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凝众力·促复工”公益活动第二期简报

联盟各成员单位：

根据党中央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决策部署，在

国务院国资委科创局指导下，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以下

简称“联盟”）首期“凝众力·促复工”公益活动引发中央

企业和供应商的广泛参与。为持续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加速

企业产能恢复，帮扶企业经营运转工作，现向各成员单位推

荐第二期公益活动软件。

第二期入选产品包括中国电信-天翼云坐席、华润-智能

财务共享系统和华润云研发管理平台、360 企业安全软件产

品、华为云 Welink、贵州白山云 Web 安全加速产品等软件（供

应商排序不分先后）。

联盟成员单位可使用以上软件，非联盟会员单位成为会

员后可使用以上软件。同时，倡议广大软硬件厂商积极响应

此次公益活动。

联系人：刘洪梅 18526131667 韩翔宇 18812629199

邮箱：zyqylhc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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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翼云坐席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的专业化全资子公司，是中国电信提供综合信息服

务的主力军，专注于为政企、金融等行业客户提供涵盖云计

算、大数据、安全灾备服务、网络系统建设、系统运营维护

以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等在内的融合 ICT 服务。云坐席是集云

客服、智能外呼为一体多功能远程坐席系统，服务于政府热

线、医疗机构信息排查、企业呼叫中心等在内的分散坐席呼

入呼出型场景，支持跨省平台建设，提供包括云网、线路、

码号等资源在内的一站式服务。主要功能点：分散式远程坐

席、话务接续、呼出按需显号、坐席管理、话务录音等。

软件基于中国电信智能通信云平台，提供远程家庭坐

席、疫情热线溢出服务、疫情洞察回访解决方案。其中家庭

坐席帮助企业远程管理坐席，坐席人员足不出户即可通过多

种终端实现话务接听，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经济损失；疫情热

线服务针对政府医院等机构的话务激增、话务溢出以及话务

量无规律浪涌等问题，整合电信坐席资源、云资源、大网能

力全方位拯救溢出话务，提高疫情相关机构的热线接通率，

保障民众在疫情期间的有效发声渠道；疫情洞察回访系统针

对各省返乡人员提供一站式回访关怀系统，实时了解民情，

将病毒扼杀在萌芽中。支持移动端接入（手机 APP/小程序）、



PC 端接入、VPN 接入和云桌面 4种接入方式。经电商联盟倡

议，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优惠向电商联盟成

员单位提供天翼云坐席服务，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国家

宣布疫情结束止。

电商联盟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优惠

使用授权：

1.优惠使用授权领取方式

方式一：直接与央企客户经理联系

联系人：蔡云朋

联系电话：18901169366

邮箱：caiyp@chinatelecom.cn 获取授权；

方式二：在线申请。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上联系方式与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

联系。



附件 2

智能财务共享系统和华润云研发管理平台

介绍及授权方式

深圳润联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联科技）是华润

集团全资子公司，隶属华润集团智能与信息化部。公司依托

华润集团多元化产业优势和丰富的业务场景，经过 11 年沉

淀，研发、提炼、打造出具有行业赋能价值的 IT 产品和一

揽子解决方案，并致力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华润产业及

社会各行业提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源动力和发展

引擎。目前公司业务覆盖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智

慧城市、业务信息化运维及咨询与实施服务，以及其他创新

孵化产品服务。润联科技总部位于香港、深圳，并在深汕合

作区、西安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1.软件名称：润联科技财务共享系统

润联科技财务共享系统主要面向大型集团企业，多元化

企业，能源、地产、医药、大消费等多个行业领域。包括财

务报账、共享运营、财务核算、预算管理、资金结算、税务

管理等几大服务模块，业务范围涵盖费用报销、采购到付款、

销售到收款、投资到资产、总账到报表等各大业务循环，通

过与前端 ERP/SRM 等业务系统、后端核算、资金等财务系统

集成，充分实现业务线上化及自动化。同时，在传统共享产

品功能基础上，引入 OCR、RPA 等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业务



自动化与智能化。电商联盟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通过以下

方式获得软件使用授权：

在线申请：系统需要远程部署

联系方式:陈绍峰，18616765858

邮 箱：chenshaofeng15@crc.com.hk

2.软件名称：华润云研发管理平台

华润云研发管理平台，又名润联行云，集合精益项目管

理、敏捷研发、分层测试、测试交付等先进理念的一站式研

发服务平台。面向中小型研发团队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研

发管理协作服务，包括文档管理、需求规划、迭代跟踪、代

码管理、编译构建、测试管理、部署发布全流程支持，以及

端到端的协同服务和研发工具支撑，助力传统和互联网企业

的研发过程更高效智能。电商联盟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通

过以下方式下载软件、获得软件免费使用授权：

（1）下载网址：https://crresolink.com.cn/

（2）软件免费使用授权领取方式。

联系人：陈绍峰，18616765858

邮 箱：chenshaofeng15@crc.com.hk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润联科技联系人联系。

联 系 人：娄亚楠

联系电话：18948778909

邮 箱：louyanan@crc.com.hk



附件 3

企业安全软件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北京奇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60 公司”）

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安全产品及服务提供商，注册资

金 5亿元（人民币），是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包括

安全咨询、安全运维、安全培训等全方位安全服务的优质企

业。2019 年，360 开启政企安全 3.0 时代，目前，360 已经

成为国家网络安全保障的核心力量，在两会、十九大、九三

阅兵、“一带一路”峰会、G20、金砖会议、APEC、七十周

年庆典等活动的重保工作，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相关工

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60 终端安全防护产品通过了国家计

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实验室网

络版防病毒产品检测，有公安部网络版防病毒产品（一级品）

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海关总署，广东省公安厅，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电网总部数据中心，中国电建，

