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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工信两化函〔2020〕71号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推出第二批云服务产品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的函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为坚决有力抓好疫情防控，积极稳妥组织复工复产，我厅印

发了《关于鼓励使用云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函》（冀工信两

化函〔2020〕59号），发布了第一批 122项可在疫情防控阶段免

费使用的云服务产品清单（见附件 1），经各市共同宣传推动，在

全省产生广泛影响，也受到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广泛欢迎。

经我厅与省企业上云供给资源池各云服务商的进一步努力，现推

出第二批 52项免费云服务产品清单（见附件 2）。

请各市持续做好宣传推广工作，采取转发通知、企业群分享、

公众号推送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利用云服务促进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有需要的企业可按产品清单中的链接地址登录或下载，

需要帮助的可向清单中的联系人电话咨询。

联系人：陈伟 0311-8790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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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云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免费产品清单

（第一批）

2. 河北省云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免费产品清单

（第二批）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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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云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免费产品清单（第一批）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云服务商 云应用产品及主要功能简介 免费期限 链接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一、省外云服务企业（15）

雄安海尔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2）

海尔 COSMOPlat-新冠病毒战役供需平台：可实现防治疫情物资的供需信息

及时、准确零距离互联互通，来帮助疫区需求和生产企业物资更高精度更高

效率的匹配，同时也为政府物资调配提供数据的支持，有力的支撑疫区物资

保障。

永久免费
https://whyq.cosmoplat.co
m/

张宏彬 18032928769

于复青 18653236880

海尔 COSMOPlat-全员防疫智能管理平台：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

社区、个人提供精准的疫情信息、智能采集、科学管理、数据分析等服务，

通过应用场景的不断迭代来实现人员健康情况的反馈与管理人员对疫情的防

控。

永久免费
http://shenqing.shanghai.co
smoplat.com/

张宏彬 18032928769

于复青 18653236880

腾讯云计算（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5）

腾讯会议：可开展远程办公，疫情期间提供免费的高清流畅、安全可靠的不

限时会议功能，随时随地开会，即开即用，全方式（PC 客户端、小程序、

APP）接入；可 300人同时接入会议满足绝大部分需求，后续按需扩容。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a
ct/pro/fightwuhan?from=1
1864 胡雄飞 15632151013

AI通行防控：1.通过腾讯人脸识别与身份对比技术，自动生成外来人员出入

记录；2.非接触式体温检测，测温误差＜0.4度；3.可以与公安、街道办、防

疫中心重点人员名单实时对接，实时联动报警。；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a
ct/pro/fightwuhan?from=1
1864 胡雄飞 15632151013

https://whyq.cosmoplat.com/
https://whyq.cosmoplat.com/
http://shenqing.shanghai.cosmoplat.com/
http://shenqing.shanghai.cosmopla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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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音视频通信：为新开通企事业用户提供免费音视频产品套件，每个企

业限领 1次，直至疫情结束；直播提供 10TB流量包，赠 1年移动直播 SDK

免费使用权；点播提供 5TB流量包，50GB存储包，250h转码包；即时通信

IM提供完整的专业版服务，群聊人数无上限。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a
ct/pro/fightwuhan?from=1
1864 胡雄飞 15632151013

企业微信：紧急通知 1000 人，重要进展及时达；疫情期间，支持随时拉起

300人音视频会议；可使用紧急通知功能快速电话通知 1000人，同步重要事

项及进展；医院可为医生配置【联系我】二维码，供市民微信扫码在线问诊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a
ct/pro/fightwuhan?from=1
1864 胡雄飞 15632151013

腾讯云 AI：腾讯云 AI 免费为战疫开发者提供人脸识别和文字识别服务，直

至疫情结束。提供人脸识别、文字识别等近百项 AI视觉能力；提供 99.5%以

上的服务可用性，可弹性支持客户不同的并发需求；远程无忧，纯公有云开

发，无需线下对接和部署，在家也可接入和调用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cloud.tencent.com/a
ct/pro/fightwuhan?from=1
1864 胡雄飞 15632151013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3）

WeLink智能工作平台：企业远程办公、智能会议、健康打卡等 6月 1日前免费
https://www.huaweicloud.c
om/product/welink.html 马跃 13653387725

DevCloud软件开发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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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 6个月

https://www.huaweicloud.c
om/devcloud/ 马跃 13653387725

疫情智能外呼系统：企业员工健康情况调查等
3月 15日前免费

后视疫情情况定

https://marketplace.huawei
cloud.com/product/00301-
413188-0--0

马跃 13653387725

紫光云引擎（苏州）

技术有限公司（5）

紫光云 UWORKER：高效率的办公协同利器，全方位支持疫情防控，打通企

业内部业务系统，实现数据统一，提供即时通讯、音视频会议、邮箱等办公

工具，提高协同效率。

免费 3个月
https://unicloud.com/soluti

on/cloudoffice
马尚瑜 15399080669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cloud.tencent.com/act/pro/fightwuhan?from=11864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devcloud/
https://www.huaweicloud.com/devcloud/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13188-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13188-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13188-0--0
https://unicloud.com/solution/cloudoffice
https://unicloud.com/solution/cloud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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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云网盘：轻量级的企业文档管理系统，高效远程办公，高效率、高安全

的内外部数据共享机制、提供文件锁、在线协作、多版本追溯等协同功能。
免费 2个月

https://unicloud.com/produ

ct/ebs
马尚瑜 15399080669

紫光云视频会议：提供高效稳定的视频会议服务，支持软、硬终端，移动及

PC平台。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unicloud.com/soluti

on/video
窦欣蕊 18698090182

紫光云 CDN 加速：提供丰富的 CDN 节点以及带宽资源，提供集存储、安全、

视频、分发一体化的全链路 CDN 解决方案，助力高效远程协作。

疫情期间免费（只

收取链路费用）

https://unicloud.com/produ

ct/cdn
王子夏 18603212386

紫光云数据安全保险箱：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 1、用户数据安全掌握于自己

手中 2、云上云下数据全生命周期加密保护 3、提供标准化接口，支持于云上

及第三方系统集成对接。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unicloud.com/produ

ct/kms
门亚旭 15333320686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

HALOSEE疫情防控信息管理系统(EPC)：提供企业员工健康管理、返工管理、

子公司疫情信息、应急物资配置信息，防疫安排工作、应急物资采购需求信

息采集

永久免费 http://www.halosee.com/ 吴志强 13810796594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优化平台：重点解决满足各类生产制造单位的生产优化以

及节能减排管理要求。
免费 3个月 https://o3iop.cloudiip.com/ 刘金荣 18810073956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

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3）

云视频会议：提供 2000用户数，100方实时视频会议，不限时长。
疫情期间免费 3个

月

https://market.jdcloud.com
/service/details/577945

4006151212

我的世界教育编程版：远程免费教学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www.jdcloud.com/c
n/activity/coding

4006230183

https://unicloud.com/product/ebs
https://unicloud.com/product/ebs
https://unicloud.com/solution/video
https://unicloud.com/solution/video
https://unicloud.com/product/cdn
https://unicloud.com/product/cdn
https://unicloud.com/product/kms
https://unicloud.com/product/kms
http://www.halosee.com/
https://o3iop.cloudiip.com/
https://market.jdcloud.com/service/details/577945
https://market.jdcloud.com/service/details/577945
https://www.jdcloud.com/cn/activity/coding
https://www.jdcloud.com/cn/activity/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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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情感客服：提供疫情咨询智能回答等服务 疫情期间面前

https://jimi3-chat.jd.com/b
ot?venderId=15801058108
03&entry=yhsm

4006151212

金蝶软件（中国）有

限公司（13）

金蝶医疗新型冠状病毒线上问诊：为医院及医疗机构提供发热线上问诊服务，

直接连接医生和患者。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mp.mhealth100.com
/ip-healthmanager-mobile-
web/login?redirect=https://
mp.mhealth100.com/ip-hea
lthmanager-mobile-web/m
ydoctor/index/findConsult
Doctor?tenantId=00002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云之家：免费功能包括健康问卷、出行汇报、数据统计、即时通讯不限

用户数。
6月 1日前免费

www.yunzhijia.com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云之家：面向疫情，提供员工健康打卡、疫情助手、高效沟通、工作部

署、移动审批、知识传递、在线协同会议、在线学习、生态互联等移动远程

办公云服务。

12月 31日前免费 www.yunzhijia.com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精斗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一站式云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基于 web及

移动端的财务、进销存、电商、零售管理等云服务
6月 30日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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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bvl1kqgCQ8eDZm6pC6

