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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疫情防控相关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录

序号 申报单位 产品或解决方案名称 领 域 功 能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应用与安全
接入一体化方案

远程办公
移动办公应用平台,具备即时通信、通讯录、考勤管
理、会议通知、流程审批、规章制度、同事圈等功
能。

葛东霞 17637121651

2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流行性疾病安全监测方案 疫情监测
手机 APP 筛查核验关卡出入人员身份信息，采集社
区人员体温，健康打卡上报自身状态，举报周边疑
似。

葛东霞 17637121651

3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应急指挥与移动接入
综合管理保障方案

防控决策
疫情指挥调度，手机 APP 或 4G 执法仪进行对讲、语
音会议、场视频实时上传，展示工作人员分布地图，
定位调度。

葛东霞 17637121651

4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安全接入保障方案 远程办公
为企业办公提供安全接入加密通道，保证移动终端
和安全接入网关之间的信息加密传输。

葛东霞 17637121651

5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敏感信息共享云密盘方案 远程办公
云盘提供文件加密传输、加密存储、加密共享服务;
可实现远程办公中文件上传、下载、秒传、定向分
享、文档预览。

葛东霞 17637121651

6 精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员流动与管理解决方案 社区防控
学校师生关键地点（校门，宿舍等）进出管理，通
过师生扫描二维码收集师生在关键地点（校门，宿
舍等）的进出数据，便于人员流动记录溯源。

丁晨茜 15225552690

7 精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园疫情采集防控平台 社区防控

师生通过平台自主登记，便于学校掌握师生身体情
况。采取问卷调查形式收集师生每日健康数据，后
台管理端提供上报进度及疫情相关的各项数据统
计、查询。

丁晨茜 1522555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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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河南八六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疫情防控平台 社区防控

利用非接触式温感、图像识别、视频平台接入技术，

实现“超温报警与追踪、危险人员行动轨迹追溯、

感染扩散数据预测”立体化防控。

刘旭辉 18539936663

9 河南八六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冠肺炎 CT 征象识别及

快速诊断系统
医疗辅助

基于识别征像三步法与闭环思维五歩法分析程序，

提取新冠肺炎 CT 征象特征，输入系统利用软件进行

自动快速识别，操作简单，可为急诊科及呼吸和重

症科诊疗提供辅助。

刘旭辉 18539936663

10 河南金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网格化疫情防控系统、

实时疫情平台
社区防控

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将防控排查工作落实到

户、到人，保证疫情防控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数据准。

任卫华 13673360941

11 河南天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网格排查信息系统 社区防控

入户走访排查信息、火车站出入人员身体状况核查

信息、入境公路防疫及人员核查信息、机场进港人

员核查。

刘光辉 13810907933

12 河南天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时空信息的

流调与分析决策系统
疫情监测

医卫应急资源一张图、流调信息移动采集终,流调信

息实地采集与实时在线传输;居（村）委会边界划分

与地址信息采集;疫情应急综合分析与可视化;综合

分析与可视化展现。

刘光辉 13810907933

13 河南天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交通疫情防控追踪系统 疫情监测
扫码乘车，记录车辆、乘客、司机、路线信息，实

现高效公共交通防疫追踪。
刘光辉 13810907933

14 郑州三和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红外热成像人体快速测温系统 健康监测

集光电子、生物识别、热成像测温、视频智能分析

和控制、5G VR 技术、AI 技术、大数据技术于一体

的高科技产品。

卢素霞 13613712551

15 河南东方世纪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疫情防控数据平台 疫情监测

结合公路交通行业疫情防护工作现状，辅助公路交

通管理单位做好内部管理，保障道路交通运营保通

和疫情防控日常工作；使疫情联防联控日常工作开

展更加及时高效。

曹 丽 1500380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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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河南省爱普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疫情防控决策服务信息平台 社区防控
通过可视化汇总查询分析，实现信息发布、谣言澄

清、在线医疗、群众反馈举报等功能。
夏思佳 15517195965

17 郑州新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新益华“互联网＋智慧公卫”

健康防护监管应用解决方案
医疗辅助

依托大数据“互联网+智慧公卫”健康防控监管平台，

移动端“益华卫康”已接入 17357 名家庭医生在线

提供问诊，协助卫健部门快速调取居民健康档案，

掌握重点疫区人员及出行轨迹，实现实时汇总上报，

协助联防联控。

马秦雨 13673680858

18 郑州新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国家重点专项 MRI 设备及其
临床应用的新型影像诊治平台应用

医疗辅助

基于全国十省 157 家医疗机构、5000 多个影像文件
等数据，构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像和专家数据库，
实现影像采集、管理及数据分析，为联通远程会诊、
专家指导、网上医疗咨询，教育培训，医疗科研等
提供全方位信息技术支撑。

马秦雨 13673680858

19 郑州市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景安微商城 远程办公
线上商城系统，包括商品管理、订单管理、财务管
理、会员系统、权限管理等，打包了商城运行的底
层主机。

麻向槐 18937126134

20 郑州市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管 360 办公 远程办公
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智慧办公服务，包含企业常用
到的 OA 模块、HR 模块、采购、培训考核等。

麻向槐 18937126134

21 郑州市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疫情事件肺炎自查上报防控系统 远程办公
防控系统包含大屏展示、疫情数据实况、疫情地图、
疫情趋势图、疫情追踪、疫情服务等。

麻向槐 18937126134

22 郑州昭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应急指挥通信系统 防控决策

聚合平台，为企业和互联网用户提供即时通讯、协
同办公、任务管理、ERP 改造、应用开发等多层次
的平台服务。全面支持安卓、iOS、Mac、Windows 和
国产操作系统。

聂晓岳 13503838201

23 郑州昭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期心理自助服务云平台 健康监测

心理服务云平台，将心理测评、预约咨询、危机干
预应用于心理评估和干预，汇集社会身心健康大数
据；将智能传感、智能穿戴、智能互动应用于认知
潜能开发和情绪管理。

聂晓岳 13503838201

24 河南省现代农业设计有限公司 生物疫情防控管理信息系统 疫情监测

移动 APP 面向社会大众、政府管理人员提供疫情地
图实时追踪、疫情信息实时播报、疫情上报排查、
外来人员排查、重点人员登记、周边涉病人员查询、
应急资源发布。

宋 丽 152371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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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郑州中软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互联网+实名登记的
新冠肺炎立体化防控系统