中国医药集团，中国通号集团等客户有丰富的行业应用案

例。经电商联盟倡议，北京奇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免费向电

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 360 企业安全软件免费下载和使用，使

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国家宣布疫情结束止。

1.软件名称：360 终端安全防护



简介：360 终端安全防护系统是在 360 安全卫士基础上

发展的专门针对企业用户的集中管理式的终端安全一体化

防护产品，可以大规模满足政府、企业用户的终端安全防护

需要。

下载地址：https://yunpan.360.cn/

2.软件名称：360 远程‘云遁甲’（安全服务）

简介：依托磐云安全防护系统，为各政企单位提供软件

定义边界解决方案，可帮助各级政企单位隐藏核心网络资产

与设施，使网络资产与设施免受外来安全威胁。

下载地址：https://cloud.360.cn/

3.软件名称：360 云安全（APT 防护服务）

简介：针对疫情期间黑客利用对病毒恐惧传播木马病

毒，为政府机构、防疫救灾等部门及各大企事业单位的网站

稳定护航。

下载地址：https://cloud.360.cn/

4.软件名称：360WIN7 盾甲

简介：2020 年 1 月 14 日微软正式宣告 Windows7 系统停

止更新，360 公司依然提供所有 WIN7 系统版本的漏洞修复，

热补丁免疫修复，解决安全隐患问题。

下载地址：

企业版：https://yunpan.360.cn/

个人版：https://bbs.360.cn/

产品授权联系人：李向上 13552875207

吕游 13552238693



邮 箱：lixiangshang@360.cn；lvyou@360.cn

24 小时安全服务热线：010-58781360；010-52447992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与北

京奇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技术咨询请通过 360 杀毒软

件官网在线咨询、360 公众号人工客服、热线电话等方式与

奇虎 360 联系。



附件 4

华为云 Welink 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华为云 WeLink 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开发，注册资金

4030813.182 万人民币，是基于华为原生的公有云架构，融

合消息、邮件、会议、音视频通话、云盘、语音助手、小程

序等服务，打造的新一代智能办公云服务平台，高效连接政

企的团队、业务、知识、IoT，提升政企竞争力，助力企业

数字化转型。WeLink 支持 PC 客户端、移动客户端、系列化

硬件终端通过互联网便捷接入。现服务于哈药集团、东风、

德邦快递、锦江之星等大型企业，精英数智、亚洲渔港、未

来组、金卡等小型企业，并广泛参与公共事业，如广东人大

网、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中新天津生态城、深圳交警、

数字中国等。

华为 Welink 亮点功能有：

联接团队。支撑团队实施互通沟通，高效协作；通讯录、

即时通讯、会议、企业直播、保密通讯、云盘、邮箱、文档

处理等多种贴心功能满足团队协同需求

联接业务。一站式企业服务，支撑业务流程高效运转；

日程待办、考勤打卡、审批、公告、工作报告等多场景支撑

联接设备。联接各类智能终端，便捷体验，支撑业务落

地；智能写作大屏、一体化会议终端、智能摄像机、云打印

机、智能考勤机均可支持



联接知识。全球窗、知识有声、知识图谱、智能语音助

手、智能搜索与推荐等功能，帮助企业沉淀智力资产，促进

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

经电商联盟倡议，华为公司免费向电商联盟成员单位提

供 Welink 免费下载和使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 日，免费内容为 1000 方账号和 100 方不限时会议。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访问华为云 Welink 官网，下

载 Welink 客户端即可体验。

1.软件下载

软件名称：华为云 Welink

下载网址：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down

load.html

2.软件免费使用授权领取方式

申请账号后即可免费使用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华为公司 Welink 产品联系人联系。

联系人：邸正宏

联系电话：18519670011

邮 箱：dizhenghong@huawei.com



附件 5

Web安全加速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上海云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贵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2250 万元（人民币），即

将上市科创板，2019 年收入 14.5 亿元（人民币）。产品获

得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兼容性资质证书、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三级等保备案证明、

ISO/IEC27001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在 G20 峰会安保、中国国

际口进博览会、中船重工物贸、中广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国务院办公厅福建省公安厅、重庆网信办、银联商务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司专注于为政企、互联网、金融、医

疗、教育等行业客户提供新一代安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创业

企业。以纵深安全加速，护航数字业务的产品服务理念，替

身和隐身的攻防思想，运用大数据、AI、零信任技术架构和

健壮的全球网络资源，一站式解决数字业务的应用漏洞、黑

客渗透、爬虫 Bot、DDoS 等安全威胁，满足合规要求，提高

用户体验。Web 安全加速产品（云抗 DDos、云 WAF、WAFsdk）

是上海云盾针对 Web/API 等在线业务提供的一站式安全加速

服务。以替身的攻防思想，基于大数据、AI 技术和健壮的全

球网络资源，一站式解决在线业务的应用漏洞、黑客渗透、

爬虫 Bot、DDoS 等安全威胁，满足合规要求，提高用户体验。

产品支持 IPv4/IPv6 双栈自适应。



经电商联盟倡议，上海云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免费向电

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 Web 安全加速产品的免费下载和使用，

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疫情结束。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先注册后登录 YUNDUN 账户，

即可进入 Web 安全加速产品平台，为在线业务提供一站式安

全加速服务。电商联盟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通过以下方式

登录软件、获得软件免费使用授权：

1.软件下载

软件名称：YUNDUN（云抗 DDos、云 WAF、WAFsdk)

下载网址：https://www.yundun.com/login

2.软件免费使用授权领取方式

在线申请：微信号 13682400103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上海云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系人联系。

联系人：陈世林

联系电话：13682400103

邮 箱：47860073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