CQ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云星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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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财务云、供应链云、智能制造 MES云、PLM云、全
6月 30日前免费 www.kingdee.com 蒋琳 13933883944

https://jimi3-chat.jd.com/bot?venderId=1580105810803&entry=yhsm
https://jimi3-chat.jd.com/bot?venderId=1580105810803&entry=yhsm
https://jimi3-chat.jd.com/bot?venderId=1580105810803&entry=yhsm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login?redirect=https:/mp.mhealth100.com/ip-healthmanager-mobile-web/mydoctor/index/findConsultDoctor?tenantId=00002
http://www.yunzhijia.com
http://www.yunzhijia.com
https://mp.weixin.qq.com/s/-vbvl1kqgCQ8eDZm6pC6CQ
https://mp.weixin.qq.com/s/-vbvl1kqgCQ8eDZm6pC6CQ
https://mp.weixin.qq.com/s/-vbvl1kqgCQ8eDZm6pC6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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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营销云等云服务。

疫情监控大屏，为疫情数据做终端展示和分析 疫情期间免费
河北本地专属政策，电话

咨询即可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账无忧：为代账公司量身定制的互联网智能财税 SaaS平台 疫情期间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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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9-exqTANGz6SqxI89Ip

FQ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效贷：为中小企业提供在线快速低息贷款 疫情期间免费
http://8.kingdee.com/finan

ce/dist/#/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协同：通过 ERP连接器，将工厂的系统与平台上的

企业连接，以企业订单为视角，把外协厂商视作自己虚拟车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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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制迼

协同。

1月-6月免费 http://yundeeiot.com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工业互联网疫情防控共享平台：疫情期间金蝶云镝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

疫情采购需求发布平台，为相关企业发布采购急需抗击疫情原材料等提供平

台支持。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www.yundeeiot.co

m/page/epidemic.html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执行：生产执行应用“云+智能终端+开放 API”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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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6月免费 http://yundeeiot.com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监控：针对生产制造型企业，通过设备联网可实时

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设备 OEE管理及预警管理
1月-6月免费 http://yundeeiot.com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工业互联网平台采购协同：企业在采购过程中与供应商进行采购寻源、

报价、计划、订单共享，帮助企业进行采购业务在线化、共享化、协作化。
1月-6月免费 http://yundeeiot.com 蒋琳 13933883944

https://mp.weixin.qq.com/s/U9-exqTANGz6SqxI89IpFQ
https://mp.weixin.qq.com/s/U9-exqTANGz6SqxI89IpFQ
https://mp.weixin.qq.com/s/U9-exqTANGz6SqxI89IpFQ
http://8.kingdee.com/finance/dist/#/
http://8.kingdee.com/finance/dist/#/
http://yundeeiot.com
https://www.yundeeiot.com/page/epidemic.html
https://www.yundeeiot.com/page/epidemic.html
http://yundeeiot.com
http://yundeeiot.com
http://yundee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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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分公

司（12）

YonSuite企业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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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化商业的云服务包。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yonsuite.diwork.co
m 肖立欣 18503119723

U8 cloud云 ERP：聚焦成长型、创新型企业，提供企业级云 ERP整体解决方

案，全面支持多组织业务协同、营销创新、智能财务、人力服务，融合用友

云实现企业互联网资源连接、协同、共享，赋能成长型企业多组织管控、数

字化升级。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www.yonyoucloud.
com/product.php?id=13 肖立欣 18503119723

友空间—远程办公：用友友空间协同云办公服务，在疫情期间免费为企业提

供协同办公、在线协作服务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ec.diwork.com

或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友空

间 app

肖立欣 18503119723

友报账--财务云：从填单，影像采集，线上审批，初审，复审，自动挂账，

自动结算付款，全程“0”接触，远程报账服务支持覆盖全员、实现全线上化的

费用报销和业务报账服务。

新注册 50用户以

下，免费至 2020

年 5月 1日

https://ybz.yonyoucloud.co
m

或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友

报账”APP

肖立欣 18503119723

用友人力云：为政府、公众组织、社区、企业快速管理抗击疫情一线工作人

员的考勤与休假申请，并可以自动统计出勤结果，用于统计工作人员出勤工

时。

注册之日起免费 3

个月
https://www.diwork.com 肖立欣 18503119723

友云采--互联网采购平台：采购寻源，实现企业最常用的询价比价采购方式

场景应用。帮助企业采购经理疫情期间，足不出户，在线发布采购需求，与

供应商进行在线寻源协同。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yc.yonyoucloud.co
m 肖立欣 18503119723

https://yonsuite.diwork.com
https://yonsuite.diwork.com
https://www.yonyoucloud.com/product.php?id=13
https://www.yonyoucloud.com/product.php?id=13
https://ec.diwork.com
https://ybz.yonyoucloud.com
https://ybz.yonyoucloud.com
https://www.diwork.com
https://yc.yonyoucloud.com
https://yc.yonyou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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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工程--工程管理：构建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三方业务互 联，聚焦工程现

场质量、进度、协同管理。作为工程管理人员移动办 公的平台，服务于项目

现场管理,实现项目信息与资料共享、业务数 据实时记录、多方协同办公，

并支持移动端与 web端一-体化。 突发疫情期间，友工程可以应用于各工地

的工程项目管理，多方协同

5月 1日前免费 肖立欣 18503119723

用友资产云-巡检服务：主要功能包括资产履历，点巡检标准、点检计划、移

动点巡检、点巡检分析等；一般面向制造企业、交通公用企业、其他资产密

集型企业及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服务商；资产云巡检落实企业点巡检到位的

要求，减少漏检故障，提升业务监督效率，方便问题分析及追溯。

5月 1日前免费

开通方式：申请产品全称、

组织名称（企业税号、名

称等）、联系人手机号，

以邮件形式发送到指定邮

箱（udn@yonyou.com）

肖立欣 18503119723

智慧食堂—餐饮应用服务：线上点餐、无接触取餐、食材全流程安全保障等。

为企业提供无接触食堂用餐解决方案，确保特殊时期企业员工的身心安全。

注册之日起免费 2

个月

http://www.honghuotai.co
m 肖立欣 18503119723

友云音-远程技术运维：端到端的一体化业务性能监控管家，预警精准及时，

全方位管理企业的业务系统性能。实时性能监控大屏、用户+业务行为智能分

析、终端+地域全局分析报表、前后端关联穿透分析解决系统卡慢、AI 智能

预警。保障疫情期间企业使用用友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实时监控主动发现系

统运行故障和性能问题并告警，给出最佳解决方案

免费提供安装部

署及远程监控服

务直至 2020年 3

月 31日

https://yyy.yonyoucloud.co
m/ycm-appmonitor/ 肖立欣 18503119723

用友云智通—通信服务：政府、公众组织、社区、企业智能语音通知解决方

案，可紧急通知 100人、1000 人、1万人、1千万人，用友云智通精准信息

推送，快速统计通知结果，助力疫情时期政企快速精准通知。

疫情期间免费
http://dyx.yonyoutelecom.c
n/index/login.jsp 肖立欣 18503119723

http://www.honghuotai.com
http://www.honghuotai.com
https://yyy.yonyoucloud.com/ycm-appmonitor/
https://yyy.yonyoucloud.com/ycm-appmonitor/
http://dyx.yonyoutelecom.cn/index/login.jsp
http://dyx.yonyoutelecom.cn/index/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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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云平台：用友 APILink(疫情 api)、云主数据产品(社会化主数据产品)、智

能分析、技术中台、智多星 RPA、uap开发平台(V6.5)
疫情期间免费

开通方式：申请产品全称、

组织名称（企业税号、名

称等）、联系人手机号，

以邮件形式发送到指定邮

箱（udn@yonyou.com）

肖立欣 18503119723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

CAXA CAD电子图板：提供全功能二维 CAD 绘图和看图，并提供在线资源

库、云存储空间、图纸受控分享，图纸转换和高级处理等云端协同功能。
免费 1个月

http://cad.caxa.com/pc/soft
download 王钰 18631101680

CAXA 3D实体设计：提供直观、高效、功能强大的三维设计解决方案，客户

可以在方案设计、工程设计、生产制造和支持维护部门之间实现高效的 3D

设计协同，完成产品数字样机。

免费 1个月
http://cad.caxa.com/pc/soft
download 王钰 18631101680

西安中服软件有限

公司（8）

网上多租户疫情上报管理系统： 为各企业提供手机和 PC端即时注册，开通

疫情上报系统，自行选择上报模板或自定义上报事项。公司员工通过手机或

PC在线填报各自的行为。后台统计分析。（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永久免费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035790d3-679b-4f38-be
3c-1f9c57b73658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CServerIOT中服云端物联平台：在线即时开通后，通过物联网盒子实现前端

