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凝众力·促复工”公益活动第四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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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发起

（以下简称“联盟”）“凝众力·促复工”公益活动以来，

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高度关注活动进展，积极参与公益活

动，软件厂商持续发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持续助力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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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公益活动。

第四期入选产品是：红外测温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第三

方组件漏洞检测服务、云签产品、防疫复工综合服务平台、

福昕 PDF 产品（供应商排序不分先后）。

联盟成员单位可使用以上产品，非联盟会员单位成为会

员后可使用以上产品。同时，倡议广大软硬件厂商积极响应

公益活动。

联系人：刘洪梅 18526131667 韩翔宇 18812629199

邮 箱：zyqylhcg@126.com



附件：

1.红外测温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介绍及授权方式

2.第三方组件漏洞检测服务介绍及授权方式

3.云签产品介绍及使用方式

4.防疫复工综合服务平台介绍及授权方式

5.福昕 PDF 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2020 年 4 月 3 日



附件 1

红外测温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为国有大型施工企业，

是集大型火电厂安装、智能建筑安装施工、新能源总包、弱

电设计实施服务、电厂电站计算机控制调试于一体基础设施

的建设单位。公司所属信息技术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主要从事大型数据中心设计与建设、服务及相关业务，包括

系统集成、展览展示、综合布线、网络工程、安防监控、运

行维护、信息安全、视频会议、软件开发、三维设计和产品

研发，承担过大型数据中心设计建设，数据平台规划建设，

应用软件开发、三维设计和信息系统集成的总包工作。

红外测温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由中国电建集团下属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研制开发，该

产品向电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红外测温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的优质服务。智慧门禁是人脸技术商业领域的大众级产品，

技术成熟，应用广泛，除刷脸开门外，还可具备考勤打卡、

权限管理、识别记录查询等功能，适用于公司、园区、工地

等诸多场景。同时完美发挥 AI 算法性能，快速完成活体检

测与人脸比对，实现毫秒级结果反馈，准确率高，让识别者

无感快速通过。根据当前疫情要求，软件增加了红外测温模



块，并进行了集成，可以对测温范围内的人员进行精准测温

并记录。

利用先进的红外测温模块可以对 0.5—2 米范围内的人

员进行测温显示及语音提示并在后台数据库记录。利用人脸

识别技术精确辨识出入口人员身份，并进行精确测温。联网

版闸机控制系统可有效实现单点登记，然后再根据权限将用

户分发到指定门点，有效简化工作。各楼层闸机控制点可分

权限通行，指定人员只能进入到指定楼层，还可以设定为考

勤打卡，将管理做到更精确。软件管理平台具备多管理端模

式，可以分权限、分级别进行管理，操作记录一一记录，方

便后查。

电商联盟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红外

测温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优惠使用授权。

1.软件免费使用授权领取方式

方 式 一：直接与央企客户经理联系

联 系 人：申立辉

联系电话：18031166803

邮 箱：18031166803@189.cn 获取授权

方式二：

直接与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信息技术公司

联系人联系。



附件 2

第三方组件漏洞检测服务

介绍及授权方式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其自研的安全管理及漏洞免疫平台（ESRC），是实现

业务系统第三方组件漏洞隐患自动检测和分析预警的专业

平台，已在国网电商公司内部业务系统完成部署和全面验

证。为提高各央企单位业务系统安全防御能力，减少第三方

组件漏洞风险隐患，现向央企电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第三方

组件漏洞免费检测服务，各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直接与央

企联盟安全检测服务专责联系：

联系人：杨文斌

联系电话：13512016331

邮箱：yangwenbin@sgec.sgcc.com.cn

免费期间：截至国家宣布疫情结束

mailto:yangwenbin@sgec.sgcc.com.cn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依据客户需求提供第三方组