社区防控

针对实名登记防疫的全场景多融合解决方案，包括：
路口关卡、大门口、公共交通乘车非接触实名登记；
复工流程审批、员工考勤、学校学生管理、居家状
况实时非接触社区管理；大数据分析和溯源管理云
平台。

李永杰 13383835115

26 河南亿家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家健康 医疗辅助
通过医生版和居民版小程序，实现患者在线搜索附
近诊所医生并进行咨询问诊服务。

李燕茹 18638658925

27 郑州家音顺达通讯有限公司 中小学疫情防控安全进出校 社区防控
集分批进校、快速测温、精准识别身份等为一体，
帮助学校快速部署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杜绝病毒进
校。

赵 娜 16603866540

28 郑州航空港智慧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社区智能疫情防控服务平台 社区防控

疫情政策和知识的宣传；社区主要出入口人员通行
检测；社区常住人员（包括居民和租户）疫情日常
巡访筛查；重点人员隔离观察、基础用药、病情检
测等基础医疗服务；对符合转诊条件患者及时对接
政府向专业医疗机构转诊。

许 多 15010911077

29 河南省法证数据安全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安全复工与
防疫联动管控系统

企业复工

有企业复工一键申请、人员疫情一码申报、监督人
员复工复产一屏检查、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一张图
展示四大功能，为监管部门及建设工地提供高效数
据收集和分析展示平台，协助监管部门全面掌控开
复工情况和疫情防疫情况

余海明 13838380071

30 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发热疫情监测防控系统 疫情监测
通过红外线感知温度进行区域内的人体识别，监测
存在人体的最高温度，具有人体扫描、疫情监测等
功能。

黄守峰 13949069939

31 河南永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疫情期民众心理健康监测
及心理援助整体解决方案

健康监测

移动端对社会全员进行远程心理健康评估监测、社
会心态调查预警、心理援助热线、心理预约咨询、
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经过心理服务云平台分析处
理，建立社会全员电子心理档案、电子心理危机预
警名单、电子心理健康综合分析报告，为疫情期社
会治理、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杨 明 1893950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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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河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智慧防疫体温筛查

多维感知系统解决方案
疫情监测

基于中国长城国产电脑系统，AI 红外图像深度学习
人脸检测与 AI 无感测温技术结合，实时采集分析人
员人像、体温及身份附属相关信息，有效追踪重点
疑似人员轨迹，深度挖掘分析涉疫人员社群关系图
谱，挖掘密切接触人员，预测疫情防控发展态势，
提升突发性疫情的防控能力。

贾丹丹 18539988282

33 河南康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防疫应急保障物资管理系统 疫情防控

集大数据分析、智能仓储管理、人工智能人员物资
调配、基层节点信息反馈和自动归集功能为一体，
有效节省人力，减少人员接触，防止分发过程差错，
提高指挥控制效率。

金 塬 18538022255

34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金惠疫情防控人员登记系统 社区防控
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登记，一键上报，对社区、园
区、企业等区域人员进行快速登记、分类等管理工
作，便于追溯，为疫情提供科学、有效的管控手段。

乔利稳 18037492996

35 河南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传染病监测系统 疫情监测

利集数据采集与上报、数据统计、报警、疫情预测、
疫情信息发布、重点人群监控、接触者跟踪溯源、
应急物资管理、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为一体的疫情监
测平台，满足疫情监管过程中个人、社区、药店、
卡口、医院、政府卫生监管部门等多级监管主体（及
被监管主体）动态管理需求。

穆 娅 13513892478

36 郑州信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不见面电子招投标

系统解决方案
远程办公

人脸识别实现远程身份认证，Canvas API 技术电子
签名，评标项目与专家电脑绑定，评标过程实时音
视频交互，评标信息实时录制（音视频、电子白板、
共享文档、协同浏览、屏幕信息等），真实再现评标
过程，远程不见面招标。

陈秀勤 13526508915

37 河南维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复工审批及防疫、员工

数据监测上报系统
企业复工

企业复工申报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等通
过系统直接提交给对应的审批人进行审批。审批通
过复工后，可通过系统上报企业人员的体温、是否
发热、是否有疫区人员接触史等防控信息，管控每
日消毒、防管情况。

李东生 1853926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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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河南维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在线教育 远程教育

系统实现远程在线教育的基本功能，比如直播、录
播、点播、作业及点评、问题及答疑等；自带推广
系统，方便进行推广、引流，并可对推广链路进行
统计。

李东生 18539266908

39 郑州威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教智慧教育云服务平台 远程教育
平台提供“名师课堂”网络学习指导微课、名校课
堂共享等学习资源，为学生在家学习提供多样化选
择，实现教师线上教学，学生线上学习。

王丽伟 18539567003

40 河南国立微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监测平台

（智慧合杆社区应用）
社区防控

智慧合杆实时监控社区人员是否佩戴口罩，红外体
温监测设备（摄像机内置）监测来往人员体温，未
戴口罩、体温超标自动告警；社区或街道办疫情数
据可视化 BI 报表；小区人员提供线索或红外体温监
测发热人员后，智慧合杆发布告警，搭配 APP 或微
信 web 端、小程序发布通知通告。

朱智丹 18538001706

41 河南智云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云销城产业链 SAAS
销售管理云服务平台

企业复工

包含三款 SAAS 云软件产品（云厂商、云批发、云零
售）；围绕产业链各类企业，为各类企业提供产供销
一体化综合云服务平台，解决各类企业线上线下全
渠道销售问题。

胡 鑫 15738327886

42 郑州潜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防疫物资区块链溯源系统 物流管理

实现防疫物资的防伪、防窜货、溯源等功能，实现
从原材料、加工过程、产品质检、仓储销售、物流
运输全程可溯源，关键节点数据区块链进行存储，
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张会超 18930600167

