kingdee.com/p

roducts/galaxy 
李云波 13659872811 

29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金蝶精斗云 

（小微企业一站

式云服务平台） 

金蝶精斗云，金蝶旗下小微企业一站式云服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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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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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dy.com/ 李云波 13659872811 

30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金蝶账无忧 

（智能财税 SaaS

平台） 

智能采集、智能记账、智能税务、轻松代账。工商流程自定义，欠

费客户系统提醒，收款信息批量通知，客户全流程管理，移动 APP

端实时展示服务进度。 

http://www.kdzwy.com/ 李云波 13659872811 

31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金蝶云镝 

工业互联网平台 

通过 ERP连接器，将工厂的系统与平台上的企业连接，查看工厂

（代工厂）接到采购订单、排产、生产、质检、入库、发货等全过

程。解决企业生产作业环节的排产、派工、生产数据汇报、进度监

控、品质管理等。通过设备联网可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实现

全生命周期管理、故障诊断、运维服务、设备 OEE管理及预警管理。

在采购过程中与供应商进行采购寻源、报价、计划、订单共享。 

http://yundeeiot.com 李云波 13659872811 

https://www.yunzhijia.com/home/?m=open&a=download&utm_source=&utm_medium=
https://www.yunzhijia.com/home/?m=open&a=download&utm_source=&utm_medium=
https://www.yunzhijia.com/home/?m=open&a=download&utm_source=&utm_medium=
https://www.yunzhijia.com/home/?m=open&a=download&utm_source=&utm_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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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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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申请使用 

张  锐 15295429620  

33 
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 
根云小匠 

1、提供企业设备驾驶仓，实现设备的远程管理； 

2、实现对工厂、事业部、车间、工艺段、设备分级管理； 

3、提供设备开机率、作业率、作业时长、瓶颈工序、冗余工序，

供企业合理安排生产； 

http://eeas-bi-front.roo

tcloud.com/login 
杨雪松 18971055969 

34 
树根互联技术

有限公司 
根云能管 

1、建立能耗 BI驾驶舱，对各组织、重点用能设备、用能尖峰率提

供总体分析、详细构成分析、趋势分析；2、提供企业直接作业能

耗和辅助作业能耗，在给企业提供远程监控的情况下，还给企业提

供能源优化参考；3、提供能源全局调度优化工具，帮助企业进行

能源预测与仿真，指导企业进行能源准备与调度，确保生产正常执

行； 

DEMO:http://ems-bi-front

-demo.irootechapp.com/pa

ges/energyDashboard/dash

board 

杨雪松 18971055969 

35 
湖北汇吉信息

技术公司 
泛微云 OA 

提供企业协同办公、视频会议、疫情管理、语音会议、CRM、HR、

在线签章等协同办公平台 
电话沟通需求 

丁  平 18163114319（襄

阳） 

马雪锋 13197176889（枣

阳） 

36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社会化主数据 

疫情期间，用友云平台社会化主数据，将能使企业与企业共享基本

信息，同时与社会共享数据，例如企业的基本信息、企业的变更记

录、行政处罚信息、法院公告信息等。该类主数据除了拥有主数据

的基本特征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社会性。带有社会

性的主数据，数据来源广泛，参差不齐，难于管理，但是这类主数

据又能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客户、伙伴、竞争对手等的信息，有利于

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管理好社会化主数据，对于企业而言也

是非常重要的。 

电话沟通需求 向春萍 18062553831 

37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YonSuite企业云

ERP 

YonSuite是基于云原生架构，为成长型企业提供“营销、制造、

采购、财务、人力、办公、平台”融合一体，支持企业全球化经营、

https://yonsuite.diwork.

com 

向春萍 18062553831 

http://eeas-bi-front.rootcloud.com/login
http://eeas-bi-front.rootcloud.com/login
http://ems-bi-front-demo.irootechapp.com/pages/energyDashboard/dashboard
http://ems-bi-front-demo.irootechapp.com/pages/energyDashboard/dashboard
http://ems-bi-front-demo.irootechapp.com/pages/energyDashboard/dashboard
http://ems-bi-front-demo.irootechapp.com/pages/energyDashboard/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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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分公司 社会化商业的云服务包。 

38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用友人力云 

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在线的智能化协同管理，包括从员工云招入

离调转到工时合同任务激励文化人才用工税务等人才全链条高体

验的企业人力管理云服务 

https://www.diwork.com 向春萍 18062553831 

39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用友财务云 
针对全国抗疫和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用友财务云提供申请试用服务，

覆盖全员、实现全线上化的费用报销和业务报账服务。 

https://ybz.yonyoucloud.