设备和云端平台互联，在线组态监控产线运行状态、设备磨损、生产数据、

产品质量及产线设备管理。（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免费 3个月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ecd3bd92-4fa7-4543-ad
5a-52c53a644d0a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在线 CServer云 OA系统： 提供在线考勤、会议管理、文档管理、通知公告、

在线交流，计划管理、采购管理等功能，支持手机端和微信端使用。支持网

上 2分钟各企业自主注册开通使用。（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免费 6个月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cc41f7cb-8937-4126-9c
6c-52eeaed05324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在线 CServer 云 HR系统： 提供在线调查、远程招聘、在线面试、绩效考核、

工作日志、工资计算、入职审批等人力资源 6大板块。支持手机端和微信端
免费 6个月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2526fa34-5297-44d5-97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http://cad.caxa.com/pc/softdownload
http://cad.caxa.com/pc/softdownload
http://cad.caxa.com/pc/softdownload
http://cad.caxa.com/pc/softdownload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035790d3-679b-4f38-be3c-1f9c57b73658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035790d3-679b-4f38-be3c-1f9c57b73658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035790d3-679b-4f38-be3c-1f9c57b73658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035790d3-679b-4f38-be3c-1f9c57b73658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cc41f7cb-8937-4126-9c6c-52eeaed05324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cc41f7cb-8937-4126-9c6c-52eeaed05324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cc41f7cb-8937-4126-9c6c-52eeaed05324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cc41f7cb-8937-4126-9c6c-52eeaed0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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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2分钟企业自主注册开通使用。（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43-9d5fc46d5d02 王杰 15910473757

在线 CServer 云 CRM系统：提供客户信息、跟踪、机会、数据分析、合同管

理评审、项目管理、销售经理考核，帮助销售总监管理客户资源和销售行为。

支持网上 2分钟企业自主注册开通使用。（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免费 6个月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11562111-9673-4e91-b7
c8-94e8351b9dd3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CServerIOT中服云端物联平台：提供设备跟踪、故障预测、能源管理、知识

管理、设备监控、运行维护、流程审批等功能。实现设备远程无人监控和维

保。。即时在线注册开通使用。（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免费 6个月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ecd3bd92-4fa7-4543-ad
5a-52c53a644d0a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中服云能源管理系统： 从时间维度（年、月、日、周以及自定义时间间隔）

和设备的电、水、气数据，实现能源的多区域多角度监控。实现远程智能抄

表，能耗分析，报表等业务。（在线开通即可使用）

免费 6个月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34493e0b-aeff-40b6-a87
a-670c61e50361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优云办公平台：面向组织的云办公平台，集文档预览编辑、文件存储管理、

组织架构及成员管理和安全管理于一体，提供立体化办公服务的平台。（在

线开通即可使用）
个人免费

http://shop.cserveriip.com/
saas/index.jhtml?templateI
d=12e02de4-352f-4e0c-8b
4a-4fb1f482e560

冉易谷 13161186350

陈瑞玉 18513938060

王杰 15910473757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4）

面向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等在线服务提供商提供 10W元公有云服

务资源， 包括：主机、存储、大数据、数据库等云资源

2020年 3月 31日

前，申请可获得 10

万元无门槛云资

源代金券

https://www.qingcloud.co
m/promotion202002/

刘欢 13810325946

远程内容协作平台 Anybox：1、远程办公，团队文件协作共享，远程便捷上

传下载；2、多人协作，跨地域多人协同文件编辑，所见即所得；3、数据安

全，端到端数据加密传输，保障数据存储安全

2020年 4 月 31

日前,免费提供每

家 500 GB 空间

https://www.qingcloud.co
m/promotion202002/

刘欢 13810325946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1562111-9673-4e91-b7c8-94e8351b9dd3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1562111-9673-4e91-b7c8-94e8351b9dd3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1562111-9673-4e91-b7c8-94e8351b9dd3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1562111-9673-4e91-b7c8-94e8351b9dd3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ecd3bd92-4fa7-4543-ad5a-52c53a644d0a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34493e0b-aeff-40b6-a87a-670c61e50361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34493e0b-aeff-40b6-a87a-670c61e50361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34493e0b-aeff-40b6-a87a-670c61e50361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34493e0b-aeff-40b6-a87a-670c61e50361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2e02de4-352f-4e0c-8b4a-4fb1f482e560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2e02de4-352f-4e0c-8b4a-4fb1f482e560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2e02de4-352f-4e0c-8b4a-4fb1f482e560
http://shop.cserveriip.com/saas/index.jhtml?templateId=12e02de4-352f-4e0c-8b4a-4fb1f482e560
https://www.qingcloud.com/promotion202002/
https://www.qingcloud.com/promotion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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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0 个用户免

费服务；

远程办公内网借助方案，帮助远程在家办公的企业员工可以以高质量及安全

的网络能力接入企业内网环境，访问如财务系统等原来只能在办公室环境登

录的系统

免费提供为期 2个

月的 50 方远程

内网连接服务

https://www.qingcloud.co
m/promotion202002/

刘欢 13810325946

超融合桌面办公一体化解决方案：中小企业日常办公、跨地域办公协同、离

岸开发测试。

免费赠送

QingCloud 自研云

桌面软件授权

https://www.qingcloud.co
m/promotion202002/

刘欢 13810325946

智能云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8）

智能云科 BIZ智造在线服务：注册 iSESOL工业互联网平台会员，免费获取

无限商机。iSESOL BIZ通过线上线下产能资源协同，为机械加工领域企业提

供订单交易与智选等多维度增值服务。通过询盘报价、商机与交易管理、订

单智能筛选匹配等各项线上服务功能，实现供需双方的商务洽谈、商机评估、

智能优选、打样试制、远程下单、支付存管、生产追溯等交易全流程服务模

式。

12月 31日止免费 https://biz.isesol.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智能云科工艺支持：远程为机加工企业提供专业的工艺支持服务。 6月 30日止免费 https://biz.isesol.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设备云眼 APP：实时了解车间设备运行指标、效率等，实现车间生产过程远

程监控及可视化

4月 30日前购买一

年服务，免费赠送

三个月服务

https://wis.isesol.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智能增效 APP：助力企业生产提质降本增效，生产效能提升 5-20%

4月 30日前购买一

年服务，免费赠送

三个月服务

https://adaptiveweb.isesol.
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iSESOL机床体检 APP：通过采集实时运行数据，分析设备性能指标，报告 4月 30日前购买一 https://www.isesol.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https://www.qingcloud.com/promotion202002/
https://www.qingcloud.com/promotion202002/
https://www.qingcloud.com/promotion202002/
https://www.qingcloud.com/promotion202002/
https://biz.isesol.com/
https://biz.isesol.com/
https://wis.isesol.com/
https://adaptiveweb.isesol.com
https://adaptiveweb.ises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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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机床关键部件与数值的健康指数，助力机床预防性维护 年服务，免费赠送

三个月服务

iSESOL刀具监控 APP：实时监控刀具状态，避免因断刀影响产品质量与生

产计划

4月 30日前购买一

年服务，免费赠送

三个月服务

https://www.isesol.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iSESOL装备服务平台：提供设备故障报修和追溯，包括派工、调度与协作，

报告单追溯，服务考核，设备远程诊断等

4月 30日前购买一

年服务，免费赠送

三个月服务

https://oncall.isesol.com/pa
ges/#/login 李武威 18602475871

Isesol WIS APP产品簇：智设备、智仓储、智检验、智计划、智排程等等各

种生产管理应用 APP

4月 30日前购买一

年服务，免费赠送

三个月服务

https://wis.isesol.com/ 李武威 18602475871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

限公司（7）

在疫情期间，为降低企业资金压力，购买企业管家客户，抗疫扶持计划 （补

贴 28000严选服务采购券）。
2月 3-29日免费

https://q.zbj.com/public/pd
etail 何利国 13149494142

在疫情期间，为降低企业资金压力，购买严选官网服务，河北的企业享受产

品售价 10%的补贴。
2月 3-29日免费

https://yx.zbj.com/zt/specia
l/20200205-5004147?fr=y
xsy

何利国 13149494142

为全国中小微企业商标注册、版权登记、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服务提供 800

万元资金补贴；
2月 3-29日免费

https://mact.ipr.zbj.com/zc
bf/ 何利国 13149494142

向助力防疫抗疫关键一环的医疗行业企业提供价值 100万元的免费知识产权

服务
2月 3-29日免费

https://mact.ipr.zbj.com/zc
bf/ 何利国 13149494142

疫情期间，为全国医疗物资供应企业客户代缴 1年专利年费，免服务费； 2月 3-29日免费
https://mact.ipr.zbj.com/zc
bf/ 何利国 13149494142

