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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本报告是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的调查与研究成果，本报告所有数据、观点、结论的版

权均属于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未经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的明确书面许可，任

何人或机构不得以全文或部分形式（包含纸制、电子等）复制或传播。不可断章取义或者增删、曲解本报

告内容。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对其独立研究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所有研究数据、研究技术方法、

研究模型、研究结论及衍生服务产品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任何人或机构不得侵害和擅自使用。

本报告及衍生产品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所有。

项目背景

中 国 医 院 协 会 信 息 管 理 专 业 委 员 会 (China Hosp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CHIMA)作为当前中国医疗信息技术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多年来在促进政府、医院和信息技术供

应商之间的沟通、推动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的有序发展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于 2006 年成立了

CHIMA CIO Club 交流平台并开展年度医院 CIO 调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进一步推动 HIT

厂商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我们又于 2007 年成立了 CHIMA Vendor Club 并进行年度信息技术供应

商状况调查，期盼通过这种方式使 HIT 厂商和医院对 HIT 产业和市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为厂商、医院乃

至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数据，以更好地为 HIT 厂商、医院及政府机构服务。限于水平和经验，我们的调查或

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诚望各方同道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

致谢

在此，我们对参加本次调查并提供相关资料的各家公司以及 CHIMA Vendor Club 的所有会员对本

次调查以及推动行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努力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您对本次调查的积极参与给予了我们莫

大的动力，我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来努力为医疗行业信息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希望在以后行业的发展壮

大中不断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参与报告调查撰写人员

衡反修、陈祁、朱丽艳、李晶晶、闫懿、王双时、关晓洁

联系我们

CHIMA 秘书处

电话：010-65815977

邮箱：sec@chi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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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申明

本次调查样本为 129 家，比去年明显增加，虽然与实际 HIT 供应商数目仍相差很远，但是

参与本调查的大多数供应商是中国 HIT 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活跃的群体，能够一定程度

上客观反映出中国 HIT 供应商的实际情况。参与调查的厂商都与 HIT 应用密切相关，包括硬件、

软件、网络、系统集成、安全、应用，咨询、服务等各门类。所调查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HIT 供应商参与到我们的调查中来。本次调查样本并未严格遵循分层随

机抽样原则抽取，调查原始数据主要来自 CHIMA Vendor Club 会员单位，因此样本分布存在

一定偏态。当读者试图使用本次调查结果描述和估计更大范围母体时，需特别谨慎。

1 参与调查的 HIT 供应商基本情况

本次参与调查的 129 家 HIT 供应商，其中 12 家外商独资企业，3 家中外合资企业，3 家

国有企业，97 家民营企业，14 家其他类型的企业。详见图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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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企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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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资金 500 万以下的供应商有 11 家，500 万 -1000 万的有 26 家，1000 万 -2000

万的有 33 家，2000 万 -5000 万的有 22 家，5000 万 -1 亿的有 17 家，1 亿 -2 亿的有 8 家，

2 亿以上有的 12 家。详见图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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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公司注册资本

企业在医疗信息化领域的年收入 500 万以下的 14 家，500 万 -1000 万的 28 家，1000

万 -2000 万的 13 家，2000 万 -5000 万的 20 家，5000 万 -1 亿的 26 家，1 亿 -2 亿的 6 家，

2 亿以上的 22 家。详见图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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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医疗信息化领域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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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大陆地区从业人员 50 人以下的 30 家，51-100 人的 29 家，101-200 人的 25 家，

201-500 人的 22 家，500-1000 人的 9 家，1000 人以上的 14 家。详见图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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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企业大陆地区HIT从业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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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企业大陆地区 HIT 从业人员规模

在医疗行业信息化中扮演硬件供应商的公司有 33 家，系统软件供应商的有 82 家，集成、

服务供应商的有 51 家，应用软件供应商的有 76 家，云服务供应商的有 42 家，数据分析服务

供应商的有 45 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有 39 家，其它公司 17 家。详见图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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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企业所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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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本次针对当前困扰应用软件供应商的主要障碍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应用信息技术最

应解决的问题是保障医疗安全，减少医疗差错排在第一位，平均排名为 1.95，其后依次是：提

高临床业务效率，支持医院流程再造，平均排名为 2.43；提高病人满意度，平均排名为 3.03；

降低医院运营成本，支持医院经营成本核算，平均排名为 3.19；满足循证医学需求，平均排名

为 3.35；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平均排名为 3.55；提升医院的竞争力，平均排名为 3.58；满足

医政部门及相关法规要求，平均排名为 3.62；支持医疗保险，平均排名为 3.70；保护病人隐私，

平均排名为 3.70；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平均排名为 3.85；满足政府数据报送要求，平均排名

为 4.15。详见表 2.1 图示 2.1。

表 2.1 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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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图 2.1 应用信息技术最应解决的问题

针对当前 HIT 应用软件市场上产品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调查显示，有 56 家公司表示产品

没有集成的标准，总体来看大而全却不够专业；51 家公司认为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客

户的个性化需要，而 32 家公司认为产品没有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计，易用性不佳；有 18 家

公司赞成产品的稳定性不够，运行风险很大；有 17 家公司认同主要问题集中在产品技术层次已

普遍过时，有 12 家回复是其它问题，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2.2。



2017-2018 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2018 年 7 月

报告正文

8

12.77%

18.09%

19.15%

34.04%

54.26%

59.57%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其它

    产品技术层次已普遍过时

    产品的稳定性不够，运行风险很大

    产品没有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计，易用
性不佳

    产品的灵活性不够，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
化需要

    产品没有集成的标准，总体来看大而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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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当前HIT应用软件市场产品主要问题

图 2.2 当前 HIT 应用软件市场产品主要问题

本次针对当前最困扰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市场进入门槛太低，

同质化公司间恶性竞争”是困扰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平均排名为 2.22。反映政府行政管理部

门对行业的监管和引导能力还不足，竞争环境恶劣。分列第二、第三位的是“买方市场尚不成熟，

不愿意提供与产品质量相符的合理价格”和“医院资金有限，信息化投入不足”，平均排名分

别是 2.58 和 2.61。表现为医院和政府主管部门对信息化的投入机制存在问题。分列第四、第五

位的是“医院领导不了解信息系统，看不到信息化的价值”和“市场需求不旺盛”，平均排名

分别是 2.66 和 3.00。详见图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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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发展障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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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公司发展障碍排序

3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类别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为直接销售的公司有 15 家，代理销售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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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 5 家，而两种方式都提供的公司有 109 家。详见图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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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方式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提供软件集成的公司有 47 家，集成或服务为硬件集成的有 18 家，综

合布线的有 10 家，网络维护服务的有 12 家，网络信息安全维护服务的有 12 家，信息系统管

理维护服务有的 31 家，数据安全维护服务的有 16 家，全信息化部门外包服务的有 14 家，HIT

管理咨询服务的有 17 家，其他的 10 家，另有 78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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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提供集成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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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厂商是否承建医院的网络工程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30 家不承建医院的网络工程，有

15 家公司自行承建医院的网络安全工程，有 6 家单位承建医院的网络工程建设，但外包给他方

公司建设，另有 78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3.3。

59%

12%

29%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是否承建医院网络工程

否

是，但外包

是，自己做

图 3.3 是否承建医院的网络工程

在厂商提供的产品调查中，数据显示：提供的产品为芯片及相关元器件的公司有 2 家，提

供 PC 或服务器设备的公司有 15 家，外部设备的 16 家，医疗设备的 18 家，网络交换设备的 7 家，

信息安全设备的 18 家，存储设备的 10 家，操作系统软件的 38 家，办公软件的 19 家，信息安

全软件的 22 家，数据库软件的 28 家，中间件平台或软件的 29 家，数据安全类软件的 18 家，

视频相关软硬件的 8 家，其它的 29 家，另有 36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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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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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提供的产品

图 3.4 提供的产品分类

4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主要提供的产品类别

在本次参与调查的 129 家 HIT 供应商中，提供的终端类设备中，有 46 家有固定终端，有

58 家提供移动终端，有 24 家提供外部设备，有 59 家提供服务器，有 37 家提供存储设备，有

15 家腕带、芯片，有 25 家提供可穿戴设备，有 19 家提供其它设备，有 22 家不提供终端类设备。

详见图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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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14.73%

17.05%

18.60%

19.38%

28.68%

35.66%

44.96%

45.74%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腕带、芯片

    其它

无

    外部设备

    可穿戴设备

    存储设备

    固定终端

    移动终端

    服务器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终端类设备情况

图 4.1 终端类设备情况

调查显示在网络及安全防护方面，43 家有网络通讯设备，29 家有反病毒设备，48 家有防

火墙设备，35 家有其他安全设备，45 家没有网络及安全防护。详见图示 4.2。

22.48%

27.13%

33.33%

34.88%

37.21%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反病毒设备

    其他安全设备

    网络通讯设备

无

    防火墙设备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网络及安全防护情况

图 4.2 网络及安全防护情况

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 129 家 HIT 供应商中，31 家是提供硬件系统集成商，25 家是提供

硬件维护服务商，23 家是提供网络维护服务商，62 家是提供应用系统集成商，56 家是提供数

据服务提供商，另有 32 家不能提供 IT 服务。详见图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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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

43.41%

48.06%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网络维护服务商

    硬件维护服务商

    硬件系统集成商

无

数据服务提供商

    应用系统集成商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IT服务情况

图 4.3 IT 服务情况

本次参与调查的 HIT 供应商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中，24 家提供机房工程，14 家提供不间

断电源，21 家提供综合布线，14 家提供建筑智能化，23 家提供服务器托管，29 家提供医院信

息系统托管，29 家提供服务器（云机房）托管，38 家提供其他基础设施，43 家无基础设施服务。

详见图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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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不间断电源

    建筑智能化

    综合布线

    服务器托管

    机房工程

    医院信息系统托管

服务器（云机房）托
管

其它

无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基础设施情况

图 4.4 基础设施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HIT 供应商提供的临床信息系统服务中，门急诊医生工作站系统的有 35 家，

病区医生工作站系统的有 35 家，住院护士工作站的有 41 家，电子病历系统的有 51 家，临床

路径系统的有 31 家，实验室信息系统的有 22 家，心电图信息系统的有 33 家，超声影像信息

系统的有 31 家，内窥镜影像系统的有 26 家，手术麻醉信息系统的有 22 家，重症监护信息系

统的有 19 家，放射科信息系统的有 27 家，病理科信息系统的有 27 家，PACS 系统的有 32 家，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有 35 家，医院传染 / 感染监控系统的有 13 家，体检中心管理系统的有 24

家，临床知识库系统的有 25 家，远程医疗系统的有 40 家，移动医生系统的有 36 家，互联网

云诊室系统的有 20 家，有 43 家不能提供临床信息系统服务。详见图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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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临床信息系统情况

图 4.5 临床信息系统情况

调查显示提供的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中，门急诊导医系统的有 33 家，门急诊挂号系统的有

36 家，门急诊划价收费系统的有 23 家，门诊分诊系统的有 37 家，门诊输液管理系统的有 2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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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采血管理系统的有 21 家，门诊账户管理系统的有 25 家，自助服务系统的有 28 家，住院

病人入、出、转管理系统的有 26 家，药库管理系统的有 27 家，静脉输液管理系统的有 18 家，

门急诊药房管理系统的有 21 家，住院药房管理系统的有 26 家，制剂管理系统的有 15 家，药

品会计系统的有 14 家，手术室信息系统的有 22 家，护理信息系统的有 35 家，病案管理系统

的有 35 家，医疗统计系统的有 29 家，人事工资管理系统的有 19 家，会计核算系统的有 16 家，

经济核算系统的有 17 家，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有 26 家，物资材料管理系统的有 20 家，医院

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有 24 家，医学文献管理系统的有 13 家，医疗管理与质量监控系统的有 28 家，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有 15 家，预约系统的有 28 家，有 45 家不能提供管理信息系统服务。详

见图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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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管理信息系统情况

图 4.6 管理信息系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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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调查的 HIT 供应商中，有 69 家能提供区域卫生信息系统服务，有 60 家不能提供区

域卫生信息系统服务。详见图示 4.7。

53%
47%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有无区域卫生信息系统

有

无

图 4.7 管理信息系统情况

5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主要使用的技术

通 过 了 认 证 为 ISO9001 的 71 家，CMM2 的 2 家，CMM3 的 6 家，CMM4 的 2 家，

CMM5 的 5 家，CMMI2 的 2 家，CMMI3 的 14 家，CMMI4 的 2 家，CMMI5 的 13 家， 其

他的 33 家，无的 10 家，另有 35 家未回答。详见图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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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通过的认证

图 5.1 公司通过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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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在医疗行业的服务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公司产品主要适宜的医院规模为三级医院的 89 家，二级医院的 80 家，一

级医院的 42 家，社区医院的 40 家，诊所、卫生所的 24 家，其他的 15 家，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

详见图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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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产品主要适宜的医院规模

图 6.1 公司产品主要适宜的医院规模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已经签约医院客户数量 10 家以下的公司有 5 家，10-50 家有 15 家，