com 
向春萍 18062553831 

40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用友电子发票服

务 

用友电子发票服务可实现从发票开具、接收、报销、入账最后归档

的发票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解决企业批发或零售，采购及费用报报

销，发票记账，统计报税等多场景对发票的应用处理，简化企业操

作流程，杜绝基于发票的交叉感染。 

电话沟通需求 向春萍 18062553831 

41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制造云设备服务 

用友云设备服务， 提供 SaaS 服务模式， 构建装备制造商、业主、

服务商、物流等多方互连互通的统一平台。通过对现场安装交付、

IoT 物联服务、运行数据监视、智能诊断预测、售后服务等全方位

的闭环管理及数据沉淀， 帮助制造企业提高服务质量， 提升服

务效率， 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https://jingzhi.yonyoucl

oud.com/#/deviceRemote 
向春萍 18062553831 

42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营销云 
针对流通零售行业企业，帮助他们在特殊时期如果升级线上营销，

灵活改变经营策略，-门店业务在线化等。 
电话沟通需求 向春萍 18062553831 

43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营销云-U会员、

友零售、电商通 

企业基于“人、货、场”三大要素出发，通过 U会员+友零售+电商

通让零售企业在特殊时期灵活改变经营策略，开展无接触式线上销

售、多区域、多门店 O2O销售业务场景、门店体验式场景， 玩转

社群团购、会员制社交电商、导购社交零售、构建企业私域流量池

实现社交裂变拓客、构建企业自己的专属直播平台，全面赋能门店

和导购，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电商通 3.0高效解决企业客户多平台

多店铺订单效率问题，即时配送彻底打通，加速融合，助力疫情下

企业新零售转型升级。 

可支持 U会员发布商家「不出门经营」卖货方案，线上卖货、生意

不停、供应商入驻申请、会员制社交电商、导购社交零售、线上小

程序商城、电商直播等 

电话沟通需求 向春萍 1806255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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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专属云平台在线

培训 

iuap平台全产品线的在线培训：技术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

智能分析、小友 rpa 
电话沟通需求 向春萍 18062553831 

45 
武汉天喻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天喻三维协同系统 V2.0（简称：TeamSpace）天喻集成智能化辅助

设计绘图系统 V9.0（简称：InteCAD） 

天喻产品设计可视化平台 V8.0（简称：InteVue） 

天喻三维工艺规划系统 V3/0（简称：Inte3D） 

（汽车、制造业、机械、军工及中小型生产经营。特出突出解决疫

情影响企业。） 

电话沟通需求 陈  叶 18702721810 

46 
武汉随锐亿山

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视频会议  

www.suirui.com 

www.zhumu.com 

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瞩目、

会见 

幸文锋 13520115311 

刘  伟 18008640064 

       4000106066 

47 
武汉镭立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镭立设备管理系

统/镭立设备管理

系统 

 

http://www.leiit.net/ 

https://www.chengzijianz

han.com/tetris/page/6745

408883767902222 

田春阳 15527723285 

张  松 13554018978 

48 

湖北健康之路

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医联体机构间远

程协同门诊系统/

便携式远程协同

门诊视频设备终

端 

 电话沟通需求 陶  佩 13419666327 

49 
武汉捷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协同 

1）提供生产经营管理学习课件和解决方案 

2）提供营销推广运营方案 

3）钉钉/阿里云邮箱安装部署、远程办公使用培训； 

业务系统上云迁云及远程管理维护 

电话沟通需求 吴  超 13697325288 

50 
湖北朗祺视讯

科技有限公司 

MR-MX 协同平台

/MR-MX 云会议系

统 

 电话沟通需求 詹  秀 13986225912 

51 武汉市润普网 润普在线工作平  只需在线注册，便可直接使 郝小姐 15171500012 

http://www.leii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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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科技有限公

司 

台 用 。 免 费 领 取 链 接 ：

https://zopen.easydo.cn/

default/_more_/sign_up/@

zopen.sign_up:sign_up/　 

莫小姐 15876542084 

52 
武汉智网云达

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智网云达云

视频会议系统 
  胡  清 18771043848 

53 

武汉兴和云网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云图智造”高性

能工业设计云平

台 

采用自研容器微服务架构搭建企业应用中台，在实现多人协同 3D

设计与仿真的同时，还可集中部署企业软件开发、财务办公、物料

采购、生产交付、营销物流等全生命周期的各类应用，根据部门需

求自由组合封装，以量身定制方式，为企业各地区、各部门的每一

位员工交付工作桌面，方便本地或远程使用。 

http://www.singlec

loud.cc 

 

李翔 18907125802 

彭露 18627119130 

三、生活服务类 

1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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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2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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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3 

视联动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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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采用软硬一体模式，基于