协助企业打击假冒伪劣医疗商品，为企业免费提供知识产权维权诉讼咨询服 2月 3-29日免费 https://mact.ipr.zbj.com/zc 何利国 13149494142

https://www.isesol.com/
https://oncall.isesol.com/pages/#/login
https://oncall.isesol.com/pages/#/login
https://wis.isesol.com/
https://q.zbj.com/public/pdetail
https://q.zbj.com/public/pdetail
https://yx.zbj.com/zt/special/20200205-5004147?fr=yxsy
https://yx.zbj.com/zt/special/20200205-5004147?fr=yxsy
https://yx.zbj.com/zt/special/20200205-5004147?fr=yxsy
https://mact.ipr.zbj.com/zcbf/
https://mact.ipr.zbj.com/zcbf/
https://mact.ipr.zbj.com/zcbf/
https://mact.ipr.zbj.com/zcbf/
https://mact.ipr.zbj.com/zcbf/
https://mact.ipr.zbj.com/z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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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bf/

疫情期间，八戒财税将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的核心需求，在公司开办、记账报

税、降低企业成本等方面，对应推出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税收筹划等服务。

八戒财税为此提供超过 1000万元的服务补贴资金。

2月 3-29日免费
https://zt.zbj.com/dist/2019
0301-5003569/lyzc.html 何利国 13149494142

河北浪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3）

浪潮 Hcm cloud：员工身体状况反馈功能、员工隔离报备申请、在

家办公外勤打卡
6月 30日前免费

http://117.73.252.138:81/sa
caforms/f/HAdBNBZX 周荣国 18866870189

浪潮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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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助理及开放平台等服务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emm.inspur.com/sh
are/user_contact 周荣国 18866870189

视频云：满足企业远程音视频会议、分组会议、即时会议、远程会议和远程

培训等多形式多业态的沟通需求。
6月 30日前免费

http://icform.inspurcloudap
i.com/filling/f/xt05ox34 王慧英 18031178107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

公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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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5月期间面

向根云平台中小

型企业客户免费

提供，企业需保证

开机率。

无 辛潇 1866010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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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备运转状况及位置信息进行远程监控及控制。

2月－5月期间面

向根云平台中小

型企业客户免费

提供，企业需保证

开机率。

无 辛潇 18660106898

根云 iFSM智能现场服务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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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5月期间面

向根云平台所有
http://ifsm.rootcloud.com/ 辛潇 18660106898

https://zt.zbj.com/dist/20190301-5003569/lyzc.html
https://zt.zbj.com/dist/20190301-5003569/lyzc.html
http://117.73.252.138:81/sacaforms/f/HAdBNBZX
http://117.73.252.138:81/sacaforms/f/HAdBNBZX
https://emm.inspur.com/share/user_contact
https://emm.inspur.com/share/user_contact
http://icform.inspurcloudapi.com/filling/f/xt05ox34
http://icform.inspurcloudapi.com/filling/f/xt05ox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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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医院建设设备的远程运维工作。 企业客户提供免

费服务。

二、本地电信运营商（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7）

沃填报：助力实时收集、表单层层上报统计辖区内人员及家庭身体状况和出

行信息收集。
疫情期间免费

扫描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

即可开通账号。联通工作

人员与客户联系核实。

王爽 13001882068

WPS+：是基于WPSOffice，云文档，移动办公、云协作协同，文档安全，增

值功能的云办公服务。针对企业面临的文档集中上云难、文档同步阻碍大、

分享协作方式混乱等办公困局，基于 WPS的多端覆盖、文档一键上云，文档

细粒度权限管控等独有的特性优势。

提供WPS+文档智能化服务解决方案。给企业带来多端同步编辑、云端同步

存储、场景化分享协作、文档安全防护的价值。

疫情期间免费

扫码填报申请信息，专员

客户经理对接开通。

李京 13273112543

沃云 A.蓝凌 OA：基于阿里钉钉深度融合，为成长型组织打造专属智慧办公

云平台；蓝凌 OA是一款功能全、体验好、开通即用、配置灵活的租赁版 OA

系统（不需客户自己购买或租用服务器、自行安装部署等过程，可实现快速

开通，即开即用）。依托钉钉组织在线、沟通在线的强大基座，进一步增强

组织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助力成长型组织实现工作更高效，管

疫情期间免费

企业版在线体验账号：

http://eisdemo.landray.com

.cn/login.aspx

用户名：lancm

密码：eisdemo

李媛媛 186031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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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更便捷。

钉钉：为企业搭建办公平台，实现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

线，提供全套远程办公解决方案，302方视频会议免费不限时、员工健康实

时上报等功能应有尽有，帮助企业高效远程协作。

长期免费，疫情结

束后视频会议降

为免费 30方

梁亚栋 18603218639

疫情防控驻留辅助判断服务：对单位员工在过去 14天内的行动轨迹进行分

析，判断是否在武汉或湖北进行过超过 2小时的逗留（限联通号码）
疫情期间免费 李世航 18603212760

中国联通云视频：可以提供高清多方音视频通讯、高清内容分享、多方互动

白板、高清录播和直播、会管会控等专业云服务。针对办公室、会议室、移

动办公等多种应用场景，提供 NE20硬件视频终端、手机 App、电脑客户端

等多种终端产品和接入方式，满足用户全场景的业务使用需求。

疫情期间免费 100

方

1、扫码免费体验；

2、请联系联通客户经理开

通；
赵岩 18603215253

政企彩铃：基于 VoLTE向政府和企事业用户提供音、视频彩铃服务，实现企

业形象传播和宣传
疫情期间免费 张昊 1663110898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5）

天翼企业云盘：中国电信推出的企业级云存储服务，为企事业单位及团体提

供安全、稳定的文件存储、共享、协同等服务，实现资源在线共享、文档多

人协作编辑、实时同屏会议等功能。

免费 3个月

https://b.cloud.189.cn/unif

yLogin.action?source=1&c

lientType=wap

郑润泽 18133847683

https://b.cloud.189.cn/unifyLogin.action?source=1&clientType=wap
https://b.cloud.189.cn/unifyLogin.action?source=1&clientType=wap
https://b.cloud.189.cn/unifyLogin.action?source=1&clientType=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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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填报：助力各类信息快速上报，实现自动数据统计，无需下载、无需注册、

无需关注！实现“有表就有码，扫码就能填，填完就有数”
疫情期间免费 杨博 18931177230

云桌面：天翼云桌面是基于云计算技术提供灵活的企业桌面租赁服务，具有

集中管理、信息安全、维护简单等多种优势，实现企业员工随时随地远程办

公的需求。

3月 31日前免费

https://www.ctyun.cn/prod

uct2/product/10000040

400-810-9889

省内客户经理对接开

通、调测、部署

综合办公：为使用单位提供邮件、公告、审批、公文、云盘、企业邮箱、视

频会议等功能。
疫情期间免费 http://www.ctnma.cn/ 张泽生 18133847036

天翼云会议：为企业提供远程音视频会议服务，自注册 100方以内免费，

100-300向集团单独申请，单次会议时长不超过 2小时。
疫情期间免费

注册链接：

https://cloudmeeting.189.c

n/signupnew.html

下载链接：

https://cloudmeeting.189.c

n/download.html

刘广宇 1813384776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河北有限公司（16）

云空间：一款面向企业级客户的网盘产品，为企业提供文件存储、管理、共

享和远程访问等服务，具备海量存储空间、多副本容灾和安全可控等特点。
3个月

https://ecloud.10086.cn/pro

duct-introduction/space
杨宪辉 13603110927

https://www.ctyun.cn/product2/product/10000040
https://www.ctyun.cn/product2/product/10000040
http://www.ctnma.cn/
https://cloudmeeting.189.cn/signupnew.html
https://cloudmeeting.189.cn/signupnew.html
https://cloudmeeting.189.cn/download.html
https://cloudmeeting.189.cn/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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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客云：为各类用户提供注册即用的 NB-IOT智能门锁、人脸门禁、远程抄

表管理与运维 SaaS平台，包括出租屋、办公楼、智慧校园、民宿酒店、智慧

社区等，可以为客户定制后台或者小程序 LOGO，或者提供标准接口，与第

三方管理平台快速集成。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92072

98&fromtype=morelist&ap

pid=2129&cityname=%E5

%85%A8%E5%9B%BD

张琳 15803110726

云视讯：是中国移动面向集团客户提供的移动视频会议产品，以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个人 PC等便携式设备为载体，提供方便快捷的移动式多方视频

