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凝众力·促复工”公益活动第八期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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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期公益活动。

第八期入选产品是：普华桌面操作系统（免费）、政采

企购平台（免费）、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操作系统（优

惠）、中科能睿 VR 远程可视化系统（免费）、南洋万邦

CloudWeaverTM 云管平台（优惠）等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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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桌面操作系统介绍及授权方式

2.政采企购平台介绍及授权方式

3.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操作系统介绍及授权方

式

4.中科能睿 VR 远程可视化系统介绍及授权方式

5.南洋万邦 CloudWeaverTM 云管平台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

2020 年 4 月 30 日



附件 1

中国电科普华桌面操作系统

介绍及授权方式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的专业化全资子公司，中国电科整合集团优势资源共同投

资设立的，注册资金 2.89 亿元人民币。作为中国电科发展基

础软件的重要平台，普华肩负提升基础软件产业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使命。在业界和集团公司的支持下，普华以“专注基

础软件、创新、整合、国际化”为理念，通过资源整合、技

术与业务模式创新，构建完整的基础软件产业链，提升中国

基础软件的核心竞争力,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品质、经济

实用的产品和服务。自公司成立以来，普华致力于操作系统

等基础软件领域的研究和开发，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软件工程

经验，拥有一支资深的基础软件研发和技术支持团队。在底

层核心技术，如操作系统等领域已具备核心竞争力，并逐步

形成基础软件战略布局。普华凭借广泛的客户资源和渠道优

势，在多个行业领域为国产基础软件的推广提速。

经电商联盟倡议，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免费向电

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普华桌面操作系统软件免费下载和使

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 2020 年 6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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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名称：普华桌面操作系统

软件简介：该产品是一款面向党政军、金融电信、能源、

教育等行业的一款通用桌面操作系统，适用于日常办公、上

网、学习、开发、娱乐及行业定制等场景，产品符合国家 Linux

相关标准以及 LSB4 系统标准，兼顾性能和使用体验，提供简

洁友好的图形化桌面环境、丰富的应用软件，具备创新研发

的系统工具、更便捷的系统整体更新、资源丰富的应用商店、

应用全面的办公环境、贴心的系统迁移和定制服务、兼容国

产 CPU 硬件架构等功能特性。

下载网址：http://www.i-soft.com.cn/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联系。

联系人：吴晓波

联系电话：15810213879

邮箱：xiaobo.wu@i-soft.com.cn

技术服务热线：400-650-9325、800-810-0268

mailto:xiaobo.wu@i-soft.com.cn


附件 2

政采企购平台介绍及授权方式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国网电商公司抢抓电网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发展机遇，全面建成九大电商平台，主要业务包括电

子商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三大领域，以互联网信息技术

为支撑，实现两大业务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同时依托国家

电网行业优势和丰富的业务场景，经过多年积累沉淀，倾力

研发、打造出政采企购平台。

为响应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倡议，以免费方式向电商

联盟成员单位提供平台使用 。联盟成员成员可通过以下方式

获得免费使用授权：

平台名称：政采企购平台

平台简介：政采企购是面向市场化用户定制化的电商采

购平台，为政企用户提供全流程线上化的采购管控解决方案。

依托国网商城电商化采购经验，将优质核心优势和供应链资

源转化为市场化产品与服务，为央企、国企、规模民企、政

府及军队等用户，提供一整套完备的规范透明、便捷高效、

质优价廉的智能化采购解决方案。政采企购现已上线办公类

等通用型物资以及专业化采购品类等 13 个一级品类商品，具

备固定资产类、耗材低值易耗品类等物资采购条件，可满足



各电商联盟成员单位采购需求，提供线上采购环境。账号开

设后即可采购，周期短，无任何费用。核心功能包括在线选

购、在线下单、自营管理、店铺管理、商品发布、品类品牌

管理、订单管理、在线对账结算、客户分类管理、采购限额

管理、电子合同、在线支付、SaaS 服务、接口对接等。

获取网址：https://gpep.esgcc.com.cn/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按以

下联系方式与国网电商科技有限公司政采企购平台联系。

联系人：孟剑桥

联系电话：18322092811

邮箱：924870478@qq.com



附件 3

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操作系统

介绍及授权方式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软件”），

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EC）控股的大型高科技

上市企业，是 CEC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板块的核心企业，承担

着“软件行业国家队”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软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0 年，是国内软件行业的