51-100 家有 23 家，101-300 家有 21 家，301-500 家有 19 家，501-1000 家有 12 家，1000

家以上有 34 家。详见图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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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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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已经签约的医院客户数量

    10家以下

    10-50家
    51-100家
    101-300家
    301-500家
    501-1000家
    1000家以上

图 6.2 公司当前已签约医院客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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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经签约三甲医院客户数量 10 家以下的公司有 16 家，10-50 家有 17 家，51-100 家

有 17 家，101-300 家有 20 家，301-500 家有 9 家，501-1000 家有 12 家，1000 家以上有 3

家，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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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当前已经签约的三甲医院客户数量

图 6.3 公司当前已签约三甲医院客户数量

经调查发现，最近 1 年 HIT 软件产品年销售额 500 万以下的公司有 16 家，500 万 -1000

万有 8 家，1000 万 -2000 万有 24 家，2000 万 -5000 万有 14 家，5000 万 -1 亿有 15 家，1 亿 -2

亿有 5 家，2 亿以上有 12 家，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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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最近1年的HIT软件产品年销售额

图 6.4 公司最近 1 年 HIT 软件产品年销售额



2017-2018 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2018 年 7 月

报告正文

21

调查发现，医疗行业业务量占公司业务总量的比例为 10% 以下的公司有 9 家，10%-20%

有 7 家，20%-30% 有 4 家，30%-40% 有 3 家，40%-50% 有 1 家，50%-60% 有 4 家，

60%-70% 有 5 家，70%-80% 有 7 家，80%-90% 有 2 家，90% 以上有 51 家，另有 36 家企

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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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医疗行业业务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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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0%
    80%-90%
    90%以上

图 6.5 医疗行业业务量占比

7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宣传、实施、研发和维护情况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司在市场宣传中最经常选择的方式为展台演示，有 106 家，另有派

发资料的 62 家，主题演讲的 86 家，平面媒体广告的 33 家，发表专业论文的 26 家，与专业团

体组织合作专题研讨会的 69 家，网络传播的 60 家，新媒体（微信服务号，微信群）的 84 家，

其它途径的 17 家。详见图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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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市场宣传最经常选择的方式

图 7.1 市场宣传中最常选择的方式

经调查显示，项目实施平均人日数为 191.7 人日，最长的前三位为：7000、1485、

1200，最短的前三位为：0、1、2。

在供应商每年研发投入情况的调查中，分析显示：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企业销售额比例

5％以内的公司有 2 家，5 － 15％的有 12 家，15 － 30％的有 27 家，30 － 50％的有 29 家，

50% 以上的有 24 家，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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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占企业销售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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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占企业销售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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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得知提供有偿售后服务占产品销售价百分比 10％ / 年以下的公司有 17 家，10 －

15％ / 年的有 37 家，15 － 20％ / 年的有 17 家，20 － 30％ / 年的有 9 家，30%/ 年以上的有

7 家，未开展有偿售后服务的有 7 家，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7.4。

18%

39%
18%

10%

8%
7%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公司提供有偿售后服务占产品销售价百分比

   10％以下/年
   10－15％/年
   15－20％/年
   20－30％/年
   30%以上/年
   未开展有偿售后服务

图 7.4 提供有偿售后服务占产品销售价百分比

8 独立的医疗信息化咨询公司对行业的影响

针对独立的医疗信息化咨询公司对行业的影响的调查，问卷显示，目前接纳咨询的医院还

太少，说不上对市场有大的帮助的有 30 家，为对这类咨询公司的专业能力和公正性不抱乐观的

有 12 家，为挤占客户固定的信息化投资，从而对公司产品价格不利的有 7 家，为促进客户对信

息化的认识，对产品价格提升有帮助的有 72 家，为能促进甲乙双方在产品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互相理解的有 75 家，为通过和咨询公司建立紧密合作，将促进产品销售的有 51 家，不关心的

有 14 家。详见图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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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独立医疗信息化咨询公司对行业影响

图 8.1 独立医疗信息化咨询公司对行业影响

9 集成及服务供应商擅长的领域

调查显示，有 44 家公司在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评级领域（评级）有过信息化建设实践，有

52 家公司在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领域（评级）有过信息化建设实践，有 38 家公司在

HIMSS 测评领域（评级）有过信息化建设实践，有 23 家公司在 JCI 认证领域（评级）有过信

息化建设实践，有 52 家公司无相关方面建设实践。详见图示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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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擅长信息化建设实施领域（评级）

图 9.1 信息化建设实施领域（评级）

10 应用软件产品主要使用的数据库分析

在本次应用软件产品主要使用数据库的调查中，调查显示公司的产品采用的数据库是

MSSQL 的有 21 家，是 Oracle 的有 33 家，是 MySQL 的有 29 家，是 Cache 的有 8 家，是

Hadoop 的有 13 家，是 MongoDB 的有 11 家，采用其它数据库的有 15 家，有 22 家回复为

不知道，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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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数据库情况

图 10.1 数据库情况

11 目前实现集成所应用的 IT 技术

调查显示，公司目前实现应用集成采用的 IT 技术方式中，直接跨系统进行数据表读写操作

的有 25 家，使用中间数据表交换数据有 28 家，使用 DLL、Open API、Proxy 进行接口的有 27 家，

在用集成平台的消息交换方式的有33家，使用界面嵌入集成的有19家，使用其它技术的有18家，

回复为不知道的有 23 家，未采用集成技术的有 0 家，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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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IT技术实现应用集成情况

图 11.1 IT 技术实现应用集成情况

12 HIT 供应商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的看法

针对逐渐出现的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有 62 家供应商认为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愿意积

极进行技术上的应对，有 12 家认为这样的平台是必要的，但目前还不打算尝试与其连接试验，

有 9 家认为中国的情况是否需要那种集成平台并不确定，炒作宣传的成分更大些，有 36 家认

为集成平台能够很好的解决专业化分工的问题，有 15 家认为集成平台加重了应用系统商的研发

成本，有 9 家表示对这类平台不了解，有 6 家表示不关心，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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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第三方集成平台系统看法

图 12.1 IT 针对第三方集成平台看法

13 HIT 供应商针对逐渐出现的众多互联网医疗应用的看法

随着互联网 + 医疗健康政策的进一步确立，针对逐渐出现的众多互联网医疗应用方面看法，

有 102 家供应商认为是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愿意积极投入力量，进行技术上的应对，有 13

家认为这样的应用是必要的，但目前持观望态度，不打算率先尝试，有 11 家认为真正带来的影

响和能够解决的问题尚不清晰，炒作宣传的成分更大些，有 46 家认为能够很好地解决信息共享

问题，并在互联网端打通医护患沟通的通道，有 26 家认为需要大数据技术进行支撑，否则毫无

意义，有 13 家认为互联网医疗应用加重了供应商的研发成本，有 4 家认为对这类应用不看好，

有 3 家表示完全不关心，另有 2 家企业未回答。详见图示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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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对互联网医疗应用的看法

图 13.1 IT 对互联网医疗应用的看法

14 未来两年的发展与预测

对于在未来 2 年内国内大陆地区最活跃的市场区域的调查结果排序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的 98 家，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 77 家，南部沿

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的 71 家，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的 56 家，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 42 家，黄河中游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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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4 家，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 27 家，大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

新疆）的 22 家，未知的 4 家。详见图示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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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

    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未来两年中国大陆最活跃市场判断

图 14.1 未来两年中国大陆最活跃市场判断

针对医院在未来2年内将采用新的信息技术的排序依次为：大数据技术（Hadoop、Spark等）

的 74 家，人工智能 / 机器学习 / 深度学习技术的 74 家，云计算应用的 68 家，物联网技术的 66 家，

基于 4G、5G 的虚拟网络技术的 47 家，语音识别技术的 45 家，区块链技术 40 家，高速网络 ( 千兆

接入万兆网络 ) 的 39 家，人脸识别技术的 39 家，自然语音处理（NLP）语义识别技术的 37 家，

虚拟化平台 ( 虚拟服务器、虚拟桌面终端 ) 的 36 家，基于移动终端的二维码应用的 34 家，VR/

AR 虚拟现实技术的 29 家，物流机器人的 23 家，移动终端近场通讯技术（NFC）的 23 家，基

于消息交换的服务总线技术的 23 家，室内导航的 21 家，IPV6 的 11 家，其它的 11 家。详见

图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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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医院未来2年内采用新的信息技术

图 14.2 医院未来两年内采用新的信息技术

调查显示医院在未来 2 年内将采用新的信息技术应用场景为移动支付技术的 75 家，临床决

策辅助（自动预警与临床提示）的 72 家，互联网医疗应用技术的 67 家，临床与运营数据分析

(Clinical and BusinessIntelligent) 的 62 家，基于机器学习的影像诊断的 62 家，共享医疗 54

家，隐私安全与电子数据安全的 54 家，业务应用的互联网服务（云 HIS、云 EMR 等）的 53 家，

电子健康档案患者门户 (EHR、Patient Portal) 的 52 家，医保结算与商保结算的 47 家，基因

与精准医疗的 38 家，消费者与患者融入服务的 22 家，其他的 7 家，另有 2 家企业未回答。详

见图示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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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未来2年内新的信息技术应用场景

图 14.3 未来两年内新的信息技术应用场景

调查显示有 17 家认为海外 HIT 公司会在未来两年大举进入中国，有 28 家认为不会，有

49 家认为情况难以估计，另有 35 家企业未作答。详见图示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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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认为海外HIT公司是否会在未来两年大举进入中国

    是
    否
    难以估计

图 14.4 海外 HIT 公司是否会在未来两年大举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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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作答的 HIT 供应商中，认为在未来 2 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其中 16

家认为是 HIS，有 15 家认为是 RIS/PACS，有 8 家认为是 LIS, 有 12 家认为是 EMR，有 6 家认

为是 CIS，有 11 家认为是 HRP，有 50 家认为是信息集成平台，有 52 家认为是数据中心，有

62 家认为是互联网医疗应用，有 56 家认为是大数据疾病 / 慢病分析，有 32 家认为是医养结合，

有 49 家认为是区域卫生信息化，有 11 家认为是其他应用系统，有 35 家企业未回答。详见图

示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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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医院HIT供应商调查
未来2年中国HIT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

图 14.5 未来两年中国 HIT 市场发展最快的应用系统



2017-2018 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2018 年 7 月

报告正文

34

HIT 供应商索引

公司名称 页数 公司名称 页数

InterSystems China 36 青云 Qing Cloud 62

Odin Health 37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3

傲医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8 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64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 39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5

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上海今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6

北京惠每科技有限公司 41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42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8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43 上海营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69

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4 深圳安泰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71

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 46 深圳市巨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72

北京医链科技有限公司 47 沈阳市威灵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73

成都新普数码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48 生命奇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74

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9 天际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5

戴尔易安信 50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76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 51 武汉儒松科技有限公司 77

法国耐克森 52 武汉瑞康永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8

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53 武汉新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9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54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80

广州泓维软件有限公司 55 西安凯达科技有限公司 81

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 56 心医国际 82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57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83

和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8 医利捷（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4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85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重庆市中迪医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南京都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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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联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InterSystems China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 12 号双子座大厦东塔 1902

电话：+(86-)65669890

网址：www.intersystems.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2008 注册资金： 500 万美金 公司性质： 外商独资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自 1978 年起，InterSystems 为各种关键业务提供了软件信息化支持，帮助医疗机构高效运转，提升

人群健康水平。借助 InterSystems 的先进技术，Epic、GE Healthcare、Roche Diagnostics 等公

司开发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医疗应用。InterSystems Caché®、Ensemble®、HealthShare®和

TrakCare® 等产品帮助全球 80 多个国家的医疗机构和政府机关提升医疗效果和效率。

 全球 5 亿人的医疗记录有赖于 InterSystems 的技术

 InterSystems 的客户遍布全球 80 多个国家

 美国两大最受欢迎的电子病历系统均基于 InterSystems 的技术打造

主要产品

HealthShare
当您借助 HealthShare 来打破医疗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信息壁垒时，创新和转型便已经成为可能。

HealthShare 可以创建虚拟、纵向、区域范围的患者信息记录，以作为协同医疗应用的基础。

TrakCare

TrakCare 是全球最优秀的电子病历（EMR）系统，可以让所有用户都享受无缝的医护过程。它包含

全套的临床、行政和科室模块，这些模块共享同样的数据模式和用户界面，简单登录即可直接使用。

基于 InterSystems 长期服务全球各地医护人员而获取的广泛经验，TrakCare 充分吸取中国乃至全

球的实践经验，帮助医疗机构改善服务流程。

IRIS
InterSystems IRIS 数据平台构建在高性能的数据管理技术之上。 它提供对多种数据模型的无缝高速

SQL 访问，并能够对事务数 据进行实时分析。此外，InterSystems IRIS 还能够在横向和纵向进行大

规模扩展。

提供大规模 事务处理和分析功能。

主要客户
协和医院、华西医院、湘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武汉同济、和睦家医疗、美中宜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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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医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Orion Health Software Technology (上海)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