会议功能，支持文档、桌面、白板多重共享、会议聊天等，与云视讯高清视

频会议融合互通，满足随时随地的沟通需求。有效避免外出与其他人的密切

接触，阻隔疫情传播。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download.125339.c

om.cn/如遇问题可联系您

的客户经理或拨打

4001100868热线、10086

热线申请开通。

光晶，15130113111

和对讲：利用多型号和对讲终端及 APP，针对各级单位疫情防控提供远程语

音视频调度，人员分组管理，定位轨迹回放等应急通讯集群对讲功能，实现

疫情期间各项调度工作的智能化管控。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poc.10086.cn/app/c

mcc_poc_personal.apk
光晶，15130113111

视频彩铃：企业视频彩铃是中国移动利用自身通信网络优势为企业客户量身

打造的企业营销宣传类短视频产品，当移动 VoLTE用户在 LTE网络环境下

拨打中国移动手机号码时，向主叫用户推送企业预先设定的音频或视频内容，

为企业客户打造覆盖自有企业热线及成员手机的统一视频传播门户，是企业

对外精准营销宣传的“可视化名片”（当前支持安卓手机）。

疫情期间免费

业务开通请拨打 10086-8

或联系本地客户经理。 赫辰皓，19803219803

集团短信：云 MAS 为各单位提供便捷的信息发送通道，可发送普通短信、

模板短信、彩信和视频短信等多种信息，疫情期间为广大用户提供高效精准

的信息传递服务，支持通过手机 APP随时随地群发短信，方便疫情工作的快

速布置和通知下发。

疫情期间免费

安卓用户

秦朗，1883316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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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用户

移动办公产品：具有在线办公、高效协同特点，抗疫期间为各企事业单位及

组织提供远程综合办公服务，支持多方通话和视频会议，消息必达群成员未

读显示，支持云端通讯录群组管理，公文线上审批等多种移动办公场景需求

免费

注册成为和飞信客户，下

载和飞信、使用和飞信基

本功能（发送文字、语音、

视频、图片等消息）以及

语音通话、视频通话和多

方通话等功能，不收取费

用。http://feixin.10086.cn/

宋鹏飞 15903112590

中国移动和易报（疫情易填报）智能填报服务：在线收集政府、企业及社区

等单位人员健康信息，每个单位有独立账号，采用移动云存储，数据安全有

保障。采集信息可快速生产数据报表。该系统可广泛适用于企业、政府和学

校等单位进行人员疫情统计分析。

免费开通使用
https://zhengqi.10086.cn/h

eyibao
宋鹏飞 15903112590

智能客服机器人：系统以微信公众号方式为入口，通过文本或语音问句，关

联智能服务机器人，提供疫情线上咨询-问诊-调查的智能服务反馈，实现 7*24

小时任何时段、任意地点的交互式服务体系，针对疫情部分热点问题、敏感

词汇、常见问题进行信息预处理，利用智能语音识别引擎及语义分析引擎，

完成疫情情况的最新服务反馈。比如：群众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咨询“什么情况

下需要就医、自我隔离需要注意什么、发烧了怎么办、该地区定点医院都有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92072

29&fromtype=morelist&ap

pid=2075&cityname=%E5

%85%A8%E5%9B%BD

陈晓鹏 13903110432



- 20 -

哪些、哪里能买到口罩、怎么检查口罩的气密性、企业复工复业延迟等等相

关问题，都可以由机器人根据知识库给出权威答复。

小步外勤：是外勤管理 SaaS模式从企业精细化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有效提

高外勤人员工作绩效，提升外勤人员的管理的水平，同时降低了企业管理成

本，并且具有操作简单、管理便捷、功能完善的特点，适合多个行业及不同

的年龄段的业务员。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76

40000001&fromtype=mor

elist&appid=1590&cityna

me=%E5%85%A8%E5%9

B%BD

张琳 15803110726

九五云客服：依托于云平台的电信级 VoIP呼叫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客

服平台能力，具有智能 AI化、安全级别高、网络自适应快、开箱即用等特点。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92071

01&fromtype=morelist&ap

pid=1896&cityname=%E5

%85%A8%E5%9B%BD

杨宪辉 13603110927

35云 OA：是一套应用于企业的协同办公管理系统，无论您在何时何地，只

要可以上网就可以审批事务，系统会自动将待办事务直接推送到您的桌面，

加速事务流转，提升办公效率。她集行政事务、知识管理、协同办公、辅助

办公、安全办公为一体，采用国际领先的 SAAS模式，具备"多分支机构、远

程异地协同、移动式办公，低成本、免维护"特点，通过智能传递、共享企业

内的信息数据，构建高效、透明、可控的工作平台，帮助企业真正提升核心

竞争力。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84

2&fromtype=morelist&app

id=1677&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深信服 VPN：构建统一业务安全接入平台，帮助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使用任何主流终端，安全、快速地接入业务系统，可满足移动办公、分支互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20180
高鹏 19803219810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1&fromtype=morelist&appid=189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1&fromtype=morelist&appid=189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1&fromtype=morelist&appid=189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1&fromtype=morelist&appid=189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1&fromtype=morelist&appid=189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42&fromtype=morelist&appid=167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42&fromtype=morelist&appid=167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42&fromtype=morelist&appid=167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42&fromtype=morelist&appid=167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42&fromtype=morelist&appid=1677&cityname=%E5%85%A8%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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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协同办公、应用虚拟化、APP安全加固业务需求。 703001&fromtype=morelis

t&appid=1695&cityname=

%E5%85%A8%E5%9B%

BD

移动认证：是中国移动集团战略业务，是中国移动 9大能力平台之一。基于

中国移动 9.3亿用户，构建了以“手机号”作为统一账号的认证系统，并基于“认

证+数据+SIM 卡”打造出三大系列产品，向企业开发者提供身份认证、信任

登录、应用互联和安全服务，助力合作伙伴实现提升产品体验、引流拉新、

提升运营、增加收入。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92072

39&fromtype=morelist&ap

pid=2055&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入目】高清云视频会议：通过网络构建的虚拟会议平台，使用者可突破时

间地域的限制，通过互联网实现用户多方语音，文件共享、视频、互动交流、

办公协同等实时沟通需要，即是一套能够远程/视频/语音 会议的融合通信服

务。

免费试用 3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92071

07&fromtype=morelist&ap

pid=1897&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网站移动化服务：针对一个域名下单个网站进行移动化，并可对移动化的网

站进行发布，发布完成后该网站即可通过手机搜索、浏览和访问后变为移动

版访问形态，符合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移动化的网站可被第三方作为组件

调用；支持 H5动画站制作 ，作为推广使用，可对移动化的网站进行推广。

免费试用版本（长

期）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91

8&fromtype=morelist&app

id=1762&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UWORKER：高效率的办公协同利器，全方位支持疫情防控，打通企业内部

业务系统，实现数据统一，提供即时通讯、音视频会议、邮箱等办公工具，

提高协同效率。

免费 3个月 https://unicloud.com/ 郝帅 15931121533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239&fromtype=morelist&appid=2055&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239&fromtype=morelist&appid=2055&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239&fromtype=morelist&appid=2055&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239&fromtype=morelist&appid=2055&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239&fromtype=morelist&appid=2055&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7&fromtype=morelist&appid=189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7&fromtype=morelist&appid=189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7&fromtype=morelist&appid=189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7&fromtype=morelist&appid=189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07&fromtype=morelist&appid=1897&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18&fromtype=morelist&appid=176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18&fromtype=morelist&appid=176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18&fromtype=morelist&appid=176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18&fromtype=morelist&appid=176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18&fromtype=morelist&appid=1762&cityname=%E5%85%A8%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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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网盘：轻量级的企业文档管理系统，高效远程办公，高效率、高安全的内

外部数据共享机制、提供文件锁、在线协作、多版本追溯等协同功能。
免费 2个月 https://unicloud.com/ 郝帅 15931121533

紫光云视频会议：提供高效稳定的视频会议服务，支持软、硬终端，移动及

PC平台。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unicloud.com/ 郝帅 15931121533

云 CDN 加速：提供丰富的 CDN 节点以及带宽资源，提供集存储、安全、视

频、分发一体化的全链路 CDN解决方案，助力高效远程协作。

疫情期间免费（只

收取链路费用）
https://unicloud.com/ 郝帅 15931121533

云数据安全保险箱：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 1、用户数据安全掌握于自己手中 2、