43 郑州潜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复工智能监测平台 企业复工

线上办公、在线预约、提前预知、健康打卡、数据
动态分析、实时监控预警、新闻资讯、预防指导，
帮助职能部门及时准确掌握企业复工状况及工人健
康动态。

张会超 18930600167

44 河南中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维疫情通 疫情监测
国内疫情实时通报；省内确诊病例分布情况及病例
确诊前行动归集；辖区内检查点及检查点进出人员
登记管理；社区隔离人员管理及其日常检查。

霍迎亚 15890077593

45 河南智云数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云全自动红外热成像

测温告警系统
疫情监测

实现非接触式体温高精度检测、快速筛查、异常报
警，及时发现发热人员，大大提升体温监测工作效
率和准确性。

谢前进 1561759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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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郑州港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场所人员管控和
“不见面审批”解决方案

生活服务
集远距测温、远程咨询预约、不见面审批、密接人
员预警，大数据决策分析和疫情知识培训考试于一
体疫情防控方案

胡慧鹏 15903683119

47 河南拓普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公共服务系统 社区防控
为公众提供疫情趋势发展变化、疫情确诊人群分布、
高危行程查询、附近确诊病例小区分布等功能。

秦利敏 13783573060

48 创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居民疫情防控管理系统 社区防控

包括居民防控管理系统、出入小区身份识别系统、
常住居民智能填报系统，用户可借助手持身份证识
别设备和移动 APP 录入社区常住居民等相关信息，
为小区人员管控和信息分析、管理者决策提供全面
服务。

陈 慕 13373935770

49 天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校园疫情防控服务平台 疫情监测
疫情期间返校人员快速统计，车辆管理精准排查，
疫情数据统计分析研判。

何丹丹 18339806227

50 天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综合防疫系统
智能化解决方案

疫情监测
通过多种测温技术手段，实现超温报警、人脸检测、
数据管理等功能，可应用于各种公共场所、交通主
要通道等。

何丹丹 18339806227

51 河南省道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防疫通”中医辅助在线诊疗系统 医疗辅助

在与河南中医药大学专家组合作研发的中医智能健
康管理平台（国医健康云）基础上，扩展研发具有
感冒/流感/新冠肺炎辨证自测、智能辅助诊疗中医
健康管理系统。

胡 阳 13673399766

52 郑州金惠新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金惠公共区域人员

健康登记管理解决方案
疫情监测

入药店人员扫码分类筛查、登记汇总，根据所购药
品名称、是否到过疫区等信息，做到及早发现疑似
病例，并进行重点监控，以达到“堵漏”的防疫目
的。

乔利稳 18037492996

53 郑州鹏程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鹏程疫情防控决策分布

挂图作战系统
防控决策

实现防疫重点人群信息录入、数据采集、统计分析,
实现隔离状况、确诊情况、区域分布实时汇总跟踪
分析，包括数据概览、人员信息、检查站信息三部
分,以重点人群防控管理为核心，建立重点人群信息
库，从来源时间、住址、隔离、确诊状态等实现关
注人群从隔离到解除全过程监管。结合智慧城市大
数据分析和大屏显示,及时汇总最新疫情动态。

程本俊 1352657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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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无接触采购配送系统 社区防控
系统平台提供社区疫情防控无接触采购配送，社区
居民在平台选购生活所需生活防疫物资，提供无接
触及时配送。

王大力 18595739888

55 河南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效率大师疫情防控系统 疫情监测
该系统配合红外热成像测温摄像机，在重要公共场
所出入口对目标设防人员进行直接干预处置响应。

张 硕 13592589396

56 郑州中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凯智能疫情防控平台 疫情监测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实现疫情防控实名登记。用户扫
描二维码一键授权提交实名信息。实现疫情发生第
一时间根据驾驶员或乘客信息，追溯到另一方，最
大程度遏制疫情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韩进梅 13938521506

57 中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企业员工健康管理系统 健康监测
满足企业向政府上报企业用工登记和员工健康打卡
数据，满足政府端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及时掌应握
企业用工状况、企业员工健康状态。

史 光 15290813856

58 河南国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I 语音临床护理数据智能采集系统 医疗辅助

智能语音录入患者体征数据、观察询问数据、复杂
病情变化护理措施等长文本数据，可实现“一次录
入多护理表单实时同步”，提升护理效率，减轻工作
强度。

高 建 18039279888

59 郑州信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移动精准测温模块及卡口
数据智能采集筛查系统

疫情监测
采用非接触式移动精准测温模块，通过 Type-C 接口
与手机相连绑定，实时采集人体温度信息，并与人
员其他信息经手机 APP，融合上报至大数据平台。

高 飞 13383863199

60 河南嘉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防控管理平台 社区防控
通过人脸识别、车牌抓拍、体温监测等技术实现对
人员流动管控，对接三方数据接口实现车辆人员预
警，通过大数据分析决策达到疫情防控目的。

丁亚辉 13323852323

61 郑州优埃富欧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郑创通中小微企业在线服务平台 企业复工

为中小企业提供在线创业帮扶，通过在线平台推进
业务开展，推动企业发展，解决企业基础服务、人
才服务、科技服务和创业服务，降低将疫情对中小
企业的影响。

杨 孟 18611437696

62 河南开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网格化初筛与实时管理方案
疫情监测

实现个人健康指标 5分钟快速有效筛查及上报，重
点人员远程音视频门诊，实现早期诊断，大数据平
台实现疫情动态直报、实时统计、及时监管。

李江山 1367493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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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原和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 疫情防控

1.疫情和公共卫生指挥：机构数据互联互通，疫情
地图、数据动态显示、准确掌握疫情。2.疫情协作
管理分析：疫情人员信息采集上报、管理查询、导
出汇总。3.疫情公共卫生物资（口罩）预定管理平
台。

李孟华 15538111161

64 河南开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地疫情管理系统 疫情监测
实现工地疫情防控信息、工人健康信息采集上报及
异常告警等，工地疫情数据汇总统计与监控、重要
信息发布功能。

