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凝众力·促复工”公益活动第六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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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公益活动。

第六期入选产品是：中海航协同办公平台产品（免费）、

人大金仓数据库（免费）、联想商用系列 PC（优惠）、瑞星

ESM 365 软件产品（免费）、伊登云文档管理系统（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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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航协同办公平台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2.人大金仓数据库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3.联想商用系列 PC 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4.瑞星 ESM 365 软件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5.伊登云文档管理系统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2020 年 4 月 17 日



附件 1

中海航协同办公平台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海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海航信息）

隶属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重要成员单位中

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海航信息坚持自主创新，紧贴

客户需求，紧跟国际先进技术发展前沿，秉承“用科学技术

为党和政府分忧，帮企业发展护航，替百姓排忧解难”的企

业愿景，致力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将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应急技术和产品深度融合，

围绕“智慧城市”和“应急管理”两大核心业务板块，为客

户提供自主创新的技术、品质卓越的产品以及先进的解决方

案。

经电商联盟倡议，中海航信息决定免费向电商联盟成员

单位提供 100 套“中海航协同办公平台”，1 年免费下载和

使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 2021 年 4 月底。

借助“中海航协同办公平台”，企事业单位用户可以方

便快捷地进行办文办会、审批流转、督察督办、个人办公、

文件签批、信息发布、文件管理等工作。以实现公文档案一

体化管理、资源共享，打破了空间壁垒，减少了员工聚集性

风险，提高企事业单位用户办公效率，帮助企事业单位用户

在疫情期间，有效开展相关工作。



可联系相关人员获得软件免费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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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

（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系人联系。

联系人：潘璇

联系电话：17744504410

邮箱：2650878482@qq.com



附件 2

人大金仓数据库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大

金仓”）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ETC）的成员企业，

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数据管理软件与服务提供商。人

大金仓由中国人民大学一批最早在国内开展数据库教学、科

研、开发的专家于 1999 年发起创立，先后承担了国家“863”、

“核高基”等重大专项，研发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

通用数据库产品。

人大金仓在电子政务、党务、国防军工、金融、智慧城

市、企业信息化等方面拥有强大的数据产品及解决方案研发

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政务、国防军工、电力、金融等

超过 20 个重点行业，完成装机部署超过 50 万套，遍布全国

近 3000 个县市。

人大金仓软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20000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软件产品自主原创证明、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安部安全数据库 4 级认证、EAL4+、国

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产品、军 B+认证等。

为响应央企电商联盟倡议，人大金仓免费向电商联盟成

员单位提供数据库管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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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仓异构数据同步软件（Kingbase

FlySync）

简介：Kingbase FlySync 是能够在异构数据平台间实现

实时、增量数据同步的产品，主要面向异地容灾、数据集中

共享与分发、数据分析平台建设、云迁移等场景。采用了物

理日志解析技术，帮助用户解决不同数据平台的数据间任意

方向实时流转的问题，并保证此过程中数据不丢失，状态可

监控，流转数据量可统计、数据一致性可比对。

下载地址：https://www.kingbase.com.cn

产品授权联系人：陈 浩

联系电话：13311025128

邮 箱：hchen@kingbase.com.cn

服务热线：4006011188

技术咨询网站：https://www.kingbase.com.cn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与人

大金仓联系或拨打 4006011188 咨询。



附件 3

联想商用系列 PC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北京联想协同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联想集团，主营业务

为基于云计算的企业网盘产品。作为中国企业网盘领域的先

行者，公司自 2006 年开始产品技术研发，至今稳定运营 10

余年。凭借全球领先的研发创新能力、满足客户核心需求的

产品、专业完善的服务体系，深受用户好评，取得等保三级

认证证书、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中国软件测评

中心测评合格。

截至目前，联想协同已为 50 多个行业的 400 余万企业

用户提供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在

政府、教育、金融、能源、制造、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行

业树立了产品口碑和标杆影响力。

北京联想协同科技有限公司优惠向电商联盟成员单位

提供联想 ThinkPad 商用系列笔记本和 ThinkCentre 商用系

列台式机使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国家宣布疫情结束

止。

1.硬件名称：联想 ThinkPad 商用系列笔记本

简 介：联想商用 Thinkpad L、X、T、P 系列产品，

致力于协助不同用户解决办公和生产问题，拼接其坚固可



靠、安全高效的性能和极具创造性的科技亮点享誉业界二十

五年。

2.硬件名称：ThinkCentre 商用系列台式机

简 介：ThinkCentre 是 IBM 于 2003 年开始生产的台

式机产品线，2005 年将 Think 系列品牌、ThinkCentre 台式

机产品线连同其笔记本产品线 ThinkPad 出售予联想集团。

Think 系列致力于打造高端商务体验,为企业提供高效办公

的坚实基础。

台式机提供原三年上门服务优惠升级为五年上门服务,

可定制个性配置与独立开机 LOGO。笔记本提供原一年上门服

务优惠升级为三年上门服务，可个性化提供开机 LOGO 定制

并提供原厂直销价格。

服务电话：010-56300600

联 系 人：黄文翰

联系电话：17721959905；

邮 箱：huangwh7@lenovo.com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与北京联想取得联系：



