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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文件

通企〔2020〕51 号

关于公布信息通信行业支撑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典型案例和解决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各分支机构；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关于征集 ICT 新技术在疫情

防控与复工复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典型案例与解决方案的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 ICT 新技术在辅助疫情研判、创新诊

疗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助力网络安全、行业复工复产等方

面的支撑作用。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启动了面向信息通信行业

企业征集 ICT新技术在新冠肺炎防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典型

案例和解决方案的工作。经各单位申报、推荐、审核、网上

公示等环节，现将“黄冈市远程医疗平台建设”等 84 个信

息通信行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和解决方案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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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助推后疫情时代产业链条、实体经济生产恢复与高质

量发展。

附件：信息通信行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和解

决方案名单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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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息通信行业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典型案例和解决方案名单

序号 案例/解决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1 黄冈市远程医疗平台建设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2
知行云课堂——智慧教育直播+学习互动社区

解决方案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

公司
3 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解决方案

4
湖北联通 5G+热成像人体测温信息化平台解决

方案

5 湖北省复工防疫双控系统 湖北公众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6 “福门”防控管理平台解决方案 湖北省信产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7
健康灵通行（微信小程序）、区块链+疫情防控

大数据平台
湖北邮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8 高栏港网格疫情防控排查系统 武汉烽火信息集成技术有限公司

9 视频大数据 AI 解决方案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 基于私有云的数字化供应链助力复工复产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智慧基层社会治理综合解决方案 武汉虹信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2 人员健康检测门 中物智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13 5G 云端抗疫机器人

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移雄安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4 江苏省南通市疫情防控测温巡检服务项目

15
湖北来凤智慧城市视频监控和大数据运营中

心软硬件设备 ICT 项目

16
利用直播卫星为偏远山区推送疫情信息及教

育课程
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Carrier online 网络频谱监测系统

18 5G 智能监护系统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9 普天疫情防控平台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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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例/解决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20 诺基亚双光谱智能体温检测系统方案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21 “蓝雁卫士”TDD 大数据预警平台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22
中邮建基于物联网架构大数据云管控疫情溯

源和监测防控解决方案

23 5G 智慧医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 华为云复工复产大管控平台

25
IPRAN 专线解决方案助力火神山医院快速打通

医保中心、医疗云等访问通道

26
北京联通SmartLink智慧专线助力疫情大数据

分析平台

27 爱立信助力火神山及雷神山医院建设基站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28
数字覆盖分布系统（PDAS）助力武汉方舱医院

抗击疫情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29 电话邦全方位号码信息服务 北京羽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30 指掌易健康助手

北京指掌易科技有限公司

31 指掌易移动办公安全解决方案

32 旷视明骥 AI 智能测温系统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33 测温筛查热像仪 北京星云环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4 大数据疫情防控人群监测解决方案 北京神州泰岳智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35 云课在线职业教育平台解决方案 北京环球兴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6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公共服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37 基于电信网大数据的疫情监测分析平台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38 敏捷化数字孪生平台在环保领域的应用 埃睿迪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39 5G 疫情防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40 5G 智慧医院

41 企业员工健康状况及活动区域信息管理系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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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例/解决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42 远程无接触测温，助力政府疫情防控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43 “云计算+CDN”助力宁夏“互联网+教育”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44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监控

系统

45
宁夏移动“5G 社管云”、“智慧疫控”、“宁夏 e

码通城”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46 宁夏移动热成像体温检测解决方案

47
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县域管

理平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夏回族

自治区分公司
48

宁夏新冠肺炎疫情监控暨信息直报平台系统

建设方案

49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平台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5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监控系统

51 区域经济主体大数据平台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2 AiLPHA 大数据智能用户分析（UEBA）解决方案

53 报平安 APP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4
疫情防控及处置大数据一站式疫情分析平台

解决方案
河北联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5 热成像测温系统方案

56 “爱燕赵”智慧城市之疫情防控辅助平台 河北文始征信服务有限公司

57 济阳街道疫情智能管控平台建设 智联信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8 YUNPI 返程疫情防控系统 陕西云基华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9 线上教育系统安全保障方案 西安四叶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0 “福门”疫情防控管理平台 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61 智能红外测温系统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62
以爱之名，冠以我心——分享通信新电商疫区

创业帮扶计划
分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63
智能监测检测系统：大唐融合工业互联网云平

台、设备远程运维平台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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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例/解决方案名称 申报单位

64 AI 人脸测温考勤系统

江苏亨通太赫兹技术有限公司

65 太赫兹人体安检测温一体化系统

66 公网宽带集群调度系统方案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

68 5G 智能红外测温考勤机解决方案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69 无人机 5G 远距离非接触室外流动防疫方案

70 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1 可信物联网解决方案
大唐高鸿信安（浙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72
网页加速支撑教育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建设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 支持跨网融合的超大型安全视频会议系统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74 奋战开发疫情监测指挥系统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75 云南健康码

76
金惠疫情防控人员管控系统（社区人员管控解

决方案）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77
疫情防控多功能巡检机器人全自动智能化解

决方案

78 竹间防疫情感机器人 竹间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79 交通疫情防控信息采集

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鲸智守卫”疫情防控产品

81 诚 E 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2 朗新云筑社区防疫通 云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83
运营商大数据赋能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综合

解决方案
福建新大陆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84 新冠疫情防控疑似与接触病例管理平台 江苏德福熙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注：名单排序不分先后。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2020年 6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