网址/邮箱：www.orionhealth.com

年收入： 2 亿以上（全球）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300（中国）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作为全球著名的医疗保健互操作性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Orion Health 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并在 27

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及办事处。Rhapsody 集成引擎，荟聚

Orion Health 公司 25 年的业界经验，帮助我们的客户快速

实现基于医院信息平台的优质互联互通解决方案，在国际市

场被公认为顶级产品，多年之前就已成为新西兰医疗信息化

市场广泛使用的唯一属于本土研发的 ESB 产品。在国际上取

得斐然成绩的同时，近年来在国内，累计亦有 230 多家医院

（大多为三甲医院，例如：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等）已在使用 Orion Health 公司的软

件，并助力十多家医院通过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四级甲等（或乙等）的评级。

主要产品
集成引擎、CDR+Portal

Odin Health

地 址 ： Level 5,135 Broadway, Newmarket 1023, Auckland, New

Zealand

电话：+(64）9 5200878

网址/邮箱：www.odinhealth.co.nz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60+

成立时间： 2014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集成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Odin Health 是一家高速成长的新西兰创

新高科技公司, 为中国提供世界领先的面向

未来的医疗软件。

产品包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间件——

Odin 引擎, 取得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

Odin 做引擎, 类似苹果做手机，苹果将听

音乐、照相、上网等与电话无关的功能做

到手提电话中, 大幅提升用户体验。我们也

将许多与集成引擎无关的功能整合至引擎

中。具体体现之一, 是将集成引擎、ESB、

ETL 三个功能做到一个引擎中，用户在一

个 BS (网页) 界面上, 方便地使用后台的三

个功能。Odin 引擎具备很多竞争对手没有,

国内市场需要的功能, 近半年重点开发用于

互联网+、区域、医联体方面的功能。

Odin 引擎已在国内 60 多家医院部署，7

天 24 小时非常稳定运行，用户体验极佳。

Odin 助力医院顺利通过国家电子病历等级

评审、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Odin 引擎是

卫宁健康、创业软件唯一指定使用的集成

引擎。

Odin 不断创新，充分利用最新技术，致力

打造最适合中国的引擎。

合作伙伴
● 卫宁健康

● 创业软件

● 麦迪斯顿

● 银江医联网

● 成都海信达

主要产品
ODIN Engine （引擎）

 Integration（集成）全院、区域数据集成。实现医疗

机构内部系统之间、医疗机构之间和区域的互联、互

通、互操作。

 Interface （接口）（ESB) 集成适配器及互联网 APP

平台：可用于应用软件、医疗设备数据交换接口的改

造和互联网 APP 与医院的集成。

 ETL 数据上报、抽取、迁移。

ODIN Management Console（中央管理平台）

远程中央实时监控管理下属分布式部署的 N 个引擎。

ODIN Distributed Data Service Platform（分布式数

据服务平台）（即将发布）

分布式集群部署，负载均衡，大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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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医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Orion Health Software Technology (上海)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

网址/邮箱：www.orionhealth.com

年收入： 2 亿以上（全球）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300（中国）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作为全球著名的医疗保健互操作性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Orion Health 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并在 27

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及办事处。Rhapsody 集成引擎，荟聚

Orion Health 公司 25 年的业界经验，帮助我们的客户快速

实现基于医院信息平台的优质互联互通解决方案，在国际市

场被公认为顶级产品，多年之前就已成为新西兰医疗信息化

市场广泛使用的唯一属于本土研发的 ESB 产品。在国际上取

得斐然成绩的同时，近年来在国内，累计亦有 230 多家医院

（大多为三甲医院，例如：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等）已在使用 Orion Health 公司的软

件，并助力十多家医院通过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四级甲等（或乙等）的评级。

主要产品
集成引擎、CDR+Portal

Odin Health

地 址 ： Level 5,135 Broadway, Newmarket 1023, Auckland, New

Zealand

电话：+(64）9 5200878

网址/邮箱：www.odinhealth.co.nz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60+

成立时间： 2014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集成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Odin Health 是一家高速成长的新西兰创

新高科技公司, 为中国提供世界领先的面向

未来的医疗软件。

产品包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间件——

Odin 引擎, 取得中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

Odin 做引擎, 类似苹果做手机，苹果将听

音乐、照相、上网等与电话无关的功能做

到手提电话中, 大幅提升用户体验。我们也

将许多与集成引擎无关的功能整合至引擎

中。具体体现之一, 是将集成引擎、ESB、

ETL 三个功能做到一个引擎中，用户在一

个 BS (网页) 界面上, 方便地使用后台的三

个功能。Odin 引擎具备很多竞争对手没有,

国内市场需要的功能, 近半年重点开发用于

互联网+、区域、医联体方面的功能。

Odin 引擎已在国内 60 多家医院部署，7

天 24 小时非常稳定运行，用户体验极佳。

Odin 助力医院顺利通过国家电子病历等级

评审、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Odin 引擎是

卫宁健康、创业软件唯一指定使用的集成

引擎。

Odin 不断创新，充分利用最新技术，致力

打造最适合中国的引擎。

合作伙伴
● 卫宁健康

● 创业软件

● 麦迪斯顿

● 银江医联网

● 成都海信达

主要产品
ODIN Engine （引擎）

 Integration（集成）全院、区域数据集成。实现医疗

机构内部系统之间、医疗机构之间和区域的互联、互

通、互操作。

 Interface （接口）（ESB) 集成适配器及互联网 APP

平台：可用于应用软件、医疗设备数据交换接口的改

造和互联网 APP 与医院的集成。

 ETL 数据上报、抽取、迁移。

ODIN Management Console（中央管理平台）

远程中央实时监控管理下属分布式部署的 N 个引擎。

ODIN Distributed Data Service Platform（分布式数

据服务平台）（即将发布）

分布式集群部署，负载均衡，大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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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Vesystem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35 号院新东源北楼 4 层

电话：+(86-) 010-60845985

网址/邮箱：www.vesystem.com/marketing@vesystem.com

年收入：4000 万 HIT 收入比例：20% 已签约客户数量：60

成立时间：2009 年 8 月 19 日 注册资金：4000 万 公司性质：上市企业 员工数：128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ISO/IEC 20000 ISO/IEC 27001 ISO9001:2008

公司简介
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9 年，为首家 NGD 下一代云桌面系统

厂家，拥有下一代云桌面、云存储、统一应

用管理平台、云计算管理平台、智能数据感

知分析平台等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品。和信创天先后与中国电信、戴尔、惠普、

神州数码、绿盟科技、中软、360 等知名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其产品和服务已广泛应用

于政企、军队、教育、医疗、金融、电力等

众多行业，并拥有国际一流的虚拟应用技术

研发团队及研究实验室。同时与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和信创天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

广州、福州、武汉、西安、南京、海南建立

起 10 多个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业务覆盖全

国 20 多个省，为海内外用户提供专业、便

捷的服务。

主要产品
和信下一代云桌面 VENGD

和信云存储 VECloud

和信统一应用管理平台 VEUAM

和信云计算管理平台 VEStack

和信智能数据感知分析平台 VEIDP

【主要客户】
宜春市人民医院

珠海市人民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广州番禺区石碁人民医院

韶关市粤北第二人民医院

赤壁市人民医院

厦门中山医院

腾讯科技

国网福建省电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厦门大学

华夏银行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
UP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20 号宝蓝世纪大厦 E 座 15 层

电话：+(86-)10-53511229

网址/邮箱：www.upmcn.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04.12.23 注册资金：3227.5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0 人内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主要客户】
北京航空总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牡丹江市妇女儿童医院、

通化市人民医院、本溪市中心医院、南京脑科

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包头市蒙医中医院、

安徽六安市人民医院、福建泉州儿童医院、广

东省人民医院、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广西脑科医院、冀中能源峰

峰煤矿总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

科医院、武汉新华医院、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

院、衡阳 169 医院、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

潭市妇幼保健院、济南第四人民医院、济南妇

幼保健院、山东齐鲁医院、太原市妇幼医院、

晋城晋煤集团职工医院、阳泉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辅仁医院、上海岳阳医院、上海中医院、

上海第一妇幼保健医院、泰州中医院、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四川省巴中市中心医院、四川省

都江堰市医疗中心、重庆市肿瘤医院、贵阳市

第五人民医院、贵阳市妇幼保健院、青海省海

西州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

疆昌吉州中医院、新疆第二师库尔勒医院、新

疆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新疆煤矿总医院、云南

省妇幼保健院、云南省安宁市人民医院、昆明

市第四人民医院、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九江

市第一人民医院、宜春市人民医院、赣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娄底市中医院、永州市第四人民

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血液中心等。

公司简介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和力记易，UPM）成

立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3227.5 万，是一家专注于容灾

备份领域，集容灾备份产品的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和双软企业；是灾备技术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

位；是工信部批准发布的行业标准《持续数据保护（CDP）

灾备技术要求》（YD/T 2705-2014）起草单位之一；中国

企业园区国际合作联盟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主席单位。和

力记易的容灾备份产品全部是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公司产品以“CDP 容灾备份产品”为核心，同时

兼顾传统数据备份产品，覆盖客户全部需求和平台。

主要产品
和力记易的全平台覆盖产品包括四大容灾备份产品系列：

“备特佳 CDP 容灾备份系统”、“数易云备”、“UPM 留备

一体机系统”和“备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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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Vesystem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35 号院新东源北楼 4 层

电话：+(86-) 010-60845985

网址/邮箱：www.vesystem.com/marketing@vesystem.com

年收入：4000 万 HIT 收入比例：20% 已签约客户数量：60

成立时间：2009 年 8 月 19 日 注册资金：4000 万 公司性质：上市企业 员工数：128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ISO/IEC 20000 ISO/IEC 27001 ISO9001:2008

公司简介
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9 年，为首家 NGD 下一代云桌面系统

厂家，拥有下一代云桌面、云存储、统一应

用管理平台、云计算管理平台、智能数据感

知分析平台等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品。和信创天先后与中国电信、戴尔、惠普、

神州数码、绿盟科技、中软、360 等知名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其产品和服务已广泛应用

于政企、军队、教育、医疗、金融、电力等

众多行业，并拥有国际一流的虚拟应用技术

研发团队及研究实验室。同时与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和信创天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

广州、福州、武汉、西安、南京、海南建立

起 10 多个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业务覆盖全

国 20 多个省，为海内外用户提供专业、便

捷的服务。

主要产品
和信下一代云桌面 VENGD

和信云存储 VECloud

和信统一应用管理平台 VEUAM

和信云计算管理平台 VEStack

和信智能数据感知分析平台 VEIDP

【主要客户】
宜春市人民医院

珠海市人民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五医院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广州番禺区石碁人民医院

韶关市粤北第二人民医院

赤壁市人民医院

厦门中山医院

腾讯科技

国网福建省电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厦门大学

华夏银行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
UP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20 号宝蓝世纪大厦 E 座 15 层

电话：+(86-)10-53511229

网址/邮箱：www.upmcn.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04.12.23 注册资金：3227.5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0 人内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主要客户】
北京航空总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牡丹江市妇女儿童医院、

通化市人民医院、本溪市中心医院、南京脑科

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包头市蒙医中医院、

安徽六安市人民医院、福建泉州儿童医院、广

东省人民医院、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三亚市人民医院、广西脑科医院、冀中能源峰

峰煤矿总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

科医院、武汉新华医院、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

院、衡阳 169 医院、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湘

潭市妇幼保健院、济南第四人民医院、济南妇

幼保健院、山东齐鲁医院、太原市妇幼医院、

晋城晋煤集团职工医院、阳泉第一人民医院、

陕西辅仁医院、上海岳阳医院、上海中医院、

上海第一妇幼保健医院、泰州中医院、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四川省巴中市中心医院、四川省

都江堰市医疗中心、重庆市肿瘤医院、贵阳市

第五人民医院、贵阳市妇幼保健院、青海省海

西州人民医院、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新

疆昌吉州中医院、新疆第二师库尔勒医院、新

疆第十三师红星医院、新疆煤矿总医院、云南

省妇幼保健院、云南省安宁市人民医院、昆明

市第四人民医院、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九江

市第一人民医院、宜春市人民医院、赣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娄底市中医院、永州市第四人民

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血液中心等。

公司简介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和力记易，UPM）成

立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3227.5 万，是一家专注于容灾

备份领域，集容灾备份产品的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和双软企业；是灾备技术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

位；是工信部批准发布的行业标准《持续数据保护（CDP）

灾备技术要求》（YD/T 2705-2014）起草单位之一；中国

企业园区国际合作联盟信息安全专业委员会主席单位。和

力记易的容灾备份产品全部是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公司产品以“CDP 容灾备份产品”为核心，同时

兼顾传统数据备份产品，覆盖客户全部需求和平台。

主要产品
和力记易的全平台覆盖产品包括四大容灾备份产品系列：

“备特佳 CDP 容灾备份系统”、“数易云备”、“UPM 留备

一体机系统”和“备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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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MedEx (Beijing) Technology Limited Corporatio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 1 号院翠湖云中心 11 号楼