李江山 13674932617

65 河南省赛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非接触式热成像人体测温筛查方案

及疫情防控监管平台
疫情监测

助力企事业单位对疫情防控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管
理；在扫码进出登记、数据上报基础功能之上，将
防控工作分级、定责、定任务，对隐患进行持续跟
踪、整改、验收。

褚悠悠 18503806000

66 郑州日彤电子有限公司 疫情大数据分析比对工具 疫情监测
教育行业专用疫情大数据应用软件，对教育局管辖
的所有校区进行统筹管理，在一张图内呈现所有疫
情相关的信息。

甘一彤 18903711101

67 郑州畅想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司机（乘务员）健康状态

信息管理系统
健康监测

由健康管理大数据平台、健康状态分析预警查询终
端、健康体检一体机、乘务健康手环和健康手环管
理装置组成,实现司机（乘务员）出勤途中身体健康
状态信息实时检测、存储、预警和分析，用于地铁、
公交、物流及铁路部门。

王晓艳 18937103952

68 河南浩宇空间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防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 防控决策

利用低空遥感、大数据分析技术将疫情防控需要的
地理信息、防控资源、一线情况、疫情数据、视频
图像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分析、展示，模拟
推演，辅助指挥决策。

彭 芳 13303717459

69 河南浩宇空间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防控无人机解决方案 疫情监测
利用无人机实现 5G 高清视频实时传输、巡逻喊话、
远程物资投放、非接触测量体温、应急照明、防疫
宣传广播、消杀作业、交通卡口巡查等八项功能。

彭 芳 13303717459

70 河南浩宇空间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疫情防控高危区域
高危人群预警系统

疫情监测

通过对确诊病例出现位置及近期活动轨迹分析,对
可能存在高危区域和高危人群提供预警;结合隔离
期间高危人群情况逐步解除或增加预警信息,为决
策部门提供预警信息。

彭 芳 1330371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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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校园健康打卡服务平台 疫情监测

学生登录汇报个人状况，学校实时监控学生健康状
况，表单数据导出，未上报人员短信提醒。学生返
校在线申请、多级审批、到校打卡，返校人员情况
监控和数据导出。进出在线登记、出入核查打卡及
信息登记查阅。

魏永涛 56599706

72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职及 K12 疫情上报平台 疫情监测

自动疫情信息上报（学生、家长、老师），方便学校
掌握全校师生身体状态。实时查看疫情信息收集情
况，可根据学工号、症状、时间等要素进行查询与
导出。可进行疫情信息数据进行可视化大数据分析
统计。

魏永涛 56599706

73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大工业企业复工情况监测分析 企业复工
利用数据中台，整合电网用电信息采集实时数据，
企业档案数据，对企业实时用电情况进行大数据分
析，生成企业复工复产监测分析报告。

李静茹 18638169916

74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公共场所红外热成像人体测温方案 健康监测
红外人体高温筛查跟踪仪可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进行大面积监测，快速找出并追踪体温较高的人员，
快速排查人体发热症状。

李静茹 18638169916

75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管控方案 社区防控
为社区居民提供疫情资讯、辟谣较真、肺炎自查、
居民健康登记等线上服务，缓解社区的管控和服务
压力。

李静茹 18638169916

76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远程办公支撑方案 远程办公
公司依托钉钉、企业微信、welink 平台，研发出成
熟的远程办公解决平台，主要包含疫情监控、信息
交流、全员公告、信息统计、智能会议等功能。

李静茹 18638169916

77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数字化和智能服务

企业复工(产)数字化和智能服务
疫情监测

采用无人终端和智慧大脑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全感
知、有大脑、可进化的智能化服务，可供线上线下
一体化运营。

李静茹 18638169916

78 河南创源永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灾备系统的
信息化支撑体系

疫情防控
发挥智能化装备的效率，利用大数据分析，采用区
块链加密技术建立实时的医疗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赵会明 13693712046

79 河南昊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流动人员防疫监控管理解决方案 疫情监测

软件实现对通道等监控区域内流动人员口罩防护与
体温发热异常人员的筛查及预警，并实时记录上传
异常人员数据到疫情防控部门，做到快速筛查，快
速预警，快速反应处理。

刘昊博 1883898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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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郑州大学
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风险大数据
可视分析与智能管控平台

企业复工

1、基于美钥二维码人员信息填报子系统,风险评估
子系统,非接触式人员身份识别子系统。2、园区（楼
宇）风险预警评估子系统,园区（楼宇）风险管控决
策支持子系统;3、大数据驱动城市级复工人员流动
态势仿真推演子系统；4、基于美钥二维码的人员流
动轨迹数据管理子系统 5、园区复工人员风险管控
综合分析 GIS 可视化子系统。

庄老师
徐明亮

13523000602
17603858700

81 郑州大学
人工智能辅助新冠肺炎

快速筛查、诊断与疗效评估系统
医疗辅助

功能包括流行病学史资料的手机登记模块，临床 CT
影像等临床表现数据的远程提取模块，新冠肺炎的
自动筛查模块、智能辅助诊断模块、治疗效果评价
模块、诊断和疗效评估报告的编辑与传输模块和手
机等显示终端的浏览模块。

蒋慧琴 18738168978

82 郑州大学 疫情监测智能手环(APP) 疫情监测
手环记录佩戴人路线轨迹，并与云平台连接。一旦
某个手环佩戴者发生疫情病，云平台可锁定并告知
与其接触人员。

全 智 13939062163

83 郑州大学
智能社区移动视频人员
巡控管理系统及方案

社区防控

自动人像对比和体温录入，自动生成数据报表，无
感人脸抓拍及体温检测，快速人脸识别，在戴口罩
情况下进行识别及实名登记，可通过移动终端或手
机/平板+摄像头+红外测温设备独立运行，方便操
作。

帖 云 15738382290

84 郑州大学
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隔离点

污水消毒处理及物联网监控系统
疫情监测

防疫点污水消毒处理，实时监测污水排放指标，有
效应对污水环境影响，隔断病毒通过污水进入管网
传播。功能模块：“氯法消毒”污水消毒处理、防
疫点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监控、余氯监控、报警
功能、统计报表、系统接口等。

张 军 18860356380

85 郑州大学 智能高效防疫消毒机器人 社区防控

系统包括机器人本体，消毒气体发生器和控制器三
部分。机器人本体用于携带消毒气体发生器和控制
器，并设置有定位装置和出气口。消毒气体发生器
用于产生消毒气体，并从机器人喷射到消毒点。控
制器控制机器人本体按照设定好的消毒路径自动前
往消毒点，控制消毒气体发生器产生及喷射。

王东署 1362383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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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郑州大学
基于三维 GIS 可视化的“新冠病毒
肺炎全球疫情卫星监测系统”

疫情监测

融合卫星遥感、地图服务和搜索引擎等技术的疫情
监测和实时播报三维可视化地图软件平台，支持用
户随时随地检索全球疫情官方统计数据、地理位置
信息及周边疫情，提供可信、可视化疫情数据服务.