运营商专线链路，通过部署视

联网终端设备实现互联互通 

章  浩 18627726919 

4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互联网诊疗及区

域联防联控协同

就医平台 

以医院为主体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公众提供肺炎咨询服务及常

见病、慢性病复服务，支持电子处方、药品配送、检验检查申请、

疫情动态、疫情上报等功能，为区域医疗机构提供面向新冠肺炎

患者的转诊、会诊以及在线疫情防控知识学习。 

https://mp.mhealth100.com/

ip-healthmanager-dtr-web/n

etworkclinic/account/login 

http://www.mhealth100.com/

kingdeehit-mwp/#/login 

李云波 13659872811 

http://www.singlecloud.cc/
http://www.singlecloud.cc/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dtr-web/networkclinic/account/login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dtr-web/networkclinic/account/login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dtr-web/networkclinic/accoun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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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蝶软件（中

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社区防疫服务软

件 
智能疫情助手、访客通行、社区出入电子凭证、防疫通知公告 

http://www.kingdee.com/?s=

%E6%88%91%E5%AE%B6%E4%BA%9

1 

李云波 13659872811 

6 

深圳市英盛网

络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英盛网络商学院 

培训管理平台 

组织架构管理、商学院设计、权限管理、员工管理、企业公告、

分配学习任务、监控学习进度、查看学习心得、直播管理、线下

培训项目管理、上传视频文件、创建视频课程、分类视频课程、

创建试卷、创建试题、随机试卷、组织考试、“531”行动计划

表、企业网盘、企业知识库、知识快速分享、学习计划报表、考

试结果报表、月度数据报表等 
     

魏朝阳 15571135858 

7 
武汉捷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测温及社区

防疫监控解决方

案 

 电话沟通需求 吴超 13697325288 

8 
湖北汇吉信息

技术公司 
长益西联 

中大型商业企业门店收银、门店配送、自助收银、经营分析、供

应商管理等协同管理平台。 
电话沟通需求 

丁平:18163114319（襄阳） 

马雪锋:13197176889（枣阳） 

9 

用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分公司 

智能分析(V5.0) 

智能分析：填报、分析、可嵌入式数据可视化 

数据湖：提供企业社会化主数据（包含抗疫主数据）、数据移动

（数据迁移、统计） 

 

举例说明：“智能分析”赋能学生假期生活管理： 

针对大部分学校延迟开学，学生停课不停学的问题，河北某学校

应用智能分析产品，进行在校学生的流动、体温、学习等情况的

监督管理。基于智能分析的填报功能，责任人自助式设计《学生

假期去向表》、《学生每日体温监测表》、《学习计划执行状况

统计表》并实现线上发布；通过微信群分享等多种渠道，向学生

及家长分享填报链接，根据线上反馈的数据，在线建立体温数据

模型和学习计划完成度评估模型，设定异常提醒，在不外出、不

串门的前提下，有效地帮助校方及对应责任教师，实时掌握学生

健康状况及在家学习状况。 

 向春萍 18062553831 

10 

传神语联网网

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智语言 

免费专线疫情咨询平台“一号通”，为在中国的外国人免费提供

英、韩、日、法、俄、泰、阿拉伯、越南 8种语言服务，帮助在

华外国人处理相关事务及生活，只需拨打 027-59768850，即可获

得相关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张玲芝 18971564936 

11 传神语联网网

络科技股份有

智语言 免费战疫语言服务平台“湖北方言通”，包含在线平台及专线平

台服务，提供武汉话、黄冈话、宜昌话、荆州话、咸宁话、孝感

电话沟通需求 张玲芝 1897156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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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话、黄石话、襄阳话、鄂州话 9种语言服务，帮助消除医患方言

障碍。 

在线服务平台地址：https://ncp.wordpower.top/ 

专线服务平台：027-59771671 

12 
武汉鸣鸾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Ai外呼机器人 用于疫情回访。目前已免费为东高 4个社区提供该项服务 电话沟通需求 郑  欣 13545124024 

13 
武汉鸣鸾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远程教育系统 

为湖北各大高效免费提供线上招聘会系统，方便学生线上面试找

工作，促进学生就业。目前已免费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

大学等 10所高校免费用。 

电话沟通需求 郑  欣 13545124024 

14 

武汉颂大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Z+”（在家学）

抗疫专供在线教

学解决方案 

该方案是一个基于“颂大木木教学平台”（含阳光直播教学系

统），适于学生“在家学”、教师“在家教”、学校“在线管”

的系统化解决方案，能够支持老师和学生从备、授、测、评、辅、

管全链条的互联网教学模式。从大年初一至今，我们的平台用户

已经超过百万，而每一个用户都是我们用自筹资金在支撑，投入

巨大，截止目前，我们免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已经超过

5000万。 

电话沟通需求 叶  旺 13554006700 

15 
武汉源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在线问诊 可为使用者提供在线健康问诊服务，实现在家就诊。 电话沟通需求 

李振华 18707107025 

宋海龙 18995551355 

https://ncp.wordpower.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