电话：+(86-)1053208558

网址/邮箱：www.medextech.com / liuyin@medextech.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4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技信息化方案提供商与数字化医疗设备生产商 公司资质：

主要产品
全周期心脏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全医技信息化解决方案

公司简介
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领先的

全医技信息化方案提供商与数字化医疗设

备生产商。麦迪克斯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国下设 27 个分公司

及办事机构。公司包含资深的医疗专家顾问

团队、专业的研发创新团队、经验丰富的项

目实施团队、高效的营销团队、及本地化的

服务团队。麦迪克斯研发技术团队占比超过

70%，公司发展为以研发见长的创新型高新

技术企业。

北京惠每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HMTB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 号锦秋国际 A 座 401-404）

电话：+(86-010-53609970)

网址/邮箱：www.huimei.com / luodefang@huimei.com

年收入： 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 余家

成立时间： 2015 年 注册资金： 1-2 亿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医疗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惠每科技——领先的医疗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提供商。惠每医疗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是惠

每科技通过建立基于梅奥知识体系，结合国

内最新医学指南与文献的知识库，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与机器学习算法，开发满足各级医

疗机构管理与临床需求的人工智能系统，为

各级医护人员提供完全融入诊疗流程的智

能诊疗工具，有效提升医疗质量和效率，保

障患者安全，降低医疗风险。目前，惠每医

疗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大

中型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

主要产品
惠每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主要客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石市中心医院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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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MedEx (Beijing) Technology Limited Corporatio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 1 号院翠湖云中心 11 号楼

电话：+(86-)1053208558

网址/邮箱：www.medextech.com / liuyin@medextech.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4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技信息化方案提供商与数字化医疗设备生产商 公司资质：

主要产品
全周期心脏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全医技信息化解决方案

公司简介
北京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领先的

全医技信息化方案提供商与数字化医疗设

备生产商。麦迪克斯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国下设 27 个分公司

及办事机构。公司包含资深的医疗专家顾问

团队、专业的研发创新团队、经验丰富的项

目实施团队、高效的营销团队、及本地化的

服务团队。麦迪克斯研发技术团队占比超过

70%，公司发展为以研发见长的创新型高新

技术企业。

北京惠每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HMTB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 号锦秋国际 A 座 401-404）

电话：+(86-010-53609970)

网址/邮箱：www.huimei.com / luodefang@huimei.com

年收入： 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 余家

成立时间： 2015 年 注册资金： 1-2 亿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医疗 AI 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惠每科技——领先的医疗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提供商。惠每医疗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是惠

每科技通过建立基于梅奥知识体系，结合国

内最新医学指南与文献的知识库，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与机器学习算法，开发满足各级医

疗机构管理与临床需求的人工智能系统，为

各级医护人员提供完全融入诊疗流程的智

能诊疗工具，有效提升医疗质量和效率，保

障患者安全，降低医疗风险。目前，惠每医

疗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大

中型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

主要产品
惠每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主要客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石市中心医院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宁波市鄞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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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R&W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科技综合楼 5 层 502

电话：010-62152062

网址/邮箱：www.auto-device.com/Y_gu@auto-device.com

年收入：6235.44 万元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251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资金：1010 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105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自助服务商 公司资质：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三级

公司简介

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过十多

年的成长，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化、专业化、

规范化、体系化的综合服务平台。融威众邦

公司在全国设有四个服务事业部，100 余个

服务点，覆盖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

东、华南等 30 多个省市，维护自助取单机、

网络一体机、诊室显示屏等多种自助设备，

服务数量超过 10000 台。融威众邦拥有经

过严格技术培训和厂家认证的工程师百余

人，他们不但拥有全方位的技术知识，同时

根据不同类别的产品，有所侧重的成为某一

产品的专家。他们在融威众邦公司“勤奋、

务实”的作风熏陶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会以饱满的热情向客户提供快捷优质的

服务。

主要产品

银医自助

自助病历机、自助发卡充值机、自助处方打

印机、自助挂号机、自助检验报告打印机、

自助病理报告打印机、自助查询机、社保自

助机、自助胶片机、采血叫号系统、电容触

摸一体机。

导医/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系统、分诊排队系统、功能科叫号

系统、药房报道系统、计免叫号系统。

互联网+医疗

支付宝/微信服务窗等。

【主要客户】

合作的医疗机构——卫生部系统(三甲)

北京协和医院（一期、二期自助）、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

院

北京市合作的医疗机构——首医系统(三甲)

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安贞医

院、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地坛医

院、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京普仁医院、北京复兴医

院、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首儿所医院

合作的医疗机构——北大系(三甲)

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三医院、北大六医院、北大口腔医院、

北大肿瘤医院

合作的医疗机构——部队系

307 医院、302 医院、261 医院、武警总院、731 医院、711

医院、466 医院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Qids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5 号楼 A 座

电话：+(86-)400-100-7212 15600033175

网址/邮箱：ouyh@qidsc.com

年收入：2000+万 HIT 收入比例： 45%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成立时间：2012 年 注册资金：2333.33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7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以安全为核心的移动化基础服务商 公司资质：三级等保

公司简介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迪思

创"），由一群国内安全领域的顶尖级人才，

联合创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以安全为核心

的移动化基础服务商。以"让移动更安全，

让安全更智能"为使命，面向全球企业提供

优质创新的移动安全解决方案。

启迪思创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

认证企业，拥有十多项软件著作权，并已通

过 ISO9001 质量认证、三级等保测评、具

有国家商用密码产品定点生产单位等权威

资质认证。

主要产品
启迪思创的核心产品--移动安全管理平台

（简称：MSP）是一套为企业移动化提供以

安全核心的移动化基础服务的移动安全平

台，它从端、管、云、智四个维度，为企业

移动化提供包含设备安全、应用安全、数据

安全在内的全方位闭环移动安全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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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R&W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科技综合楼 5 层 502

电话：010-62152062

网址/邮箱：www.auto-device.com/Y_gu@auto-device.com

年收入：6235.44 万元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251

成立时间：2009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资金：1010 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105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自助服务商 公司资质：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三级

公司简介

北京融威众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过十多

年的成长，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化、专业化、

规范化、体系化的综合服务平台。融威众邦

公司在全国设有四个服务事业部，100 余个

服务点，覆盖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

东、华南等 30 多个省市，维护自助取单机、

网络一体机、诊室显示屏等多种自助设备，

服务数量超过 10000 台。融威众邦拥有经

过严格技术培训和厂家认证的工程师百余

人，他们不但拥有全方位的技术知识，同时

根据不同类别的产品，有所侧重的成为某一

产品的专家。他们在融威众邦公司“勤奋、

务实”的作风熏陶下，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会以饱满的热情向客户提供快捷优质的

服务。

主要产品

银医自助

自助病历机、自助发卡充值机、自助处方打

印机、自助挂号机、自助检验报告打印机、

自助病理报告打印机、自助查询机、社保自

助机、自助胶片机、采血叫号系统、电容触

摸一体机。

导医/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系统、分诊排队系统、功能科叫号

系统、药房报道系统、计免叫号系统。

互联网+医疗

支付宝/微信服务窗等。

【主要客户】

合作的医疗机构——卫生部系统(三甲)

北京协和医院（一期、二期自助）、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

院

北京市合作的医疗机构——首医系统(三甲)

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安贞医

院、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地坛医

院、北京老年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京普仁医院、北京复兴医

院、北京胸科医院

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首儿所医院

合作的医疗机构——北大系(三甲)

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三医院、北大六医院、北大口腔医院、

北大肿瘤医院

合作的医疗机构——部队系

307 医院、302 医院、261 医院、武警总院、731 医院、711

医院、466 医院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Qids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5 号楼 A 座

电话：+(86-)400-100-7212 15600033175

网址/邮箱：ouyh@qidsc.com

年收入：2000+万 HIT 收入比例： 45%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成立时间：2012 年 注册资金：2333.33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7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以安全为核心的移动化基础服务商 公司资质：三级等保

公司简介
北京启迪思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迪思

创"），由一群国内安全领域的顶尖级人才，

联合创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以安全为核心

的移动化基础服务商。以"让移动更安全，

让安全更智能"为使命，面向全球企业提供

优质创新的移动安全解决方案。

启迪思创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

认证企业，拥有十多项软件著作权，并已通

过 ISO9001 质量认证、三级等保测评、具

有国家商用密码产品定点生产单位等权威

资质认证。

主要产品
启迪思创的核心产品--移动安全管理平台

（简称：MSP）是一套为企业移动化提供以

安全核心的移动化基础服务的移动安全平

台，它从端、管、云、智四个维度，为企业

移动化提供包含设备安全、应用安全、数据

安全在内的全方位闭环移动安全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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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
Infervisio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远洋国际 C 座

电话：+(86-)86462323

网址/邮箱：contact@infervision.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员工数：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是医疗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及行业领

跑者。三年间，推想科技致力于采用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的方法分析 DR、CT 及 MRI 等

医学影像数据。坚守“从临床中来，到临床

中去”的准则，聆听医生需求，想医所想，

为医生提供精确、高效的辅助工具，从而减

轻工作重负，让影像科医生回归诊断本身。

主要产品
1. InferRead CT 肺部辅助筛查产品

2. InferRead DR 胸部辅助筛查产品

3. InferRead CT 脑卒中辅助筛量产品

4. InferScholar 医疗影像深度学习中心

【主要客户】
推想产品已落地近 100 家顶级医院，包括正式上线运营在海

外的医疗结构，每日辅助医生完成近 10000 例临床诊断工

作。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SFOC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 4 号益泰大厦 3 层

电话：+(86-)10- 68438880

网址/邮箱：http://www.nsfocus.com.cn/

年收入：12 亿 HIT 收入比例：1.9%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成立时间：2000 年 注册资金：7.9 亿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系统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证书（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安全工程类三级）、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证书

公司简介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设有 40 多个

分支机构，为政府、运营商、金融、能源、

互联网以及教育、医疗等行业用户，提供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安全产品及解决方案，帮助

用户实现业务的安全顺畅运行。

绿盟科技作为安全领域的领军企业，依

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态势感知等方面的

专业技术，不断提高在入侵检测和防御、抗

分布式拒绝服务、恶意软件和攻击行为分析

和检测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实现安全防护工

作从单节点的检测阻断转向整体的威胁感

知和预测。

2014 年，绿盟科技发布了智慧安全 2.0

战略，将智能、敏捷、可运营作为绿盟科技

战略转型落地的要素体现。从传统产品模式

向解决方案及安全运营模式的模式转型，安

全防御体系也从静态、被动、基于规则的防

御，转变为主动、动态、自适应的弹性防御

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云地协同、智行合一”，

成为巨人背后的安全专家，保障客户业务顺

畅运行。

主要产品
智慧医院传统网络安全

私有云与虚拟化安全

物联网安全

大数据安全

移动应用与公有云安全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武汉第五医院 北京市儿童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新疆卫生厅 贵州省卫生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卫生厅

甘肃省卫生厅 云南省卫生厅

广东省卫生厅 辽宁省卫生厅

河南省卫生厅 黑龙江省卫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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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
Infervisio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远洋国际 C 座

电话：+(86-)86462323

网址/邮箱：contact@infervision.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员工数：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推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是医疗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及行业领

跑者。三年间，推想科技致力于采用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的方法分析 DR、CT 及 MRI 等

医学影像数据。坚守“从临床中来，到临床

中去”的准则，聆听医生需求，想医所想，

为医生提供精确、高效的辅助工具，从而减

轻工作重负，让影像科医生回归诊断本身。

主要产品
1. InferRead CT 肺部辅助筛查产品

2. InferRead DR 胸部辅助筛查产品

3. InferRead CT 脑卒中辅助筛量产品

4. InferScholar 医疗影像深度学习中心

【主要客户】
推想产品已落地近 100 家顶级医院，包括正式上线运营在海

外的医疗结构，每日辅助医生完成近 10000 例临床诊断工

作。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SFOC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 4 号益泰大厦 3 层

电话：+(86-)10- 68438880

网址/邮箱：http://www.nsfocus.com.cn/

年收入：12 亿 HIT 收入比例：1.9%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成立时间：2000 年 注册资金：7.9 亿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系统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证书（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安全工程类三级）、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证书

公司简介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设有 40 多个

分支机构，为政府、运营商、金融、能源、

互联网以及教育、医疗等行业用户，提供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安全产品及解决方案，帮助

用户实现业务的安全顺畅运行。

绿盟科技作为安全领域的领军企业，依

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态势感知等方面的

专业技术，不断提高在入侵检测和防御、抗

分布式拒绝服务、恶意软件和攻击行为分析

和检测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实现安全防护工

作从单节点的检测阻断转向整体的威胁感

知和预测。

2014 年，绿盟科技发布了智慧安全 2.0

战略，将智能、敏捷、可运营作为绿盟科技

战略转型落地的要素体现。从传统产品模式

向解决方案及安全运营模式的模式转型，安

全防御体系也从静态、被动、基于规则的防

御，转变为主动、动态、自适应的弹性防御

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云地协同、智行合一”，

成为巨人背后的安全专家，保障客户业务顺

畅运行。

主要产品
智慧医院传统网络安全

私有云与虚拟化安全

物联网安全

大数据安全

移动应用与公有云安全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武汉第五医院 北京市儿童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新疆卫生厅 贵州省卫生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湖南省卫生厅

甘肃省卫生厅 云南省卫生厅

广东省卫生厅 辽宁省卫生厅

河南省卫生厅 黑龙江省卫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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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普数码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cape new digital techonology advisory Limited
Liability Co.,LTD.