王 剑 13137705222

87 郑州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河南省疫情感知

及智能防控管理系统
疫情监测

以数字化、图形化模式呈现疫情动态,网格化管理，
智能化地实施疫情管控和业务运行，掌握实时疫情，
有效管控疫情,做到管控疫情和业务运行有效协同，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任景莉 13653827917

88 郑州大学
重大灾难场景下的疫情
可视化追踪及预警系统

疫情监测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获取病例活动轨迹及其
时空信息，实现疫情动态可视化分析；基于实时定
位技术，实现重点监控人员位置自动上报与实时监
控；通过活动轨迹比对分析，对可能出现意外感染
情况进行预警；基于三维可视化技术，实现重点人
口密集区域实时监控及预警。

曹仰杰 18503856183

89 郑州大学
基于疫情患者行为轨迹的
地理空间监测与防控系统

疫情监测
疫情患者个体出行链时空分布展示；疾病传播路径
研判；潜在风险社区识别；疫情空间维度舆情监测。

李 妍 15516181121

90 郑州大学

面向新冠肺炎药物与
疫苗研制的医疗

数据共享区块链平台及
隐私保护系统

医疗辅助

确保隐私前提下,实现复杂场景的医疗数据共享。基
于区块链实现医疗健康数据自主流动。基于搜索引
擎和网络机器人自动处理医疗信息,给出解决方案,
基因数据自动分析。

李 妍 15516181121

91 郑州大学 重大疫情场景下智慧社区服务系统 社区防控

实时向社区用户发布相关疫情信息和防疫知识；社
区用户健康状况及信息实时监测上报；提供物业通
知、缴费服务、社区商城、生活消费等社区日常服
务。

石 磊 18860351168

92 郑州大学
智慧校园

（高校疫情防控信息管理系统）
疫情监测

及时发布疫情消息及各种政策、指令；师生每天上
报健康信息并汇总，异常及时预警并上报；师生返
校审批；通过实施健康码“绿码、红码、黄码”三
色动态管理；校门、教学楼人员出入关口部署红外
体温快速筛查预警。

卫 琳 18639558368

93 郑州大学
基于神经网络的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预测系统
疫情监测

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对基础模型进行优化；利用机器
学习的方法进行训练；预测疫情峰值。

宋 轩 1366384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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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视联动力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疫情防控视频指挥调度平台 医疗辅助

运用完全国产化的具有结构性安全的视联网技术代
替传统视频会议模式，满足大规模视频会议、疫情
突发事件指挥协调调度、疫情防控培训宣贯等多种
视频交互需求。

李鲜红 13938498189

95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体温快速精准筛查 疫情监测
在医院、学校等人流出入口实现非接触快速体温筛
查、智能报警、快速统计，红外及可见光叠加测温
分分析。

景梦蕾 19937197829

96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口罩识别监控预警 疫情监测
公共场所（校园、社区、商场等）安装人脸抓拍摄
像头,对未戴口罩人员进行人脸抓拍并建立违规档
案,同步预警。

景梦蕾 19937197829

97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无人机防疫 疫情监测
利用 5G 无人机，实现防疫抗疫巡检、防疫宣传、通
知喊话、喷洒消毒药剂、物流运送等功能。

景梦蕾 19937197829

98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天翼云疫情检测大数据 疫情监测
汇聚全国 31 省市电信用户全量数据，建立疫情监测
大数据模型和算法，如疫情用户流向监测、疫情用
户省内/市内分布监测、风险预警等。

景梦蕾 19937197829

99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疫情人群监控 疫情监测

通过定位算法，计算高危人员的活动轨迹，通过机
器学习动态筛选其活动范围内的疑似接触用户，快
速甄别疑似病毒携带者，并以图表，GIS 等方式直
观呈现疫情态势情况。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0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分析 疫情监测
疫情防控数据分析向政府部门、防控指挥中心提供
疫情期间“人员滞留情况、蜗居情况、密集情况”
服务。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1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疫情防控外呼机器人 疫情监测
用机器辅助人工进行智能自动交互服务，疫情防控
外呼机器人向海量辖区居民主动拨打电话，调研近
期行踪、摸排人员往来情况。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2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居家隔离人员定位管控 社区防控
充分利用现有社区矫正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已经对
接运行的腕表厂商设备，真正实现居家隔离人员全
方位定位管控。

景梦蕾 1993719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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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社区网格化防疫 社区防控

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叠加居家隔离帮扶、小区封
闭管理出入登记、防疫指挥部通知实施送达等疫情
管控功能，方便社区网格员实现社区疫情的精细化
防控。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4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返城登记网格化管控 企业复工

实现各类返城人员的信息快速采集，可生成过关凭
证的页面和短信通知，并可对接网格化管理系统，
将返城人员的登记信息数据快速下发到各个乡镇及
街道。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5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平台 企业复工
通过便捷的二维码填报，相关信息直达企业监管部
门，快速生成企业电子通行证，加强复工企业管理
服务，实现数据采查和属地社区排摸。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6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疫情防控“互联网+督查” 企业复工
实现疫情数据在线采集、信息实时推送、节点快速
响应、多方协同联动、疫情办理结果可溯源的国内
一流疫情防护督查信息化平台。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7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战疫服务台（值班系统） 防控决策