云上云下数据全生命周期加密保护 3、提供标准化接口，支持于云上及第三

方系统集成对接。

疫情期间免费 https://unicloud.com/ 郝帅 15931121533

三、本省云服务企业（4）

河北志晟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

财务管理软件：面向中小型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为用户提供财务处理+财务

报表核算业务的整体解决方案。
免费 1年

http://ecplf.com/home/app/

app/id/93.html
刘焕 15081682065

分销行业 ERP:即时准确的掌握企业销售、采购、往来、仓储、费用、收入等

经营情况。
免费 1年

http://ecplf.com/home/app/

app/id/101.html
刘焕 15081682065

唐山成联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4）

银耐联平台：为耐火材料行业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下游钢铁企业用

户，提供线上采购、电子交易等服务。通过免费线上采购服务，帮助企业恢

复供应链正常运转。

免费 3个月 www.br086.com 刘峰 19912348059

钢源保平台：为冶金炉料行业及关联行业企业用户，提供线上采购、电子交

易等服务。通过免费线上采购服务，帮助企业恢复供应链正常运转。
免费 3个月 www.gyb086.com 孙煜轩 13102671135

银兴陶平台：为陶瓷行业及关联行业企业用户，提供线上采购、电子交易等

服务。通过免费线上采购服务，帮助企业恢复供应链正常运转。
免费 3个月 www.yxt086.com 王京甫 13613155583

https://unicloud.com/
https://unicloud.com/
https://unicloud.com/
https://unicloud.com/
http://ecplf.com/home/app/app/id/101.html
http://ecplf.com/home/app/app/id/101.html
http://www.br086.com
http://www.gyb086.com
http://www.yxt08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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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物保平台：为工业企业用户提供物流调动、运力车辆支撑等服务，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后原材料、产成品等物资的运输。
3免费个月 www.ywb56.com 杨森 17717776001

唐山报春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2）

钢铁产业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一套符合针对冶金行业全产业链特征的

标准规范数据结构，为广大钢铁行业中小企业提供钢铁产业价格信息数据服

务、市场行情走势研究服务、数据查询、数据比对、分析服务，全力为钢铁

工业产业优化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全面支撑。

2020年 2月 10日

-2021年 2月 10日

免费

www.baochunsteel.com 吴瑛 18831592998

“云上钢铁”钢铁电商平台：搭建第三方钢铁电子交易平台，实现以矿石、钢

材等品种的大宗商品的在线交易，实现供需信息发布、在线支付、供应链金

融、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功能，提升钢铁产业经营效率。加速传统产

业的信息化进程。为钢铁产业链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

2020年 2月 10日

-2021年 2月 10日

免费

www.baochunyun.com 吴瑛 18831592998

邯郸云计算中心（1）
仿真云：以制造企业的智能研发需求为导向，专注于研发设计过程中的数字

化仿真及应用需求，着力打造支持多个装备制造领域企业联合使用、可远程

监控和运维管理并可融入企业数字化设计流程的研发计算云服务应用平台。

1月-5月免费
http://industry.sugon.com/
main/main/fzcloudcloud

18639316161

以上各产品的解释由各服务商负责。

http://www.ywb56.com
http://www.baochunsteel
http://www.baochun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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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云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免费产品清单（第二批）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云服务商 云应用产品及主要功能简介 免费期限 链接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一、省外云服务企业（9）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

司（12）

钉钉：可提供上传下达、团队沟通、日程同步、高效协作等在家办公全场景

方案，支持百人视频和万人大群。
公共版免费 https://www.dingtalk.com/ 孙欣 18633098525

小程序云资源包：支持用于开发疫情相关小程序所需的后端云资源，包含

ECS-2核 4G、RDS-2 核 4G 150G、SLB等云产品。包含不限于疫情信息及咨

询服务、社区疫情防控、医疗物资调配、疫情生活服务、移动办公工具等。

至本次疫情结束

https://yq.aliyun.com/articl
es/743660?spm=5176.1395
7406.J_2270541630.4.1a0a
3baeKcDxu6&aly_as=5w
NeOc-I

孙欣 18633098525

Teambition 项目任务远程协同：项目管理、任务协同、日程同步、文档协作、

知识共享、数据统计。

企业版免费开放

至 2020 年 5 月

1 日

https://market.aliyun.com/
products/56778013/cmfw0
0037230.html?spm=a2c6h.
13943419.J_2694836820.3
.38fe3753VQGhy7#sku=y
uncode3123000002

孙欣 18633098525

阿里云·云效—助力中小企业在家高效研发软件。推出“在家高效研发软件指

南”，助力中小企业远程办公。简单安全开箱即用，适合快速开展远程研发软

件工作；应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多维度降本提效；全方位保障代码安全，

更适合企业的代码库；自动化研发流水线，交付简单高效。

至 6月份

https://www.aliyun.com/pr
oduct/yunxiao?spm=a2c6h.
13943419.J_2694836820.4
.38fe3753VQGhy7

孙欣 18633098525

https://www.dingtalk.com/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743660?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4.1a0a3baeKcDxu6&aly_as=5wNeOc-I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743660?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4.1a0a3baeKcDxu6&aly_as=5wNeOc-I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743660?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4.1a0a3baeKcDxu6&aly_as=5wNeOc-I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743660?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4.1a0a3baeKcDxu6&aly_as=5wNeOc-I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743660?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4.1a0a3baeKcDxu6&aly_as=5wNeOc-I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fw00037230.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3.38fe3753VQGhy7#sku=yuncode3123000002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fw00037230.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3.38fe3753VQGhy7#sku=yuncode3123000002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fw00037230.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3.38fe3753VQGhy7#sku=yuncode3123000002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fw00037230.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3.38fe3753VQGhy7#sku=yuncode3123000002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fw00037230.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3.38fe3753VQGhy7#sku=yuncode3123000002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fw00037230.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3.38fe3753VQGhy7#sku=yuncode3123000002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yunxiao?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4.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yunxiao?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4.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yunxiao?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4.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yunxiao?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4.38fe3753VQGhy7


- 25 -

公司注册在线办理：云上公司/个体工商户注册，政府免费提供注册地址，支

持远程异地申请。
至 6月份

https://gs.aliyun.com/?spm
=a2c6h.13943419.J_26948
36820.7.38fe3753VQGhy7

孙欣 18633098525

蓝凌智能 OA：帮助企业解决远程办公，协同办公，移动办公问题。深度集

成钉钉，工作台个性化，随时随地移动办公；在线表单，疫情期间即时了解

公司内人员状况；项目管理，远程工作必备，清楚了解工作进展。

6月份前可免费试

用 30天

https://market.aliyun.com/
products/56778013/cmgj03
3726.html?spm=a2c6h.139
43419.J_2694836820.6.38f
e3753VQGhy7#sku=yunco
de2772600001

孙欣 18633098525

岩鼠-海量云真机助力远程开发测试：支持远程实时操控 Android、iOS、IoT

设备，覆盖市面上 Top机型；随时租用，支持 APP/WEB开始调试，功能测

试，兼容性测试。

至 6月份

https://yanshu.effirst.com/?
spm=a2c6h.13943419.J_26
94836820.5.38fe3753VQG
hy7

孙欣 18633098525

mPaaS疫情防控 APP运营平台：一站式疫情防控类 APP开发及运营平台，

具有防疫专题页开发、多平台投放、消息推送、内容投放等功能。
至 6月份

https://www.aliyun.com/pr
oduct/mpaas?spm=a2c6h.1
3943419.J_9899526710.12
.38fe3753VQGhy7

孙欣 18633098525

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产品：为疫情相关客户和产品应用（如疫情防控机器人

等）提供免费智能语音云上服务。
2020年 2月-3月

https://survey.aliyun.com/a
pps/zhiliao/PAaUXp5N?sp
m=5176.13957406.J_2270
541630.3.1a0a3baeKcDxu
6&aly_as=rnBv0Mqi

孙欣 18633098525

DataV 疫情大屏：打造多款疫情模板，具有多种地理可视化形式，抗疫从业

人员可免费搭建疫情大屏。
至本次疫情结束

https://survey.aliyun.com/a
pps/zhiliao/jlB5oNcw?spm
=5176.13957406.J_227054
1630.5.1a0a3baeKcDxu6&
aly_as=G0elrWoh