附件 4

瑞星ESM 365 软件产品介绍及授权方式

北京瑞星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星公

司”）创立于 1991 年，一直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坚持自

主研发，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帮助政府、企业及个人

有效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主要应用于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天津银行等大中型企业。主要业务包

括企业及个人两大部分。瑞星企业级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

分四大类，包括终端安全解决方案、云安全解决方案、网关

安全解决方案、安全教育解决方案。

瑞星公司是具有认证资质的高新技术企业，承担了国内

虚拟化反病毒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并承接了我国虚拟化云存

储项目的网络安全建设工作，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此外，

依托十余年坚持不懈的产品技术创新和项目经验积累，瑞星

在国内网络安全市场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及口碑。

未来，受“互联网+”计划影响，国内传统企业都将大

幅向互联网模式转变，网络安全将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

重要因素。因此，瑞星根据多年的技术经验积累，以云计算

安全、大数据安全、移动安全、桌面安全、边界安全为基础，

为“互联网+”下的企业量身打造了一套“企业网络安全+”



整体解决方案，力争为所有企业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网络安

全保障。

瑞星旗下产品均为瑞星公司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作为一家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瑞星在国内设有监控中心、研发中心和病毒响应

中心等，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安全服务。

为响应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倡议，瑞星公司免费向电

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瑞星 ESM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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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星 ESM 365

简介：（瑞星 ESM 365 产品是专为互联网基于瑞星公司

成熟的反病毒核心技术倾力打造的 SaaS 模式安全类产品，

具有成本低、部署快、轻维护、性价比高等优势。瑞星 ESM 365

客户端产品具有防病毒、杀木马、网络防护、防黑客攻击、

低资源占用、极速安装和多系统平台支持等产品特点。管理

中心依托于瑞星 SaaS 安全云中心，用户通过浏览器即可无

障碍、无条件的随时访问，无须再行部署相关管理中心即可

垂直管理相关终端。）

下载地址：https://365.rising.cn/register

产品授权联系人：监 坚 13911621556

邮 箱：jianjian@rising.com.cn

服务热线：010-82678866；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与瑞

星公司联系，技术咨询请通过 www.rising.com.cn 官网在线

咨询.



附件 5

伊登云文档管理系统介绍及授权方式

深圳市伊登软件有限公司（Edensoft，简称伊登软件）

创立于 2002 年，是中国华南区最大的软件代理商、增值服

务商和云服务提供商，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自有产品。

伊登软件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企业 IT信息化解决方案，

包括文件管理解决方案“伊登云存储”、邮件及大附件解决

方案、统一信息沟通、负载均衡解决方案、网络安全解决方

案等。同时，伊登软件融合全球领先的云技术，助力大中型

企业搭建构架安全、高效的私有云。伊登软件旨在为企业构

建更高效、易用的信息化系统，降低 IT 部署及运维成本，

助力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近年来，伊登软件也积极推送优

秀国产品牌软件给广大客户，如金山 WPS 等。伊登公司目前

也是华为云、腾讯云的合作伙伴。

为响应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凝众力·促复工”公益

活动，伊登软件向广大联盟成员单位提供优惠使用软件产

品，供联盟成员参考选择。

软件名称：伊登文档管理系统

软件介绍：伊登文档管理系统是基于企业办公而生，主

要针对现有档案文件存放于员工个人电脑，不易管理，且容

易丢失的问题而开发，可以实现对档案文件进行集中存储，



且能实现分级权限管控。采用伊登文档管控系统，将档案资

料集中存储到文档服务器，实现分级权限管理，从而保障文

档安全可控，行为日志有迹可查，也可对服务器系统文件进

行加密设置，防止文件非法外泄，切实保障客户的数据软硬

件及信息安全。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与专

责产品授权联系人联系。

联 系 人：蓝雨露 13927466229

邮 箱：lanyl@edensoft.com.cn

服务热线：0755-88262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