实现单位疫情状况及时监控和信息发布，提供服务
台值班管理功能，满足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对公
共危机事件管理工作需求，实现高效协同和有序应
对。

景梦蕾 19937197829

108 河南瀚林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社区线上购物统一配送平台 生活服务

系统通过线上购物、线下统一配送方式，将商户、
用户通过统一的物流配送和物业配送相结合方式，
形成一个闭环系统。为便于商品资源的调配，系统
使用订单式配货，即当天下单后进行订单商品的统
一调配，第二天送货的方式。

吕海营 15333832008

109
河南释码云识别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虹膜识别+人脸识别+体温检测
智能管控系统

疫情监测

将身份认证与体温筛查快速同步进行，可面向戴口
罩、戴眼镜（包括普通近、远视镜、隐形眼镜、墨
镜以及医疗防护镜等）的人员（如复工人员、医务
人员和各级政府机关人员）进出关键卡口时，进行
近/远距离、非接触式的“虹膜+人脸”精确身份认
证、测温筛查及人员进出、访客管理。

于海龙 13938488660

11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企业开工申报平台 企业复工

打通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类型企业不同时期线上复工
申请和审核流程，更好地协助各地政府了解复工企
业员工的健康状况，以便应对防疫部署。

郭 嘉 186037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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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热成像人体测温+AI 智能合规监测 疫情监测

实现非接触式体温监测，避免交叉感染风险，安全
无感，检测灵敏、快速高效，可快速布控、全天候
体温监测。

郭 嘉 18603711156

11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

赋能企业实现数字化办公、远程办公，实现流程管
理、公文管理、日程管理、任务管理、行政资源管
理等功能，让办公更智能高效。

郭 嘉 18603711156

11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防疫物资管理平台 物流管理

平衡政府部门、卫生系统需求与医疗采购供应商间
的供给关系，从所需物资寻源、上架、订单交互至
物流配送，提供疫情供应链全程协同服务。

郭 嘉 18603711156

11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互联网医院解决方案 医疗辅助

患者可通过互联网医院，向医生进行在线的图文/
视频/电话咨询，减少盲目到线下就诊可能产生的交
叉感染，并得到专家的就诊指导。

钟慧娟 18638553777

11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5G+无人机疫情防控服务方案 疫情防控
以 5G 网联为核心，提供基于网联无人机“云、网、
管、端、安全、应用”端到端疫情防控解决方案。

吕昌溪 13837139889

11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5G 云端智能机器人 疫情防控
利用 5G 云端智能机器人实现远程看护、测量体温
、消毒、清洁和送药等工作，有效减少人员交叉感
染、提升病区隔离管控水平，全力抗击肺炎疫情。

秦富民 13607660526

11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和对讲 远程调度

1.硬终端:主要面向医院等防疫客户提供多媒体消
息，实时视频，位置回传，调度台管理等在内的全
部业务功能。2.企业版 APP:手机可安装,主要面向
医院等防疫用户提供多媒体消息,实时视频,位置回
传,调度台管理等在内的全部业务功能，稳定性不如
对讲机终端；3.基础版 APP:主要面向道路卡口、社
区网格等人员用户提供对讲、定位等功能。

王祥涛 13607669997

11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快马办公 移动办公

面向政府企业和社区提供疫情防控专区，提供包
括提供疫情数据地图、企业复工申请、疫情线索上
报、定点医院查询、患者同行查询、每日健康打卡、
社区疫情筛选、关卡疫情信息填报等功能。

梁 田 18803690366

11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名师直播课堂 远程教育

拥有中小学全学段、全年级的直录播课程，为师生
免费提供各类精品直播课程及专题录播课程资源。
直播课程资源：数学学科春季专题直播课；录播课
程资源：语数外为主，覆盖全学科专题录播精选课。

沈钰珂 1883711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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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千里眼场站热成像方案 疫情防控
1、非接触式，安全无感 2、快速高效，检测灵敏 3、
灵活布控，成本可控：4、全天检测，快速记录。

王祥涛 13607669997

12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云客服智能外呼解决方案 疫情监测

1、云客服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向多个号码同时外呼的
功能；2、通过语音识别等技术能力，在对话过程中
迅速了解居民目前是否接触过湖北/外省人员及家
中亲属是否有发热等症状，并且根据居民的回答变
换对话内容，取得的筛查结果准确；3、根据对话内
容，将得到的筛查结果在系统中以文字报表的形式
展示，规避手工记录产生的误差风险，便于筛查后
的疫情防控统计管理工作。

任昱光 13783637766

12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云视讯 视频会议
提供高清、软终端、语音会议、直播会议服务；支
持高清双流、云端部署、易安装、极简操作、软硬
终端互通。

黄晓晖 18860356600

12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工业疫情智能防控平台
大数据平
台

1、精准地帮助政府汇聚防疫信息、开展疫情监测预
警；2、高效地进行园区、企业疫情排查、预警、上
报；3、便捷地进行员工健康、居家、返程信息采集。

姚 飞 13613800819

124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铁塔高点防疫视频监控方案 防疫监控

用于疫情等应急管理、安防管理、治安管理、远程
自动巡查等。利用高点视频监控范围广、自动化程
度高的特点，并结合人工智能人员行为、车牌号码
等 AI 分析，自动识别人员密集，特别是农村人员聚
集等多类高风险行为，第一时间发出警告，进行人
员疏离和相应处理。

于 静 17839972999

125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无接触测温监控方案 防疫监控

通过在控制区出入口对出入人员进行快速体温检
测，对疑似疫情发烧人员进行快速识别和处理。主
要通过热成像摄像机对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强度进行
转换，测算出人体体温，实现非接触式快速体温检
测。

于 静 17839972999

126 河南省国标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二维码技术疫情防控管理系统 社区防控

针对一般医疗场所、公共场所、商业、居住场所进
行人员流动管理、健康登记、信息核查，记录人员
历史活动轨迹，标注人员当前状态，人员病例历史
记录在案，通过数据提取、加工、分析、展示提供
全面的预警、处理和决策服务。