孙欣 18633098525

https://gs.aliyun.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7.38fe3753VQGhy7
https://gs.aliyun.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7.38fe3753VQGhy7
https://gs.aliyun.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7.38fe3753VQGhy7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gj033726.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6.38fe3753VQGhy7#sku=yuncode2772600001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gj033726.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6.38fe3753VQGhy7#sku=yuncode2772600001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gj033726.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6.38fe3753VQGhy7#sku=yuncode2772600001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gj033726.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6.38fe3753VQGhy7#sku=yuncode2772600001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gj033726.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6.38fe3753VQGhy7#sku=yuncode2772600001
https://market.aliyun.com/products/56778013/cmgj033726.html?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6.38fe3753VQGhy7#sku=yuncode2772600001
https://yanshu.effirst.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5.38fe3753VQGhy7
https://yanshu.effirst.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5.38fe3753VQGhy7
https://yanshu.effirst.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5.38fe3753VQGhy7
https://yanshu.effirst.com/?spm=a2c6h.13943419.J_2694836820.5.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mpaas?spm=a2c6h.13943419.J_9899526710.12.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mpaas?spm=a2c6h.13943419.J_9899526710.12.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mpaas?spm=a2c6h.13943419.J_9899526710.12.38fe3753VQGhy7
https://www.aliyun.com/product/mpaas?spm=a2c6h.13943419.J_9899526710.12.38fe3753VQGhy7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PAaUXp5N?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3.1a0a3baeKcDxu6&aly_as=rnBv0Mqi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PAaUXp5N?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3.1a0a3baeKcDxu6&aly_as=rnBv0Mqi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PAaUXp5N?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3.1a0a3baeKcDxu6&aly_as=rnBv0Mqi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PAaUXp5N?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3.1a0a3baeKcDxu6&aly_as=rnBv0Mqi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PAaUXp5N?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3.1a0a3baeKcDxu6&aly_as=rnBv0Mqi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jlB5oNcw?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5.1a0a3baeKcDxu6&aly_as=G0elrWoh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jlB5oNcw?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5.1a0a3baeKcDxu6&aly_as=G0elrWoh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jlB5oNcw?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5.1a0a3baeKcDxu6&aly_as=G0elrWoh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jlB5oNcw?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5.1a0a3baeKcDxu6&aly_as=G0elrWoh
https://survey.aliyun.com/apps/zhiliao/jlB5oNcw?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5.1a0a3baeKcDxu6&aly_as=G0elrW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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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钉群智能助手防疫精灵：帮企业提供疫情信息推送。 终身免费

https://www.aliyun.com/ac
tivity/iot/health-elf?spm=5
176.13957406.J_22705416
30.6.1a0a3baeKcDxu6&al
y_as=0vdjTgb3

孙欣 18633098525

防疫精灵打造全链路防疫体系：为工厂企业提供职工健康管理、复工提报、

应急排工、问题提报、设备消毒、供应链管理、仓储物流等解决方案。
长期

https://www.aliyun.com/ac
tivity/iot/fangyi?spm=5176
.13957406.J_2270541630.
9.1a0a3baeKcDxu6&aly_a
s=GqKZWM2N

孙欣 18633098525

腾讯云计算（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2）

2020年 2月 12日至 3月 31日首次注册腾讯云，且符合中小企业条件并在国

家正式升级疫情前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提供单个企业最高 50万元的云资源

扶持（免费提供 3个月云服务器、云数据库、存储产品、安全产品等基础云

资源）。

3个月 电话咨询联系人 胡雄飞 15632151013

腾讯会议高级版（音频、视频传输带宽更大）：可开展远程办公，疫情期间

提供免费的高清流畅、安全可靠的不 限时会议功能，随时随地开会，即开即

用，全方式(PC 客户端、小程序、 APP)接入;可 300 人同时接入会议满足绝

大部分需求，后续按需扩容。

疫情期间

https://meeting.tencent.co
m/download-center.html?fr
om=56

胡雄飞 15632151013

雄安海尔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4）

捷办--在线协同办公平台：平台可提供员工健康关怀、在线审批、即时通讯、

企业管理、云储存、员工自助业务办理等功能，支持所有基础场景的综合线

上办公。

疫情期间免费（除

硬件外）

https://mkhaos.cosmoplat.c
om/gateway/download/do
wnload.html

张宏彬 18032928769

于复青 18653236880

行文智教--线上教育平台：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等技术与线上教育教学相结合，以平台的学习、考试、SaaS应用定制

等功能，为院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赋能，构建人才培养的大规模定制生态品

疫情期间免费（除

硬件外）
http://edu.cosmoplat.com/

张宏彬 18032928769

于复青 18653236880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health-elf?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6.1a0a3baeKcDxu6&aly_as=0vdjTgb3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health-elf?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6.1a0a3baeKcDxu6&aly_as=0vdjTgb3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health-elf?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6.1a0a3baeKcDxu6&aly_as=0vdjTgb3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health-elf?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6.1a0a3baeKcDxu6&aly_as=0vdjTgb3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health-elf?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6.1a0a3baeKcDxu6&aly_as=0vdjTgb3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fangyi?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9.1a0a3baeKcDxu6&aly_as=GqKZWM2N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fangyi?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9.1a0a3baeKcDxu6&aly_as=GqKZWM2N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fangyi?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9.1a0a3baeKcDxu6&aly_as=GqKZWM2N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fangyi?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9.1a0a3baeKcDxu6&aly_as=GqKZWM2N
https://www.aliyun.com/activity/iot/fangyi?spm=5176.13957406.J_2270541630.9.1a0a3baeKcDxu6&aly_as=GqKZWM2N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from=56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from=56
https://meeting.tencent.com/download-center.html?from=56
https://mkhaos.cosmoplat.com/gateway/download/download.html
https://mkhaos.cosmoplat.com/gateway/download/download.html
https://mkhaos.cosmoplat.com/gateway/download/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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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海织云--纺织、服装行业平台：为纺织、服装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构建供

需渠道、盘活闲置资产、企业管理培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赋能纺织、服

装企业，帮助企业实现工业互联。

疫情期间免费（除

硬件外）
https://fz.cosmoplat.com/

张宏彬 18032928769

于复青 18653236880

海模智云--模具管理平台：模具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提升企业资产管理能

力，降低质量成本，交付模具最优竞争力。

疫情期间免费（除

硬件外）

http://hmcloud.cosmoplat.c
om/

张宏彬 18032928769

于复青 18653236880

金蝶软件（中国）有

限公司（2）

管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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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

体化，业财税一体化。

3月 31日前
https://www.guanyiyun.co
m 蒋琳 13933883944

金蝶智慧记软件：包含智慧记基础应用、开店测算、智慧微店三部分。金蝶

智慧记为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进销存记账与智慧经营服务，可满足从

开店前到开店后的各项业务场景需求，从进货渠道筛选、微信生态的销售通

道、智能简单的自动记账全面赋能，帮助提高经营能力。智慧记属 SaaS软件

云服务，提供 APP、PC客户端、H5、嵌入式小程序等丰富的产品端，满足

客户在不同场景下的多样需求。

6月 30日前 https://www.zhihuiji.cn/ 蒋琳 1393388394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分公

司（10）

设备服务：通过移动 APP和微信小程序，提供设备现场安装交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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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服务，

构建制造商、业主、服务商等多方互连互通的统一平台。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jingzhi.yonyoucloud
.com/#/deviceRemote 肖立欣 18503119723

https://fz.cosmoplat.com/
http://hmcloud.cosmoplat.com/
http://hmcloud.cosmoplat.com/
https://www.guanyiyun.com
https://www.guanyiyun.com
https://www.zhihuiji.cn/
https://jingzhi.yonyoucloud.com/#/deviceRemote
https://jingzhi.yonyoucloud.com/#/device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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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物联服务：通过平台化产品快速实现各类设备的实时物联、数据采集、

数据可视化组态展示，实现对设备状态、加工数量、工艺参数的实时监控，

支持移动端应用。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iot-portal.yyuap.co
m/#/login 肖立欣 18503119723

追溯服务：帮助企业搭建全产业链数据集成平台，助力企业快速建立高效、

协同的追溯体系，实现从原料、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终端销售、市场消费

的全链可视化管理。

5月 1日前免费

http://traceservice-nginx.te
st.app.yyuap.com/wbalone/
index.html#/

肖立欣 18503119723

安环服务：通过 APP和 WEB引用，帮助企业建立安全网格体系和双防双控

体系，提供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控、应急物资管理、安全防护物资管

理、职业健康管理、重大危险源监视、应急响应指挥、安全事件管理等一系

列企业安全服务。

5月 1日前免费 电话咨询联系人 肖立欣 18503119723

设计服务：支持企业、组织之间的数据发放以及业务协同，实现企业、组织

间的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5月 1日前免费

http://plmcloud.yonyou.co
m/web/index.html#/ 肖立欣 18503119723

工业大脑：工业大脑定位工业企业生产、运营数据的分析优化，通过智能配

料、计划排程、经济效益测算、质量缺陷诊断、故障诊断等工艺模型，普及

智能算法在工业企业的应用。

5月 1日前免费 电话咨询联系人 肖立欣 18503119723

友零售：让数字化门店业务在线化，开展无接触式销售，提供多区域、多门

店 O2O销售业务场景，建立会员制社交电商平台，方便会员拉新和推广商品。

推动导购社交零售，实现社交裂变拓客，同时建立企业自己的专属直播平台。

注册之日起免费

应用一个月
电话咨询联系人 肖立欣 185031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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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日前免费 电话咨询联系人 肖立欣 18503119723

https://iot-portal.yyuap.com/#/login
https://iot-portal.yyuap.com/#/login
http://traceservice-nginx.test.app.yyuap.com/wbalone/index.html#/
http://traceservice-nginx.test.app.yyuap.com/wbalone/index.html#/
http://traceservice-nginx.test.app.yyuap.com/wbalone/index.html#/
http://plmcloud.yonyou.com/web/index.html#/
http://plmcloud.yonyou.com/we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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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体化。