件漏洞检测和漏洞处置方案，辅助快速修复业务系统的第三

方组件漏洞，与客户一同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



附件 3

云签产品介绍及使用方式

中企云链（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中企

云链”）是由中国中车联合众多央企、国企、民企，以及工

商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成立的

一家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云签，可信的电子合同签署、

存证服务平台。针对传统合作多方签约过程中遇到的合同签

署费纸费钱、合同传递耗时耗力、合同存档难管难查、合同

签章易假易代等问题，中企云链依托在供应链金融产业探索

实践及金融科技技术综合运用，基于区块链技术全线上化设

计云签服务平台，真实、可信、合法、便捷的解决传统合作

签约过程中存在的难题。

云签平台通过国家等保三级认证，达到金融级安全标

准，合同有效性得到工行、农行、邮储银行等近百家银行认

可并作为企业融资依据。云签平台在线验证签名真伪，保证

签名内容全文未被篡改，合同数据经区块链技术加密存证。

采用权威电子身份认证机构 CFCA 签发的数字证书，符合中

国电子签名法的要求，确保在线合同签署、存证合法有效。

云签平台电子合同数据采用区块链技术加密存证，防止

篡改、不可抵赖。提供企业级的电子合同区块链数据存证服

务，数据需要通过加密、验证和授权才能够被引用和调取，



尤其对于企业商业敏感数据，保证电子合同数据的隐私安

全。在“新冠”疫情期间面向企业开放，免费提供在线电子

合同签约、存证服务，由云链共享服务中心提供远程技术支

持，使客户使用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为用户提供

免费企业级电子合同签署、存证服务提供有力保障。

电商联盟成员单位如有需求，可通过以下方式访问云签

服务并免费使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国家宣布疫情结

束。

访问地址：

https://www.yljr.com/zqyl-web/special/yqLogin.x

html?form=yq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中企云链（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联系

人联系。

联 系 人：闫小龙

联系电话：18611113237

邮 箱：yanxiaolong@yljr.com

https://www.yljr.com/zqyl-web/special/yqLogin.xhtml?form=yq
https://www.yljr.com/zqyl-web/special/yqLogin.xhtml?form=yq


附件 4

防疫复工综合服务平台

介绍及授权方式

京东城市（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

城市（北京）”）京东城市（北京）是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专业化全资子公司，立足于核心行业领域的深厚积淀

和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为政府、企业及生态伙伴提供面向城

市的平台产品、AI 算法能力，以及智能解决方案的专家团队

定制化服务；助力城市从规划、运维、到预测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疫情智能管控平台已在亦庄及宿迁部署完成并使

用，为出入人员提供个人健康报备服务。其中为亦庄 56 个

小区，提供个人健康报备服务，累计填报 59636 人，76 个工

业园区、5004 家企业填报为 60788 人，为 43 家酒店 6044 人

提供了个人健康报备服务。

京东城市（北京）免费向电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防疫复

工综合服务平台的使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 2020 年 6

月底。

1.软件名称：防疫布控小程序

简介：用户可以通过防疫布控小程序实现登记人员实现

登记人员“一次登记、一码在手、出行无忧”；通过疫情防

控指挥平台，分析从汇集布控小程序产生的人流轨迹数据，



帮助政府实现疫情期间的精准防控；通过物资调配平台匹配

物资供需、实现对物资的合理调配决策；通过企业综合帮扶

平台，辅助政府制定企业精准复工帮扶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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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地址：

https://isuqian.jd.com/app/epidemic-declaration

/#/home

产品授权联系人：张 凯

联系电话：13381026137

邮 箱：zhangkai7@jd.com

服务热线：010-86592184；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京东城市（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联系。

联系人：薛 磊

联系电话：010-86592184

邮 箱：xuelei19@jd.com



附件 5

福昕 PDF 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昕软件

公 司 ” ） 福 建 福 昕 软 件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FoxitSoftwareIncorporated）是一家国际化运营的 PDF

电子文档解决方案提供厂商，是国际 PDF标准组织核心成员、

中国版式文档 OFD 标准制定成员。福昕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

PDF 核心技术，提供文档的生成、转换、显示、编辑、搜索、

打印、存储、签章、表单、保护、安全分发管理等涵盖文档

生命周期的产品技术与解决方案。

福昕的核心技术具有跨平台、高效率、安全等优势，产

品与服务覆盖桌面、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被广泛应用于各

行业的个人、企业、机构的文档应用服务领域。特别是一大

批全球知名企业如微软、亚马逊、英特尔、IBM、三星、索

尼、HTC、印象笔记、IKB 银行、纳斯达克、摩根大通、腾讯、

百度、当当、360 等都在使用福昕的授权技术或通用产品，

推动了行业解决方案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截至现在，福昕 PDF 主要应用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为响应

央企电商联盟倡议，福昕软件公司免费向电商联盟成员单位



提供福昕高级 PDF 编辑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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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昕 PDF 电子文档处理套装软件（简称：

福昕高级 PDF 编辑器）

简 介：业界领先的 PDF 处理工具，拥有显示、编辑、

格式转换、OCR、注释、表单、页面管理、手写签名、电子

签名、保护等 PDF 全生命周期的处理能力。

下载地址：

https://www.foxitsoftware.cn/pdf-editor/

2.软件名称：福昕高级 PDF 编辑器网页版

简 介：PDF 与其他格式相互转换、修改 PDF 文件、页面

管理、PDF 注释的增删改等

下载地址：

https://online.foxitsoftware.cn/phantompdf

产品授权联系人：郭文珍 18518687591

刘文化 13581647535

邮 箱：wenzhen_guo@foxitsoftware.cn

服务热线：010-50961771；010-50951668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与福

昕软件公司联系，技术咨询请通过福昕软件官网在线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