孔静雅 1314676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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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郑州日彤电子有限公司 教育局疫情大数据决策系统 疫情监测
教育行业专用疫情大数据应用软件，对教育局管辖
的所有校区进行统筹管理，在一张图内呈现所有疫
情相关的信息。

甘一彤 18903711101

128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基于疫情防护的制造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信息化平台

企业复工
平台在日常生产和疫情预防过程中实现管控分析、
预防整改考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创造安全高效的复
工生产环境。

周 乐 13301181810

129 河南济云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济源疫情防控平台 疫情监测

1.用户端：信息上报、电子通行证、信息发布。2.
管理端：疫情大数据展示、数据报表统计分析、特
殊人群管理。3.决策端：基于全市疫情防控全量数
据，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绘制动态数据仿真趋势图，
为外来人员管控追踪、密切接触者管理、环境卫生
专项整治、健康宣教等提供科学决策。

崔云峰 13903913210

130 济源国泰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泰社区人员管控平台 社区防控

“国泰社区人员管控平台”具备在特殊时期人员登
记、信息采集、出入登记管理，隔离人员管理等功
能，结合社区物业对小区外来人员进行排查，对社
区人员进行有效管控。

许 丰 13603893662

131 许昌市居民一卡通运营有限公司 许都通惠生活电商平台 电子商务

为农贸市场、超市、便利店、药店等商家提供同城
在线交易平台，居民就近在线选购生鲜瓜果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同城智慧推荐，附近商家、超市、药
店在线购买配送。

刘丹丹 19903990999

132 许昌市居民一卡通运营有限公司 许都通居民(电子)健康卡平台 医疗健康
用于居民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身份识别、基础健
康信息存储、跨地区跨机构就医、费用结算和金融
服务等应用。

刘丹丹 19903990999

133 许昌初心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AI 红外测温人脸识别监测云系统 疫情监测

地图定位显示监测点位置、人流量、异常温度人员
数量及温度；实时推送异常人员数量及温度信息；
存档、追溯监控点历史数据；对接防疫指挥平台实
时上传数据；人脸识别报警。

刘锋涛 18937487678

134 许昌华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体温检测人脸识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

可见光人脸精准识别，热成像体温监测动态显示，2
米距离内，100 毫秒以内完成目标测温，温度精准
定位到被测目标。大数据监控平台，发现大量高温
数据后及时告警。

王 睿 1373370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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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许昌泛网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疫区 5G 远程

无人清扫消杀解决方案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模式自由选择；厘米级精确行走；5G 接入
和远程控制；清扫/消杀能力强大；闹钟式任务设计；
智能后台管理；大数据分析；安全节能。

路兆铭 18901381605

136 安阳纬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医院云智慧数据采集与

分析生态系统
在线医疗

为医院提供信息化核心数据处理平台，提供系统集
成平台，整合信息资源，综合分析处理运营数据，
提供医生与患者实时动态医疗业务共享及进度互动
管理，促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
转型。

郑佩服 13803720002

137 三门峡崤云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疫情防控平台 疫情监测

通过村（社区）负责人填报、群众举报、社区出入
登记等方式，每天收集域外返回人员、武汉返回人
员、密切接触人员、未接触传染源但已发热人员等
重点人群动态信息，并进行大数据分析。

王海峰 13939898952

138 信阳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榕基疫情应急值班管理系统 在线办公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疫情应急信息管理
系统，利用信息化技术，采用上下级机关联动实现
疫情防控过程中紧急突发事件上报、处置、统计分
析，提升应对疫情防控过程中紧急突发事件的预警
决策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朱郭昌 15139782268

139 信阳市一诺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管理系统 防控决策

采用 SAAS 平台的多层级的应急保障物资管理系统，
可统筹管理应急保障物资的储备、仓储、调拨、物
流等环节；可远程部署、在线维护、“非接触式”
培训，数据汇总快捷高效。

袁利民 17837698966

140 河南云信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系统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决策辅助，疫情排查检测
社区特殊时期生活服务

朱志华 18503761314

141 神州数码通用软件（洛阳）有限公司 非接触式即时测温人脸识别系统 疫情防控

本系统为办公楼、生产车间、学校、社区、建筑工
地、商场、酒店、通道闸、机场、高铁站、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船舶港口、医院、博物馆、科技馆等
场所的出入口提供非接触式身份认证及发热病人即
时报警解决方案。

杨三行 13592035199

142 河南易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解决方案 疫情防控

无接触通行管控，5米自助测温，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指挥部、街道办、社区工作站、网格员、物业、
住户为同一产品体系，系统间无缝衔接；高危地区
高危人员布控预警。

孙维果 1760379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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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洛阳驻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监测统一管控 疫情防控
以社区为网格，对疫情监测，医疗救治，街道社区
防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统一管控。对医院/
社区街道等已设立的隔离点进行防区管理。

周红婴 18937917810

144 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SS 疫情监测与防控系统 疫情防控

具有数据采集、查询、统计、分析和系统管理等功
能模块。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可获得人员的来
源、空间位置、症状、购药和就医等信息，再将这
些信息进行组合，从多个维度对数据进行查询统计
和分析。

沙丽红 15137921025

145 洛阳魔方科技有限公司 校园晨午检一体机 疫情防控

功能包括人脸识别、无线测温、语音播报、症状上
报等。配套有学校专用的管理软件和主管部门使用
的晨午检管控平台，提高校园晨午检筛查效率时，
提升校园防控水平。

赵丽涛 13603795125

146 洛阳名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非接触人体体温筛检
预警系统解决方案

疫情防控
车站、医院、学校、企业单位、行政服务窗口、工
厂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对进出人员体温快速筛查，
报警。

宋建立 18537909239

147 洛阳华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平台 疫情防控

疫情风险管理、防控责任清单、疫情防控台账、疫
情隐患台账、疫情防控任务、企业二维码（人员出
入智能登记）、人员出入登记台账、疫情百科、新
冠肺炎实时数据报告、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相同行程
查询。