先行者之一。自成立以来，中国软件全程参与并见证了自主

软件产业的发展和壮大。2002 年 5 月 17 日，中软股份成功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2004 年通过整合实现了中国软

件的整体上市。经过多年努力，中国软件打造了完整地从操

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安全产品到应用系统的产品链条；

在全国税务、党政、交通、知识产权、金融、能源、医卫、

安监、信访、应急、工商、公用事业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积

累了上万家客户群体；同时，紧随 IT 行业发展趋势，着力推

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

时至今日，中国软件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 IT 服务提供

商，拥有三十余家控参股公司和境内外分支机构，与众多合

作伙伴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客户服务网络。



为响应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倡议，中国软件以优惠方

式向电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软件使用，使用期限自授权之日

起至国家宣布疫情结束止。

软件名称：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

简 介：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是由神州网信技

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基础，面向政府

机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为客户提供一个技术先进、安全

可控的计算平台。让客户充分利用 Windows 10 新特性、新技

术优势的同时，从容面对业务挑战及日益凸显的安全需求。

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实现了严格的数据外发控制，中

国本地化的更新、激活，加之配套的完善服务，是政府机构

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用户的可信之选。

产品授权联系人：王璐瑶 13811203806

邮 箱：wangly@csscrf.com

服务热线：010-51527599



附件 4

中科能睿 VR远程可视化系统

介绍及授权方式

广东中科能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能

睿”），是一家致力于 AR/VR 技术在电力能源行业垂直应用

的高新技术企业，旨在为电力能源企业提供 AR 远程协作、AR

智能安监、AR 应急指挥、AR 智能巡检、AR/VR 智能培训、VR

可视化管理等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帮助电力能源企业实现

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远程协同、安全高效的工作模式

创新升级。中科能睿曾成功为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广东电网公司、广西电

网公司、贵州电网公司等多家大型电力企业提供 AVR 应用整

体解决方案服务，完成了多个国家级示范工程项目，获得多

项国内领先成果，产品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为响应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倡议，中科能睿免费向电

商联盟成员单位提供 VR 安全应急培训系统软件免费使用，使

用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至国家宣布疫情结束止。

软件名称：VR 远程可视化系统

简 介：中科能睿 VR 远程可视化系统，创造性地引入

了 VR 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在线监测技术，将相关设备运行实

时数据融入高仿真系统，实现现场全景真实再现，达到现场



远程实时巡检、浏览的目的，实现了传统作业方式的突破，

同时打破了传统的培训方式，使培训效果更容易达到；该系

统同时具备大数据后台分析功能，及时发现设备异常缺陷，

实现了设备状态数据应用的突破。

下载地址：在线申请

网 址：http://nr-tech.net.cn/

产品授权联系人：张 宇

联系电话：15876537707

邮 箱：zy362950954@163.com

服务热线：13752455552

使用过程中如有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需求，请与中

科能睿联系，技术咨询请通过 http://nr-tech.net.cn/官网

在线咨询或与产品授权联系人联系。



附件 5

南洋万邦CloudWeaverTM 云管平台

介绍及授权方式

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上海国企上海仪电

（集团）有限公司的成员企业，母公司为云赛智联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上海市文明单位、信息系统集成二级资质，建筑智能化二级

施工资质，通过 ISO9001/20000/27001 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

CMMI3:DEV 软件能力成熟度认定。2015、2016 年连续两年荣

获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中国信息化首选服务商”，2014 年、

2017 年 、 2018 年 三 度 获 得 微 软 全 球

CountryPartneroftheyear，2017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安全方

案商，2018 年获评中国互联网大会云计算管理服务领军企业

奖。

为响应中央企业电子商务联盟“凝众力·促复工”公益

活动，向广大联盟成员单位提供 CloudWeaverTM 云管平台优

惠使用，供联盟成员参考选择。

平台名称：南洋万邦 CloudWeaverTM 云管平台

平台简介：平台整体架构分为管理系统与安全控制两个

板块。管理系统包含租户管理、合约管理、账号管理、网站

使用分析、运营报表五个方面；安全控制板块包括登录验证、



多因子验证、客户凭据加密、RBAC 访问控制、日志审计五个

功能，协助客户更加高效管理运营，提升服务质量和文件保

密。

联 系 人：朱晓潮

联系电话：13641645586

电子邮箱：zhuxc@nysoftland.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