地址：成都市日月大道一段 978 号 2 栋 1 单元 1206、1207 号

电话：+(86-)13808183870 13408096099

网址/邮箱：www.xinpushuma.com/7338730@qq.com

年收入：515 万元 HIT 收入比例：90% 已签约客户数量：400 多家

成立时间： 2001. 5.21 注册资金： 10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近百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

【主要客户】
成都现代医院

成都中山骨科医院

成都金沙医院

成都心血管病医院

成都中山高新骨科医院

成都交通医院

成都阴氏骨科医院

金堂何氏创伤外科医院

成都恒博医院

成都五块石医院

广安区仁仁医院

平昌新华医院

岳池百兴医院

四川德森肾脏病医院

时友东区医院

双流柏林康复医院

成都天兴医院

四川中医肝病医院

公司简介
成都新普数码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院数字化软件、

养老软件的软件开发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拥有近 20 年专业研发经验，

拥有一大批医养结合的专业软件开发、测试、售前售后团队，现有客户遍布

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内蒙等地 400 多家客户，正在迅速向全国

各地蔓延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医院信息管理管理云平台系统，采用 B/S 体系

架构 C/S 体系架构并存,公司云数字化软件，客户端采用 Winform 和 web 页

面，后台采用 Webserver 接口，客户端和服务端分离；还有 C/S 体系架构

和 TCP/IP 网络协议。数据库系统平台基于 SQL SERVER 和 ORACLE 9i 大

型数据库，使用 visual&#160;studio 开发工具在.net 平台上使用 c#、Java

等语言进行软件开发，并在不同系列上使用 PowerBuider 等开发工具,并采

用微软控件 TX TextControl 完成了行业内较高水平的病历书写控件，系统具

有操作简便、设计合理、技术先进、应用安全，并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和可扩

充性，是广大医院值得推荐的医院数字化软件。除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方面取得较大成功以外，还在医院临床管理软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

是在医生工作站、医技工作站关于电子病历、电子处方及医技检查传输方面，

针对医院的应用，采用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完全符合卫生部要求的电子病

历书写规范，达到了医院实际情况和临床软件在最优结合! 公司客户量大，产

品稳定、高效、操作简易，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通过评审的数字

化医院，是四川首批荣获双软认证的公司，公司拥有双软企业认证、软件企

业认证书、软件产品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

主要产品
微信预约支付系统 门诊挂号子系统 门诊收费子系统

住院管理子系统 护士计费工作站子系统 西药库管理子系统

中药库管理子系统 西药房管理子系统 中药房管理子系统

西药房管理子系统 住院药房管理子系统 门诊医生工作站系统

住院医生工作站系统 护理工作站系统 医保接口软件、农合接口

系统维护子系统 系统维护子系统 院长查询及财务监管系统

卫生材料管理子系统 后勤物质管理子系统 设备管理系统

PACS 系统 Lis 系统 体检系统 合理用药

北京医链科技有限公司
Beijng Medical Supply Chai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 号院 9 号楼

电话：+(86-)10-57196600

网址/邮箱：http://www.beijingmsc.com/

年收入： 2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成立时间：2017 注册资金：1176.4705 万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区块链应用服务商 公司资质：（如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国内创新领先的 BaaS 化供应链金融及区块

链应用服务公司，聚焦医疗产融科技一体化

创新。基于医疗产业供应链生态交易场景，

以 BaaS 化云平台支持“供应+”、“信通+”

链接资产方，沉淀供应链征信数据建立

G2B、S2B、SPD、SMB、TAS 的数据化模

型；链接资金方，提供以核心企业信用为支

撑、以链属多级中小企业为融资主体的供应

链金融服务。

以区块链技术重塑供应链金融征信体系，实

现链上可信资产债权确权，以融资证券化结

构性提高资产资金配置效率。

主要产品

「供应+」以 SaaS | BaaS 化供应链金融云

平台，链接医院及其链属供应商，提供在线

化订单协同、物流协同和财务协同服务，为

医院建立资证材料授权链、采购订单信息

链、供应管理追溯链、财务对账资金链的能

力，达成医院与供应商“货、票、款”同行

的管理目标。嵌入金融服务，为医院 SPD

供应商及链属多级 SMB 供应商提供在线化

高效融资通道。

【主要客户】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河北省儿童医院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河北省优抚医院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家口北方附属医院

涿州市医院 三河市人民医院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邢台市妇幼保健院

沙河市人民医院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容城县人民医院 永年第一医院

赵县人民医院 新河人民医院

唐山丰润区第二人民医院 石家庄平安医院

廊坊市人民医院 定州市人民医院

黄骅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骅开发区博爱医院

柏乡县中心医院 邢台第九医院

秦皇岛军工医院 秦皇岛抚宁区人民医院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锦州市第三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哈尔滨市口腔医院

黑龙江省口腔病防治院 唐山市第三医院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唐山市丰润区中医院

昌黎县人民医院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临沂市肿瘤医院 滨州市沾化人民医院

武汉江夏区中医院 临西县人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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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普数码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cape new digital techonology advisory Limited
Liability Co.,LTD.

地址：成都市日月大道一段 978 号 2 栋 1 单元 1206、1207 号

电话：+(86-)13808183870 13408096099

网址/邮箱：www.xinpushuma.com/7338730@qq.com

年收入：515 万元 HIT 收入比例：90% 已签约客户数量：400 多家

成立时间： 2001. 5.21 注册资金： 10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近百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

【主要客户】
成都现代医院

成都中山骨科医院

成都金沙医院

成都心血管病医院

成都中山高新骨科医院

成都交通医院

成都阴氏骨科医院

金堂何氏创伤外科医院

成都恒博医院

成都五块石医院

广安区仁仁医院

平昌新华医院

岳池百兴医院

四川德森肾脏病医院

时友东区医院

双流柏林康复医院

成都天兴医院

四川中医肝病医院

公司简介
成都新普数码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院数字化软件、

养老软件的软件开发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拥有近 20 年专业研发经验，

拥有一大批医养结合的专业软件开发、测试、售前售后团队，现有客户遍布

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内蒙等地 400 多家客户，正在迅速向全国

各地蔓延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医院信息管理管理云平台系统，采用 B/S 体系

架构 C/S 体系架构并存,公司云数字化软件，客户端采用 Winform 和 web 页

面，后台采用 Webserver 接口，客户端和服务端分离；还有 C/S 体系架构

和 TCP/IP 网络协议。数据库系统平台基于 SQL SERVER 和 ORACLE 9i 大

型数据库，使用 visual&#160;studio 开发工具在.net 平台上使用 c#、Java

等语言进行软件开发，并在不同系列上使用 PowerBuider 等开发工具,并采

用微软控件 TX TextControl 完成了行业内较高水平的病历书写控件，系统具

有操作简便、设计合理、技术先进、应用安全，并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和可扩

充性，是广大医院值得推荐的医院数字化软件。除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方面取得较大成功以外，还在医院临床管理软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

是在医生工作站、医技工作站关于电子病历、电子处方及医技检查传输方面，

针对医院的应用，采用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完全符合卫生部要求的电子病

历书写规范，达到了医院实际情况和临床软件在最优结合! 公司客户量大，产

品稳定、高效、操作简易，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通过评审的数字

化医院，是四川首批荣获双软认证的公司，公司拥有双软企业认证、软件企

业认证书、软件产品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

主要产品
微信预约支付系统 门诊挂号子系统 门诊收费子系统

住院管理子系统 护士计费工作站子系统 西药库管理子系统

中药库管理子系统 西药房管理子系统 中药房管理子系统

西药房管理子系统 住院药房管理子系统 门诊医生工作站系统

住院医生工作站系统 护理工作站系统 医保接口软件、农合接口

系统维护子系统 系统维护子系统 院长查询及财务监管系统

卫生材料管理子系统 后勤物质管理子系统 设备管理系统

PACS 系统 Lis 系统 体检系统 合理用药

北京医链科技有限公司
Beijng Medical Supply Chai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 号院 9 号楼

电话：+(86-)10-57196600

网址/邮箱：http://www.beijingmsc.com/

年收入： 2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成立时间：2017 注册资金：1176.4705 万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区块链应用服务商 公司资质：（如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国内创新领先的 BaaS 化供应链金融及区块

链应用服务公司，聚焦医疗产融科技一体化

创新。基于医疗产业供应链生态交易场景，

以 BaaS 化云平台支持“供应+”、“信通+”

链接资产方，沉淀供应链征信数据建立

G2B、S2B、SPD、SMB、TAS 的数据化模

型；链接资金方，提供以核心企业信用为支

撑、以链属多级中小企业为融资主体的供应

链金融服务。

以区块链技术重塑供应链金融征信体系，实

现链上可信资产债权确权，以融资证券化结

构性提高资产资金配置效率。

主要产品

「供应+」以 SaaS | BaaS 化供应链金融云

平台，链接医院及其链属供应商，提供在线

化订单协同、物流协同和财务协同服务，为

医院建立资证材料授权链、采购订单信息

链、供应管理追溯链、财务对账资金链的能

力，达成医院与供应商“货、票、款”同行

的管理目标。嵌入金融服务，为医院 SPD

供应商及链属多级 SMB 供应商提供在线化

高效融资通道。

【主要客户】

河北省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河北省儿童医院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河北省优抚医院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家口北方附属医院

涿州市医院 三河市人民医院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 邢台市妇幼保健院

沙河市人民医院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容城县人民医院 永年第一医院

赵县人民医院 新河人民医院

唐山丰润区第二人民医院 石家庄平安医院

廊坊市人民医院 定州市人民医院

黄骅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骅开发区博爱医院

柏乡县中心医院 邢台第九医院

秦皇岛军工医院 秦皇岛抚宁区人民医院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锦州市第三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哈尔滨市口腔医院

黑龙江省口腔病防治院 唐山市第三医院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唐山市丰润区中医院

昌黎县人民医院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临沂市肿瘤医院 滨州市沾化人民医院

武汉江夏区中医院 临西县人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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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易安信
Dell EMC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18 号丰联广场 A 座 5 层

电话：+(86-10)5826 1888

网址/邮箱：www.dell.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1984 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外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业界领先的基础架构供应商 公司资质：

主要产品
从客户端到后台数据中心所需的端到端产品系列：PC，服务

器，存储等。

公司简介
作为戴尔科技集团的重要业务群之一，戴尔

易安信拥有行业领先的融合基础架构、服务

器、存储和数据保护技术，助力企业实现现

代化、自动化以及数据中心转型，为通过建

立混合云、开发云原生应用和大数据解决方

案实现业务转型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基础。戴

尔易安信为遍及 180 个国家不同规模的客

户提供服务—从全球财富 500 强至中小型

企业—并为客户提供业界全面的从客户端

到数据中心、再到云端的创新产品组合。

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hengdu Senton Wangyi Medical 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268 号天府软件园 E1 区 606 室）

电话：(028-85321010)

网址/邮箱：http：//www.cdxt.cn/

年收入： 5755w HIT 收入比例： 3724w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0

成立时间： 2003 注册资金：1200w 公司性质：其他 员工数：22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企业、系统集成三级、CMMI5 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万方发展（股票代码 000638）旗下企业：

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通

过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证的双软企

业，并通过了 IS09001 质量体系认证、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和 CMMI 国际认证。

主要产品
云医院信息平台、信通医院信息平台、结构

化电子病历系统、临床路径管理系统、医疗

质量管理系统、不良事件报告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四川省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青海省卫生计

划生育委员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

学华西第二医院、资阳市人民医院、资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乐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岳

县人民医院、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峨眉山

市人民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广汉市人民

医院、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海南州人民

医院、甘孜藏族自治州卫生计划生育委员

会、什邡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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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易安信
Dell EMC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18 号丰联广场 A 座 5 层

电话：+(86-10)5826 1888

网址/邮箱：www.dell.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1984 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外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业界领先的基础架构供应商 公司资质：

主要产品
从客户端到后台数据中心所需的端到端产品系列：PC，服务

器，存储等。

公司简介
作为戴尔科技集团的重要业务群之一，戴尔

易安信拥有行业领先的融合基础架构、服务

器、存储和数据保护技术，助力企业实现现

代化、自动化以及数据中心转型，为通过建

立混合云、开发云原生应用和大数据解决方

案实现业务转型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基础。戴

尔易安信为遍及 180 个国家不同规模的客

户提供服务—从全球财富 500 强至中小型

企业—并为客户提供业界全面的从客户端

到数据中心、再到云端的创新产品组合。

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hengdu Senton Wangyi Medical 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268 号天府软件园 E1 区 606 室）