云直播：无需员工聚集，即可实现线上产品培训、宣传、学习、业务宣贯、

客户培训、专家访谈等业务，可提供基础版（1000用户）。
5月 1日前免费 电话咨询联系人 肖立欣 18503119723

云视讯：疫情期间，实现企业团队会议、商务洽谈、供应商洽谈等业务，跨

越时空限制、提高会议效率。为用友企业客户提供视频会议 100方。
5月 1日前免费 电话咨询联系人 肖立欣 18503119723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4）

采购云：1、供应商风险“一键查”：在线提报资质证照及第三方资信机构数

据，实现风险管控在线化；2、采购需求发布“一点通”：采购人在家就可以

发出 RFQ，一键寻遍全球 3、供应商报价提交“一荐链”：您的合格供应商，

可以通过 PC、APP、微信在线快速报价响应。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marketplace.huawei
cloud.com/product/00301-
421001-0--0

马跃 13653387725

ERP 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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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日前免费

https://marketplace.huawei
cloud.com/product/00301-
422004-0--0

马跃 13653387725

免费云资源：1、面向企业实名认证客户，提供免费 2-3个月包括云主机、数

据库、存储、安全产品等基础云资源；2、40+款免费产品：面向所有客户，

提供包括计算、应用服务、EI 企业智能、云通信、视频等 40款免费试用产

品。

申请后 2个月
https://activity.huaweiclou
d.com/free_test/index.html 马跃 13653387725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21001-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21001-0--0
https://marketplace.huaweicloud.com/product/00301-42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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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 DLV：数据可视化服务（Data Lake Visualization）是一站式数据

可视化平台，适配云上云下多种数据源，提供丰富多样的 2D、3D可视化组

件，采用拖拽式自由布局，旨在帮助您快速定制和应用属于您自己的数据大

屏。

3月 15日前开通免

费一个月

https://www.huaweicloud.c
om/product/dlv.html 马跃 13653387725

北京东方波尔科技

有限公司（1）

天衣一体化移动办公管理系统：支持流程审批，客户管理，数据分析报表实

时推送等功能，助力员工及领导疫情期间健康生活，高效办公；通过平台时

刻管控企业整体运营状况，确保在线高速运转。

2020.2.1-

2020年底
http://i.tysoft.com/ 高经理 133-9154-7576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

限公司（1） 免费赠送八戒云会员和对应账号充值 188元八戒云余额，能用于云产品消耗 疫情期间 电话咨询联系人 何利国 13149494142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

公司（3）

根云云视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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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yunshijie.rootcloud.c
om/ 辛潇 1866010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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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免费 3个月，

硬件成本价。
电话咨询联系人 辛潇 1866010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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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免费 3个月，

硬件成本价。

http://ems-bi-front-demo.ir
ootechapp.com/pages/ener
gyDashboard/dashboard
链接为示例，要安装请电

话咨询联系人

辛潇 18660106898

http://i.tysoft.com/
http://yunshijie.rootcloud.com/
http://yunshijie.root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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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源准备与调度，确保生产正常执行。

二、本地电信运营商（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河北有限公司（8）

用友畅捷通好会计：为小微企业量身打造的一款专业的云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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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管理水平。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87
0&fromtype=morelist&app
id=1669&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悦报账：以用友 iUAP企业互联网开放平台为技术基础，涵盖了电子报账、

电子影像、电子发票、共享服务、银企互联平台、电子会计档案几大功能模

块，为企业提供快速灵活的信息分享与集成、沟通协作、交互式交易及互联

网化资源共享等服务。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94
9&fromtype=morelist&app
id=1852&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中移商情：通过实时采集互联网招投标信息和精准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实现

准确定制化招投标商机实时呈现、跟踪、推送、开标截止时间预警，多维度

商情信息分析和项目筛选，全面的企业档案，使用户能够及时发现商机、获

知商机、跟踪项目进展、深度了解竞争对手。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86
8&fromtype=morelist&app
id=1702&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云法务：依托中国移动云 SAAS平台，为用户提供基础法律咨询及法律文书

生成及审核服务，满足中小企业基本的保障性法律服务需求。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80
10&fromtype=morelist&ap
pid=1676&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70&fromtype=morelist&appid=166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70&fromtype=morelist&appid=166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70&fromtype=morelist&appid=166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70&fromtype=morelist&appid=166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70&fromtype=morelist&appid=166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49&fromtype=morelist&appid=185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49&fromtype=morelist&appid=185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49&fromtype=morelist&appid=185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49&fromtype=morelist&appid=185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949&fromtype=morelist&appid=185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8&fromtype=morelist&appid=170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8&fromtype=morelist&appid=170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8&fromtype=morelist&appid=170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8&fromtype=morelist&appid=170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8&fromtype=morelist&appid=1702&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01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01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01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01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6&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01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6&cityname=%E5%85%A8%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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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云进销存：一站式生意管理工具 （多门店、多仓库协同办公、多部门数

据共享）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86
2&fromtype=morelist&app
id=1680&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金蝶云会计：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的财务管理工具 (随时随地记账、多人协

同记账、提高财务管理效率）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11186
0&fromtype=morelist&app
id=1679&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用友畅捷通好生意：面向微型企业的互联网软件，是一款数据驱动的营销型

生意助手。
免费试用 1个月

https://saas.ecloud.10086.c
n/Store/Detail?code=92071
32&fromtype=morelist&ap
pid=1749&cityname=%E5
%85%A8%E5%9B%BD

高鹏 19803219810

疫统计：由中国移动 OneNET提供的快捷准确的疫情统计分析工具。能够实

现本单位人员的位置、健康状态等信息的便捷采集和分析：未填报人员的查

询和短信通知等功能

免费开通使用

https://www.ioteams.com/n
cov/zgyd#/login

4001100866转 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4）

沃云 T.腾讯会议：高清流畅、便捷易用、安全可靠的云视频会议产品，随时

随地高效开会，全方位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会议需求，满足家庭办公、移动会

议、会议室开会等多方会议需求，适用于在线培训、跨企业沟通、远程辅导

等场景，联通提供专属支撑。

疫情期间 300方免

费

1、扫码免费体验；

2、请联系联通客户经理开

赵岩 18603215253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2&fromtype=morelist&appid=1680&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2&fromtype=morelist&appid=1680&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2&fromtype=morelist&appid=1680&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2&fromtype=morelist&appid=1680&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2&fromtype=morelist&appid=1680&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111860&fromtype=morelist&appid=167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32&fromtype=morelist&appid=174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32&fromtype=morelist&appid=174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32&fromtype=morelist&appid=174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32&fromtype=morelist&appid=174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saas.ecloud.10086.cn/Store/Detail?code=9207132&fromtype=morelist&appid=1749&cityname=%E5%85%A8%E5%9B%BD
https://www.ioteams.com/ncov/zgyd#/login
https://www.ioteams.com/ncov/zgyd#/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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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VR直播平台：为客户提供 VR直播功能，客户将视频流推到 VR直播平台，

平台通过 CDN 网络推到全省供用户观看。

疫情期间免费，可

提供 500方的观看

能力

电话咨询联系人 徐志国 18531107010

沃云 W.百度企业云盘：中国联通携手百度，为企业团队、政府部门提供数据

云存储服务，实现文档集中管理，多级授权管控，跨地域跨设备团队协作办

公功能，让办公更高效、便捷，提供联通专属支撑。

疫情期间免费 电话咨询联系人 王爽 13001882068

沃云 T.腾讯在线课堂（极速版）：可以帮助企业开展在线对内和对外培训，

无需建立企业架构，讲师发送邀请链接到微信群或者 QQ 群，学员点击即可

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网页均可参加直播学习，联通提供专属支撑。

疫情期间免费使

用
李媛媛 1863111508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1）
天翼对讲：提供远程语音调度，人员实时定位，轨迹回传等应急通信公网集

群对讲功能，实现疫情防控智能管理。

疫情期间免平台

软件功能费，终端

需自购

郑润泽 18133847683

以上各产品的解释由各服务商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