张亮飞 15037910008

148 洛阳鸿业迪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鸿业迪普疫情防御跟踪系统 疫情防控

包含数据采集、出行管理、数据汇交、大数据分析、
辅助决策、疫情预警、主动防御等应用模块和功能，
以地理信息（GIS）为基础，建立全域疫情一张图、
数据一张表，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实现疫情
自动分析和预警，密接人员自动筛查及主动防御，
可以大大减轻各级疫情防控机构的工作负担，有效
控制疫情蔓延。

杨 蜜 13613885903

149 洛阳市恒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服务云平台 疫情防控

通过云平台可实现非制冷型探测器人体温度异常检
测，能够联动声音报警和白光闪烁报警，支持日夜
两套参数独立配置。可实现身份证阅读及人脸识别，
本地支持 50000 人脸库，采用非接触式测温实现体
温快速检测，对检测异常体温及时输出语音报警。

赵 鹏 1551638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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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洛阳得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紫外线消毒管控系统 疫情防控

智能化紫外线消毒管控系统，包含紫外灯智能控制、
消毒现场多重⾃动感应 防护、紫外光消毒剂量精准
监测、智能消毒边缘服务器以及云端统一管控等部
分，实现 了对大范围空间环境消毒进行全方位位智
能化管理，为处理大范围突发式的公共疫情提供了
应对处置的手段。

潘楚雄 18521591218

151 洛阳创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简道云疫情服务直通车 疫情防控

健康信息上报、防疫远程办公、疫情防护记录、企
业员工防护记录、防控通知、物资领用、口罩预约
等，工厂、学校、社区、医院、小区、企业均可快
速上手使用。

焦宪磊 18737906517

152 河南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疫情数据采集、分析、统计
中枢平台。需要与医院 HIS 系统，空间地理 GIS 系
统等对接，对于不能立即对接的，提供后台数据填
报功能。疫情应急指挥系统：面向指挥中心的图形
化统计分析、展现系统，

李 娟 17703885737

153 河南品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热成像人体测温解决方案 疫情防控

热成像人体测温解决方案采用人体测温热成像仪做
体温筛查，通过对人体表面温度检测，快速找出温
度异常的个体，配合人脸识别系统与人员智能登记
系统，大幅提高各种场所出入口的检测速度与防控
力度，同时可做到精准防控，防止病毒扩散。

杨少峰 18736307172

154 河南品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品鉴局社区电商平台 电子商务

减少居民因生活物资采购，到超市等人员聚集区感
染病毒的风险，联合洛阳本地实体企业帮助他们网
络销售，降低损失，同时也解决农民兄弟们的优质
生鲜产品不能有效流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杨少峰 18736307172

155 河南省中原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非接触体温检测平台 疫情防控

1.非接触快速体温筛查；2.远距离、大面积、密集
人流 ；3.智能报警、快速统计 ；4.红外及可见光
叠加测温分析结果；该平台提供手持体温枪、安检
门、速通道闸等硬件及配套的综合实时人群体温监
控和管理平台。

史 凯 137338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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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河南省中原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疫情精准防疫系统（包括大屏分析

和数据分析）
疫情防控

包括大屏分析和数据分析两部分内容。通过两部分
功能建设，帮助政府实时了解全国、全省和全市的
疫情情况，外部人员漫入洛阳的方式、漫入数量、
漫入人员分布情况，动态了解洛阳市内部各区县的
管控力度、管控方式的合理性以及物资储备、医院
救治和民情民意的具体情况，并依据分析结果，形
成结论性的总结和管控建议。

潘若鸣 16603790166

157 河南省中原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疫情上报/应急响应平台 疫情防控

针对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不同群体提供基于微
信小程序、PC 的疫情应急服务产品，包括疫情上报
/应急响应平台、疫情小程序、非接触体温检测平台
及疫情智能服务。通过小程序、PC 相结合，提供疫
情便民服务、疫情排查追溯、病患跟踪、社区随访、
专家远程诊疗及态势感知功能。

史 凯 13733850111

158 河南易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社区疫情防控出入登记应用 疫情防控 人员信息采集；出入登记；健康打卡；4、预警提示 尹艳丽 18537981800

159 村振（镇平县）科技有限公司
村振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

（乡村生活物资供应链服务体系）
生活服务

平台主要功能包含家园社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
基层党建、农业综合、金融服务、民生便民等多个
栏目。

李进 18638993093

160 河南宏昌科技有限公司 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大数据决策系统 疫情监测

本系统软件，可以实现快速疫情数据收集，减轻老
师汇总负担；提供身份系统数据比对，快速识别遗
漏信息；提供数据服务疫情防控，分析辅助返校决
策。

张磊 15660191666

161 南阳市卓越软件有限公司 医药机构价格监测平台 防控决策
查询管理，产品溯源，库存查询，区域管理，预警
管理，区域管理，权限管理，短信提醒

王建岭 13938972333

162 南阳万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抗疫防控一体化产品 疫情防控
热成像红外测温，人脸自动识别，访客智能管控（及
内部考勤），出入人员安检，感应式自动消毒

宗海涛 13333682222

163 河南普济协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医疗健康数据安全共享平台的

“战疫”执行管理系统
医疗领域

互联互通平台；疫情数据共享；社区疫情人员执行
管理；疫情防控资源计划和调配管理。

王 璞 13673397575

164 河南利友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疫情信息核查系统 疫情防控
利用手机自带 NFC 直接读取身份证信息，后台对接
河南省公安厅专项数据库，保证数据安全。

田 壮 1326988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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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新乡市零壹科技有限公司
零壹 1号社区疫情
智慧防控解决方案

社区防控

APP 手机开门；人行通道、车行通道、物业云平台
防控；社区决议、防疫信息公开、线上缴费、通行
条审核；社区云巡更、APP 即时响应业主需求、建
立巡检台账便于业主线上查询、数据助力社区街道
全面防控。

嵇晓光 13525023888

166 濮阳市常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社区的网格化

生活物资预约采购配送平台
生活服务

线上商城，社区通知，信息报送，人员体温每日监
测。

胡育玮 18839313987

167 濮阳市绿探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精准出入扫码登记系统方案 社区防控
出入二维码，出行轨迹，应急处理，入住管理，后
台管理。

张 凡 13383933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