电话：(028-85321010)

网址/邮箱：http：//www.cdxt.cn/

年收入： 5755w HIT 收入比例： 3724w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0

成立时间： 2003 注册资金：1200w 公司性质：其他 员工数：22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企业、系统集成三级、CMMI5 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万方发展（股票代码 000638）旗下企业：

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通

过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证的双软企

业，并通过了 IS09001 质量体系认证、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和 CMMI 国际认证。

主要产品
云医院信息平台、信通医院信息平台、结构

化电子病历系统、临床路径管理系统、医疗

质量管理系统、不良事件报告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四川省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青海省卫生计

划生育委员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

学华西第二医院、资阳市人民医院、资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乐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岳

县人民医院、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峨眉山

市人民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广汉市人民

医院、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海南州人民

医院、甘孜藏族自治州卫生计划生育委员

会、什邡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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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耐克森
Nexans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038 号梅龙镇广场 2305B-2310A

电话：+(86-) 21 52925100

网址/邮箱： www.nexans.cn/LANsystems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网络基础设施产品提供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耐克森是全球线缆及线缆系统

专家，为四大领域的客户：输配电

（海底和陆地），能源（石油和天

然气，采矿和可再生能源），交通

运输（公路，铁路，空运，海运）

和建筑（商业，住宅和数据中心）

提供完善的线缆及线缆系统解决

方案。

在综合布线系统领域，耐克森

能够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增值服

务，并从提高可靠性和降低总体拥

有成本的角度帮助用户优化他们

的数据中心、办公场所及园区网

络。耐克森通过遍布全球的办事处

及大客户管理团队，向全球的用户

提供局域网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
综合布线系统铜缆及光缆解决方

案

宁夏自治区疾病控制中心

甘肃省兰州武警医院

新疆自治区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新疆自治区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乌鲁木齐中医院

广西省梧州人民医院新院大楼

【主要客户】
北京大学妇幼保健医院 北京市儿童医院

北京市回龙观医院 北京电力医院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榆林中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南京军区九五医院

江苏省南京军区九三医院 江苏省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京中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绍兴人民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杭州西湖区疾控中心 福建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残疾人服务中心 宁德市第一医院

南平市光泽医院 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省中医药大院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福清市妇幼保健医院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闽东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衡阳市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省梧州市红会医院 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八一康复中心

中航集团成都 363 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肿瘤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西南医院

重庆大坪医院 宁夏自治区西宁市人民医院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3 号楼东华合创大厦 14 层

电话：+(86-)010-62662264

网址/邮箱：healthcare.dhcc.com.cn

年收入：8 亿元 HIT 收入比例：9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2012 年 注册资金： 5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2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CMMI5 ISO9001

公司简介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华医为）

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金 5000 万，目前

员工 2200 人，其前身为成立于 1999 年的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医疗卫生事业部。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东华医为累计为全国 500

多家医院、医疗集团、保险公司、卫生健康

委和社保局等机构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产品

解决方案，包括智慧医院解决方案群、区域

医疗解决方案群、互联网医疗解决方案群、

医保支付与控费综合解决方案族等。东华医

为始终以最新信息技术为抓手，致力于各类

产品解决方案的不断推陈出新，致力于对软

件即服务理解的不断诠释，用东华医为的新

思维理念，支撑和服务于持续发展的医疗大

健康产业。二十年磨一剑，医为人用脚步与

汗水、执着与创新，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医疗

梦，践行着“科技呵护健康”的诺言。

主要产品
B2HO 互联网+医院&医联体

B2HE 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

B2MI 互联网+医疗保障

B2IH 互联网+医疗健康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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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耐克森
Nexans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038 号梅龙镇广场 2305B-2310A

电话：+(86-) 21 52925100

网址/邮箱： www.nexans.cn/LANsystems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网络基础设施产品提供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耐克森是全球线缆及线缆系统

专家，为四大领域的客户：输配电

（海底和陆地），能源（石油和天

然气，采矿和可再生能源），交通

运输（公路，铁路，空运，海运）

和建筑（商业，住宅和数据中心）

提供完善的线缆及线缆系统解决

方案。

在综合布线系统领域，耐克森

能够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和增值服

务，并从提高可靠性和降低总体拥

有成本的角度帮助用户优化他们

的数据中心、办公场所及园区网

络。耐克森通过遍布全球的办事处

及大客户管理团队，向全球的用户

提供局域网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
综合布线系统铜缆及光缆解决方

案

宁夏自治区疾病控制中心

甘肃省兰州武警医院

新疆自治区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新疆自治区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乌鲁木齐中医院

广西省梧州人民医院新院大楼

【主要客户】
北京大学妇幼保健医院 北京市儿童医院

北京市回龙观医院 北京电力医院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陕西榆林中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南京军区九五医院

江苏省南京军区九三医院 江苏省南京同仁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南京中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省绍兴人民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

浙江省杭州西湖区疾控中心 福建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宁波市残疾人服务中心 宁德市第一医院

南平市光泽医院 福州肺科医院

福建省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建省中医药大院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福建省福清市妇幼保健医院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

福建省闽东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衡阳市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省梧州市红会医院 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八一康复中心

中航集团成都 363 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肿瘤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西南医院

重庆大坪医院 宁夏自治区西宁市人民医院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3 号楼东华合创大厦 14 层

电话：+(86-)010-62662264

网址/邮箱：healthcare.dhcc.com.cn

年收入：8 亿元 HIT 收入比例：9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2012 年 注册资金： 5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2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CMMI5 ISO9001

公司简介
东华医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东华医为）

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金 5000 万，目前

员工 2200 人，其前身为成立于 1999 年的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医疗卫生事业部。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东华医为累计为全国 500

多家医院、医疗集团、保险公司、卫生健康

委和社保局等机构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产品

解决方案，包括智慧医院解决方案群、区域

医疗解决方案群、互联网医疗解决方案群、

医保支付与控费综合解决方案族等。东华医

为始终以最新信息技术为抓手，致力于各类

产品解决方案的不断推陈出新，致力于对软

件即服务理解的不断诠释，用东华医为的新

思维理念，支撑和服务于持续发展的医疗大

健康产业。二十年磨一剑，医为人用脚步与

汗水、执着与创新，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医疗

梦，践行着“科技呵护健康”的诺言。

主要产品
B2HO 互联网+医院&医联体

B2HE 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

B2MI 互联网+医疗保障

B2IH 互联网+医疗健康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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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a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42 号天诚广场裙楼第三层 07 号

电话：+(86-)020-61246666

网址/邮箱：www.iOffice.cn

年收入：6000 万 HIT 收入比例：7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以上

成立时间：1998 年 注册资金：500 万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公司 员工数：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管理系统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叁级资质

公司简介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红帆科

技）由上市公司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迄今深耕医院管理行业 20 年，

积累了 1000 多家医院成功案例，合作三甲

医院 400 多家。

红帆科技致力于为医疗卫生行业提供

“流程+信息+管控”的信息化管理工具，

秉持“做精做专”的理念，以“规范医院管

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提供以

协 同 OA 为 基 础 、 深 入 科 室 业 务 管 理

iOffice.net 医院统一工作平台，满足全科

室应用需求。平台可对接 HIS、HERP、EMR

等业务系统，扩展 APP、微信和阿里钉钉的

移动解决方案，协助医院高效办公、提高医

院整体信息化管理水平。

红帆科技是微软全球的金牌合作伙伴

（MGCP），微软金牌解决方案提供商，曾

获“2017 年互联网+医疗信息化领域最佳

产品奖”。

主要产品
iOffice.net 医院统一工作平台

iBPM 业务流程管理系统

科研管理系统

教学管理系统

医德医风管理系统

医疗纠纷管理系统

文明服务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医院排班管理系统

不良事件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武警总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烟台毓璜顶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兴大道敏捷伊顿公馆 1 座 404 号

电话：+(86-)-020-86345635

网址：http://www.51fjb.cn

邮箱：51fjb@gdbhcy.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30%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4-09-19 注册资金：5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中药处方应用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系统集成一级

公司简介
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是广东博宏药业有限

公司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2 年，是一家以“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研发

为核心，以“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和医药现代化建

设为两翼，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创新

型企业。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掌

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各项专利技术

和著作权近百项。

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开发

出“互联网+”医疗、医药应用软件产品包括:方剂宝

中药处方信息管理系统、方剂宝中医药管理系统、智

慧医疗信息系统、健康信使 APP 系统、供应链共享平

台系统，中药现代化代煎共享平台系统等软件产品。

实现了产品成果转换，构建起“互联网+”医疗服务平

台和“互联网+”医药现代化服务平台两大主营业务。

公司以“博济众生、 宏德扬义”为核心理念，秉

承 “让人人享有优质健康服务”的企业使命，以“缔

造国内领先的大健康产业企业，成就百年博宏品牌”

为企业愿景，弘扬“以信立业、以诚兴家”的企业文

化，遵循“合规，共赢”经营策略。积极研发医疗人

工智能高科技产品，打造区域大健康一体化服务。

主要产品
方剂宝：方剂宝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与广东博宏药业有

限公司旗下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中

药方剂库管理应用系统，系统具有全面的中医药信息

库寄中药处方，通过结合传统中医的望、 闻、问、切

诊断和现代西医的科学检验结果，形成一套严谨的病

—症—方模式的中药处方库，可以辅助和引导辩证施

治，做到一分钟内快速而精准开发。

【主要客户】
医疗卫生单位

医药企业

医疗机构

中医馆

私人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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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a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42 号天诚广场裙楼第三层 07 号

电话：+(86-)020-61246666

网址/邮箱：www.iOffice.cn

年收入：6000 万 HIT 收入比例：7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以上

成立时间：1998 年 注册资金：500 万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公司 员工数：2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管理系统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叁级资质

公司简介
广州红帆电脑科技有限公司（红帆科

技）由上市公司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迄今深耕医院管理行业 20 年，

积累了 1000 多家医院成功案例，合作三甲

医院 400 多家。

红帆科技致力于为医疗卫生行业提供

“流程+信息+管控”的信息化管理工具，

秉持“做精做专”的理念，以“规范医院管

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提供以

协 同 OA 为 基 础 、 深 入 科 室 业 务 管 理

iOffice.net 医院统一工作平台，满足全科

室应用需求。平台可对接 HIS、HERP、EMR

等业务系统，扩展 APP、微信和阿里钉钉的

移动解决方案，协助医院高效办公、提高医

院整体信息化管理水平。

红帆科技是微软全球的金牌合作伙伴

（MGCP），微软金牌解决方案提供商，曾

获“2017 年互联网+医疗信息化领域最佳

产品奖”。

主要产品
iOffice.net 医院统一工作平台

iBPM 业务流程管理系统

科研管理系统

教学管理系统

医德医风管理系统

医疗纠纷管理系统

文明服务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医院排班管理系统

不良事件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武警总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烟台毓璜顶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兴大道敏捷伊顿公馆 1 座 404 号

电话：+(86-)-020-86345635

网址：http://www.51fjb.cn

邮箱：51fjb@gdbhcy.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30%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4-09-19 注册资金：5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中药处方应用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系统集成一级

公司简介
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是广东博宏药业有限

公司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2 年，是一家以“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研发

为核心，以“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和医药现代化建

设为两翼，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创新

型企业。公司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掌

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各项专利技术

和著作权近百项。

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开发

出“互联网+”医疗、医药应用软件产品包括:方剂宝

中药处方信息管理系统、方剂宝中医药管理系统、智

慧医疗信息系统、健康信使 APP 系统、供应链共享平

台系统，中药现代化代煎共享平台系统等软件产品。

实现了产品成果转换，构建起“互联网+”医疗服务平

台和“互联网+”医药现代化服务平台两大主营业务。

公司以“博济众生、 宏德扬义”为核心理念，秉

承 “让人人享有优质健康服务”的企业使命，以“缔

造国内领先的大健康产业企业，成就百年博宏品牌”

为企业愿景，弘扬“以信立业、以诚兴家”的企业文

化，遵循“合规，共赢”经营策略。积极研发医疗人

工智能高科技产品，打造区域大健康一体化服务。

主要产品
方剂宝：方剂宝是广州中医药大学与广东博宏药业有

限公司旗下广州宝荣科技应用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中

药方剂库管理应用系统，系统具有全面的中医药信息

库寄中药处方，通过结合传统中医的望、 闻、问、切

诊断和现代西医的科学检验结果，形成一套严谨的病

—症—方模式的中药处方库，可以辅助和引导辩证施

治，做到一分钟内快速而精准开发。

【主要客户】
医疗卫生单位

医药企业

医疗机构

中医馆

私人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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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JoinHealth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418-48 三楼

电话：0571-28223107

网址：http:www.lanniuh.com

年收入： 200 万 HIT 收入比例：全部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2015.6 注册资金：45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12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无

主要产品
云随访——院内随访系统

慢健康——（区域）慢病管理平台

Security-X

【主要客户】
国内各大医院、社区卫生医疗中心等其他医疗机构

公司简介
特鲁多有句名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道出了医疗服务的本质。

健海科技致力于推动“让关怀成为一剂

良方”的公司理念，希望未来医生开处方，

会有一剂处方叫“关怀”。健海科技为医疗

机构提供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

的智慧化患者管理平台解决方案。以院后患

者的普通随访、专科随访为切入点，延伸至

患者专科专病的全程疾病管理服务。

公司的云随访平台、慢病管理管理平台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推广，已迅速入驻上百家

医院，其中以全国百强医院和地区性标杆医

院为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医院随访和

慢病管理领域第一品牌。

广州泓维软件有限公司
Dimensional Insight

地址：广东省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大酒店写字楼 2211

电话：+(86-)020-81296093

网址/邮箱：www.dimins.com.cn/ info@dimins.com.cn

年收入： /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 个以上

成立时间： 2009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商业智能（BI）系统服务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1989 年 ， 泓 维 软 件 （ Dimensional

Insight）成立于美国波士顿，30 年专注于

BI（商业智能）产品研发，提供一套完整的

BI 解决方案，包括数据 ETL、数据模型、数

据分析和可视化门户,成为美国医疗行业最

受欢迎的 BI 厂商并在 HIMSS 7 评审中获专

家团队一直认可。

广州泓维软件有限公司作为泓维软件

中国区分公司，持续提供专业医疗 BI 解决

方案，如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三甲评审

指标监控系统（第七章）、全院指标监控和

医保分析系统等。国内众多家医疗及政府机

构正在应用我们的产品。

主要产品
泓维软件为医疗企业提供一套端到端的商

业智能 Diver SolutionTM 解决方案，包括数

据 ETL（抽取、转换和加载）、数据建模、

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门户。同时，结合国

内医疗大数据分析需要，提供相关解决方

案：

 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三甲评审指标监控系统（第七章）

 全院指标监控和医保分析系统

 医保分析与实时监控系统

 阳光用药分析系统

 门诊分析系统

 医生工作质量分析系统

 病案首页分析系统

 区域化电子病历数据分析系统

【主要客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

心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河北省

儿童医院、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宁波

市第四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州市胸科医院、中山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邢台市

第三人民医院医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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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JoinHealth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418-48 三楼

电话：0571-28223107

网址：http:www.lanniuh.com

年收入： 200 万 HIT 收入比例：全部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2015.6 注册资金：45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12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无

主要产品
云随访——院内随访系统

慢健康——（区域）慢病管理平台

Security-X

【主要客户】
国内各大医院、社区卫生医疗中心等其他医疗机构

公司简介
特鲁多有句名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道出了医疗服务的本质。

健海科技致力于推动“让关怀成为一剂

良方”的公司理念，希望未来医生开处方，

会有一剂处方叫“关怀”。健海科技为医疗

机构提供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

的智慧化患者管理平台解决方案。以院后患

者的普通随访、专科随访为切入点，延伸至

患者专科专病的全程疾病管理服务。

公司的云随访平台、慢病管理管理平台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推广，已迅速入驻上百家

医院，其中以全国百强医院和地区性标杆医

院为主，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医院随访和

慢病管理领域第一品牌。

广州泓维软件有限公司
Dimensional Insight

地址：广东省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大酒店写字楼 2211

电话：+(86-)020-81296093

网址/邮箱：www.dimins.com.cn/ info@dimins.com.cn

年收入： /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 个以上

成立时间： 2009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外商独资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商业智能（BI）系统服务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1989 年 ， 泓 维 软 件 （ Dimensional

Insight）成立于美国波士顿，30 年专注于

BI（商业智能）产品研发，提供一套完整的

BI 解决方案，包括数据 ETL、数据模型、数

据分析和可视化门户,成为美国医疗行业最

受欢迎的 BI 厂商并在 HIMSS 7 评审中获专

家团队一直认可。

广州泓维软件有限公司作为泓维软件

中国区分公司，持续提供专业医疗 BI 解决

方案，如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三甲评审

指标监控系统（第七章）、全院指标监控和

医保分析系统等。国内众多家医疗及政府机

构正在应用我们的产品。

主要产品
泓维软件为医疗企业提供一套端到端的商

业智能 Diver SolutionTM 解决方案，包括数

据 ETL（抽取、转换和加载）、数据建模、

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门户。同时，结合国

内医疗大数据分析需要，提供相关解决方

案：

 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三甲评审指标监控系统（第七章）

 全院指标监控和医保分析系统

 医保分析与实时监控系统

 阳光用药分析系统

 门诊分析系统

 医生工作质量分析系统

 病案首页分析系统

 区域化电子病历数据分析系统

【主要客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

心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河北省

儿童医院、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宁波

市第四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州市胸科医院、中山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邢台市

第三人民医院医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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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acom China Corp.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 1 号国贸西楼 518 室

电话：+(86-)21-56939100

网址/邮箱：solutions.wacom.com.cn/e-signature@wacom.com

年收入：人民币 3-4 亿元 HIT 收入比例：10%以下 已签约客户数量：不直接签约医院

成立时间： 2000 年 注册资金： 美元 200 万元 公司性质：外商独资 员工数：135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硬件供应商/应用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 无

公司简介
Wacom 公司成立于 1983 年，是一家

总部设于日本的全球化公司（东京证券交易

所编号：6727），分公司及附属机构遍布全

球，为 150 多个国家提供市场营销及分销支

持。Wacom 的愿景是通过自然的用户界面

技术拉近人与技术之间的距离，这一愿景使

其在数字签名保存和处理领域成为全球领

先的交互式数位板、数位屏以及智能手书板

和解决方案制造商。在高安全级别的数字工

作流程至关重要的应用领域，例如 POS 机、

电子支付、电子护照、保险、银行和酒店入

住，Wacom 原笔迹电子签名解决方案得到

广泛采纳。

Wacom 原笔迹解决方案目前应用于医

疗行业，包括患者身份确认解决方案、医学

电子影像处理、移动数据采集。

更多详情可到 Wacom 展位了解，展位

号 3A-017

主要产品

STU-540 签名数位板

DTK-1651 交互式笔输入

液晶数位屏

【主要客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Meichua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 508 号天行国际中心 7 号楼 1201 室

电话：0571-28236100

网址/邮箱：http://www.mchz.com.cn/meichuang/index.html

wangl@mchz.com.cn

年收入： 1.5 亿 HIT 收入比例：800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成立时间：2005 年 注册资金： 1487.2223 万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4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数据安全及灾难恢复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资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一种计算机生产系统在线割接方法、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三级

【主要客户】
医疗卫生：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台州

恩泽医疗集团

社保保障：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广东省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港口物流：宁波港集团、浙江省交通运输物流信息服务中心

银行金融：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政 府：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电力能源：国家电网、南瑞集团

公司简介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创科

技”）是一家聚焦于数据管理和数据价值的

发现与挖掘，围绕数据安全、容灾、集成、

分析、运维等多方面铸造数据价值的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由多名数据库资深专

家携手创办。在数据安全领域，美创是敏感

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领域的拓荒者和领导

者。在容灾备份领域，美创是全业务容灾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在大数据领域，美创开创

性地提出了真实世界模型、基于流动的大数

据应用和析框架等关键大数据应用基础。

主要产品

（1）敏感数据保护(DCAP)解决方案

（2）全业务容灾（DBRA）解决方案

（3）大数据应用（MATRIX）解决方案

（4）自动化运维平台及运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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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acom China Corp.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 1 号国贸西楼 518 室

电话：+(86-)21-56939100

网址/邮箱：solutions.wacom.com.cn/e-signature@wacom.com

年收入：人民币 3-4 亿元 HIT 收入比例：10%以下 已签约客户数量：不直接签约医院

成立时间： 2000 年 注册资金： 美元 200 万元 公司性质：外商独资 员工数：135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硬件供应商/应用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 无

公司简介
Wacom 公司成立于 1983 年，是一家

总部设于日本的全球化公司（东京证券交易

所编号：6727），分公司及附属机构遍布全

球，为 150 多个国家提供市场营销及分销支

持。Wacom 的愿景是通过自然的用户界面

技术拉近人与技术之间的距离，这一愿景使

其在数字签名保存和处理领域成为全球领

先的交互式数位板、数位屏以及智能手书板

和解决方案制造商。在高安全级别的数字工

作流程至关重要的应用领域，例如 POS 机、

电子支付、电子护照、保险、银行和酒店入

住，Wacom 原笔迹电子签名解决方案得到

广泛采纳。

Wacom 原笔迹解决方案目前应用于医

疗行业，包括患者身份确认解决方案、医学

电子影像处理、移动数据采集。

更多详情可到 Wacom 展位了解，展位

号 3A-017

主要产品

STU-540 签名数位板

DTK-1651 交互式笔输入

液晶数位屏

【主要客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Meichua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丰潭路 508 号天行国际中心 7 号楼 1201 室

电话：0571-28236100

网址/邮箱：http://www.mchz.com.cn/meichuang/index.html

wangl@mchz.com.cn

年收入： 1.5 亿 HIT 收入比例：8000 万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成立时间：2005 年 注册资金： 1487.2223 万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4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数据安全及灾难恢复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资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一种计算机生产系统在线割接方法、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三级

【主要客户】
医疗卫生：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台州

恩泽医疗集团

社保保障：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广东省社

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港口物流：宁波港集团、浙江省交通运输物流信息服务中心

银行金融：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政 府：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电力能源：国家电网、南瑞集团

公司简介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创科

技”）是一家聚焦于数据管理和数据价值的

发现与挖掘，围绕数据安全、容灾、集成、

分析、运维等多方面铸造数据价值的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由多名数据库资深专

家携手创办。在数据安全领域，美创是敏感

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领域的拓荒者和领导

者。在容灾备份领域，美创是全业务容灾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在大数据领域，美创开创

性地提出了真实世界模型、基于流动的大数

据应用和析框架等关键大数据应用基础。

主要产品

（1）敏感数据保护(DCAP)解决方案

（2）全业务容灾（DBRA）解决方案

（3）大数据应用（MATRIX）解决方案

（4）自动化运维平台及运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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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NW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3 栋 6 楼

电话：+(86-) -755-86961666

网址/邮箱：www.lanwon.com/ market@lanwon.com

年收入：5000 万-1 亿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2010 年 注册资金： 55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员工数：101-2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医疗

信息化整体方案供应商，专注医疗信息化领

域集产品研发、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以“让患者就医方便，让

医护压力减轻，让医院管理智能高效，让数

据支持健康决策”为使命，积极推动国家医

药卫生体制变革和转型，形成智能影像与智

能医院两大主力业务领域，打造出区域检查

检验互联互通、医联体信息管理平台、智能

医技统一预约平台、智能云影像管理平台等

创新模式。产品遵循 IHE、DICOM、HL7

等标准，拥有相关技术专利 56 项和软件著

作权 92 项，目前已为全国超过 3100 家医

疗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
智能影像解决方案

智能医院解决方案

医院信息平台

医联体解决方案

远程会诊解决方案

临床云影像中心

【主要客户】
深圳市卫计委

云南省卫计委

河南省卫计委

安徽省卫计委

新疆卫计委

江阴市卫计委

靖江市卫计委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大学总医院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蓝网科技医联体解决方案业务体系架构图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yu Health Techo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安路 13 号财富世纪广场 A1 座 2003

电话：020 - 85219844

网址/邮箱：www.heyuht.com

年收入：2.3 亿 HIT 收入比例： 1.9 亿 已签约客户数量：70+

成立时间：2009 年 注册资金：1 亿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双软认证企业

公司简介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建立研发团队，2011 年于广东汕头正式

注册成立。作为一家集团化企业，和宇健康

旗下拥有 3 家子公司及 1 家分公司。其中，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托整个集

团的核心业务，专注于建设“区域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数字医院”、“移动医疗”和

“健康大数据平台”。公司现已形成“数字

医院”、“区域医疗“、“互联网医疗”、“医

药电商”和“医疗设备”五大业务板块。为

将来建立大健康生态链，打造坚实基础。“科

技成就健康梦想”是我们的愿景。“奋进、

和谐、务实、求精”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主要产品
区域人口信息平台

数字医院

移动医疗【主要客户】
广东省各地卫计局 汕头市龙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汕头市妇女儿童医院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医院

汕头市潮阳人民医院 汕头市潮南区人民医院

汕头市潮阳区大峰医院

汕头市朝阳区中医医院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医院

诏安华侨医院

汕头市中心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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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NW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3 栋 6 楼

电话：+(86-) -755-86961666

网址/邮箱：www.lanwon.com/ market@lanwon.com

年收入：5000 万-1 亿 HIT 收入比例：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2010 年 注册资金： 55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员工数：101-2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医疗

信息化整体方案供应商，专注医疗信息化领

域集产品研发、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以“让患者就医方便，让

医护压力减轻，让医院管理智能高效，让数

据支持健康决策”为使命，积极推动国家医

药卫生体制变革和转型，形成智能影像与智

能医院两大主力业务领域，打造出区域检查

检验互联互通、医联体信息管理平台、智能

医技统一预约平台、智能云影像管理平台等

创新模式。产品遵循 IHE、DICOM、HL7

等标准，拥有相关技术专利 56 项和软件著

作权 92 项，目前已为全国超过 3100 家医

疗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
智能影像解决方案

智能医院解决方案

医院信息平台

医联体解决方案

远程会诊解决方案

临床云影像中心

【主要客户】
深圳市卫计委

云南省卫计委

河南省卫计委

安徽省卫计委

新疆卫计委

江阴市卫计委

靖江市卫计委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大学总医院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蓝网科技医联体解决方案业务体系架构图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yu Health Techo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安路 13 号财富世纪广场 A1 座 2003

电话：020 - 85219844

网址/邮箱：www.heyuht.com

年收入：2.3 亿 HIT 收入比例： 1.9 亿 已签约客户数量：70+

成立时间：2009 年 注册资金：1 亿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双软认证企业

公司简介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建立研发团队，2011 年于广东汕头正式

注册成立。作为一家集团化企业，和宇健康

旗下拥有 3 家子公司及 1 家分公司。其中，

“和宇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托整个集

团的核心业务，专注于建设“区域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数字医院”、“移动医疗”和

“健康大数据平台”。公司现已形成“数字

医院”、“区域医疗“、“互联网医疗”、“医

药电商”和“医疗设备”五大业务板块。为

将来建立大健康生态链，打造坚实基础。“科

技成就健康梦想”是我们的愿景。“奋进、

和谐、务实、求精”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主要产品
区域人口信息平台

数字医院

移动医疗【主要客户】
广东省各地卫计局 汕头市龙湖区第二人民医院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 汕头市妇女儿童医院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医院

汕头市潮阳人民医院 汕头市潮南区人民医院

汕头市潮阳区大峰医院

汕头市朝阳区中医医院

汕头市澄海区人民医院

贵州省习水县人民医院

诏安华侨医院

汕头市中心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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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 QingCloud

地址：北京朝阳区朝来科技产业园 16 号楼 6 层

电话：+(86-)15911132114

网址/邮箱：www.qingcloud.com/ huailinwang@yunify.com

年收入： 不方便透露 HIT 收入比例： 5% 已签约客户数量：85000 家

成立时间：2012 年 4 月 17 日 注册资金：11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39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云计算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青云 QingCloud 是一家技术领先的企

业级云服务商和云计算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也是一个基于云模式的综合企业服务平

台。

青云 QingCloud 致力于通过公有云、私

有云、混合云、托管云的形式为企业用户提

供安全可靠、性能卓越、按需、实时的 IT

资源与管理服务，并携手众多生态合作伙伴

共同构建云端综合企业服务交付平台。

青云 QingCloud 目前正在为逾 85,000

家企业提供服务，帮助它们构建和运维更加

可靠、敏捷、高效的 IT 基础资源调度与应用

管理平台，显著降低总拥有成本和运维投

入。

主要产品
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与缓存、大数据

平台、物联网、人工智能、容器、中间件服

务、安全与权限、运维与监控、基础设施及

骨干网服务、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软件定义

存储、超融合一体化设备等。

【主要客户】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泰康保险、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华润创业、江苏交通控股、物美、环球网、我来

贷、掌众金融、闪银、量化派、91 金融、彩球、好未来、

VIPKID、轻课、微吼直播、e 城 e 家、多点 Dmall 、康

美药业、医渡云、国药控股、蓝信康、林康医疗、杏树林、

扁鹊医疗、本溪钢铁、沈阳大学、东北新闻网、黑龙江电力、

国家电网公司、河南电子口岸、山东京博控股、人保寿险、

四川航空、江西银行、广东交通集团、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责任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区人民法院、光大银行、兴业银

行等 85000 家企业。

南京都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DuCha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06 号 2 栋 702 室

电话：025-58801586

网址/邮箱：www.dcwriter.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2 年 7 月 11 日 注册资金：1000 万元整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50 人以下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信息化基础性核心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南京都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医疗信息化基

础性核心软件研发的软件厂商，以电子病历

编辑器应用为最佳实践入口，以平台集成框

架为核心，解决行业内自主开发难题，公司

拥有 2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领先的软

件产品。

创始人袁永福为微软 MVP，在业界享

有盛名，其带领团队研发的 DCWriter 软件

更是开创了 EMR 行业历史先河，成功覆盖

全国超过 300 家三甲医院、超过 5000 家区

县级医院，数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已与 200

家以上国内医疗软件公司达成深度合作。都

昌目前致力于研发出“芯一代”智能化电子

病历系统，打造出一个以标准化数据为中心

的医疗软件体系。

主要产品
编辑器

时间轴

模板设计器

都昌赋能框架

都昌智能数字签名

【主要客户】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米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联想智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科玛奇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振邦智慧城市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新疆冠新世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殷份有限公司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



2017-2018 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2018 年 7 月

报告正文

61

青云 QingCloud

地址：北京朝阳区朝来科技产业园 16 号楼 6 层

电话：+(86-)15911132114

网址/邮箱：www.qingcloud.com/ huailinwang@yunify.com

年收入： 不方便透露 HIT 收入比例： 5% 已签约客户数量：85000 家

成立时间：2012 年 4 月 17 日 注册资金：11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39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云计算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青云 QingCloud 是一家技术领先的企

业级云服务商和云计算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也是一个基于云模式的综合企业服务平

台。

青云 QingCloud 致力于通过公有云、私

有云、混合云、托管云的形式为企业用户提

供安全可靠、性能卓越、按需、实时的 IT

资源与管理服务，并携手众多生态合作伙伴

共同构建云端综合企业服务交付平台。

青云 QingCloud 目前正在为逾 85,000

家企业提供服务，帮助它们构建和运维更加

可靠、敏捷、高效的 IT 基础资源调度与应用

管理平台，显著降低总拥有成本和运维投

入。

主要产品
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与缓存、大数据

平台、物联网、人工智能、容器、中间件服

务、安全与权限、运维与监控、基础设施及

骨干网服务、软件定义数据中心、软件定义

存储、超融合一体化设备等。

【主要客户】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泰康保险、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华润创业、江苏交通控股、物美、环球网、我来

贷、掌众金融、闪银、量化派、91 金融、彩球、好未来、

VIPKID、轻课、微吼直播、e 城 e 家、多点 Dmall 、康

美药业、医渡云、国药控股、蓝信康、林康医疗、杏树林、

扁鹊医疗、本溪钢铁、沈阳大学、东北新闻网、黑龙江电力、

国家电网公司、河南电子口岸、山东京博控股、人保寿险、

四川航空、江西银行、广东交通集团、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责任有限公司、广州番禺区人民法院、光大银行、兴业银

行等 85000 家企业。

南京都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DuCha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06 号 2 栋 702 室

电话：025-58801586

网址/邮箱：www.dcwriter.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2 年 7 月 11 日 注册资金：1000 万元整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50 人以下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信息化基础性核心软件供应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南京都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医疗信息化基

础性核心软件研发的软件厂商，以电子病历

编辑器应用为最佳实践入口，以平台集成框

架为核心，解决行业内自主开发难题，公司

拥有 2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领先的软

件产品。

创始人袁永福为微软 MVP，在业界享

有盛名，其带领团队研发的 DCWriter 软件

更是开创了 EMR 行业历史先河，成功覆盖

全国超过 300 家三甲医院、超过 5000 家区

县级医院，数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已与 200

家以上国内医疗软件公司达成深度合作。都

昌目前致力于研发出“芯一代”智能化电子

病历系统，打造出一个以标准化数据为中心

的医疗软件体系。

主要产品
编辑器

时间轴

模板设计器

都昌赋能框架

都昌智能数字签名

【主要客户】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东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米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联想智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科玛奇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振邦智慧城市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新疆冠新世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瑞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殷份有限公司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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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Carestream Health, Inc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金桥软件园 15 号楼

电话：+(86-) 21 - 38526888

网址：www.carestream.cn

年收入： 4 亿美金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2007 注册资金： 2,000,000 美元 公司性质：外资 员工数：1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医疗成像和信息技术（IT）公司

公司简介
Carestream Health, Inc.成立于 2007，是位于加拿大

多伦多的 Onex 公司收购伊士曼柯达公司医疗集团组成

的，Carestream Health, Inc.（简称锐珂医疗）自其一

成立就立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成像和信息技术（IT）

公司。公司拥有 8,000 多名员工，为全球 150 多个国

家的数万名客户提供优质的医疗产品。公司拥有 1,000

多项技术专利，产品在全球 90% 的医疗机构中运转。

在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Healthcare Information

Solutions )、X 射线解决方案（X-Ray Solutions )、数

字输出解决方案（Output Solution ）以及数字乳腺放

射成像解决方案、各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在内的

多个领域中，Carestream Health, Inc. 凭借丰富的整合

方案以及专业全面的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医疗数字成像市

场的领导者。遍布全球的 1,150 名工程师和 250 名客户

支持代表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维护并作出快速反应。

主要产品
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Healthcare Information

Solutions )、X 射线解决方案（X-Ray Solutions )、数

字输出解决方案（Output Solution ）以及数字乳腺放

射成像解决方案、牙科及各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

锐珂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提供从影像科室、到全院

临床共享、到区域医疗协同、直至基于影像云的全方位

临床信息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涵盖了医疗影像服

务的各个环节，为不同的临床使用者提供所需的影像应

用：

 面向诊断医生的影像高级管理

 面向临床医生的临床数据中心

 面向初级医生的影像教学系统

 面向管理者的医技业务决策分析

 面向医疗集团/医联体的远程诊断平台

 面向独立影像中心的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

重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和睦家医疗集团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uijie Networks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中意鹏奥大厦东塔 A 座 11 层[100036]

电话：+(86-)010-51715999

网址：www.ruijie.com.cn

年收入： 77 亿元 HIT 收入比例：9%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多家

成立时间： 2000 年 注册资金：12353 万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数：50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西京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北京肿瘤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鄂东医疗集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厦门市中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卫计委
吉林省卫计委
海南省卫计委
云南省卫计委
安徽省卫计委 甘肃省卫生厅 兰州市卫生局
厦门市卫计委 成都市卫计委 十堰市卫计委

公司简介
锐捷网络，中国数据通信解决方案领导品牌。
自 2000 年成立以来，锐捷始终坚持“自主
创新”，扎根行业、深入场景应用进行解决
方案设计和创新，并利用云计算、SDN、移
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助力企
业行业用户数字化转型升级。

锐捷网络在全球拥有 41 个分支机构，4000
多家合作伙伴；拥有 5 大研发中心，10 条产
品线。业务范围覆盖了亚洲、欧洲、美洲、
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贴近用户应用
的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政府、运营商、金
融、医疗、教育、互联网、能源、交通、制
造业等行业信息化建设领域。

中国企业级 WLAN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2 位，
中国企业级终端 VDI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1 位
（数据来源：IDC）；中国移动医疗无线解
决方案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1 位，中国园区网
认证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 1 位（数据来源：
CCW）。

主要产品
交换机、路由器、无线、云桌面、安全、网
关、IT 管理、认证计费、智慧教室、微哨移
动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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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珂亚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Carestream Health, Inc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 号金桥软件园 15 号楼

电话：+(86-) 21 - 38526888

网址：www.carestream.cn

年收入： 4 亿美金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2007 注册资金： 2,000,000 美元 公司性质：外资 员工数：1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医疗成像和信息技术（IT）公司

公司简介
Carestream Health, Inc.成立于 2007，是位于加拿大

多伦多的 Onex 公司收购伊士曼柯达公司医疗集团组成

的，Carestream Health, Inc.（简称锐珂医疗）自其一

成立就立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成像和信息技术（IT）

公司。公司拥有 8,000 多名员工，为全球 150 多个国

家的数万名客户提供优质的医疗产品。公司拥有 1,000

多项技术专利，产品在全球 90% 的医疗机构中运转。

在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Healthcare Information

Solutions )、X 射线解决方案（X-Ray Solutions )、数

字输出解决方案（Output Solution ）以及数字乳腺放

射成像解决方案、各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在内的

多个领域中，Carestream Health, Inc. 凭借丰富的整合

方案以及专业全面的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医疗数字成像市

场的领导者。遍布全球的 1,150 名工程师和 250 名客户

支持代表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维护并作出快速反应。

主要产品
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Healthcare Information

Solutions )、X 射线解决方案（X-Ray Solutions )、数

字输出解决方案（Output Solution ）以及数字乳腺放

射成像解决方案、牙科及各种数字和传统 X 光胶片产品

锐珂医疗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提供从影像科室、到全院

临床共享、到区域医疗协同、直至基于影像云的全方位

临床信息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案涵盖了医疗影像服

务的各个环节，为不同的临床使用者提供所需的影像应

用：

 面向诊断医生的影像高级管理

 面向临床医生的临床数据中心

 面向初级医生的影像教学系统

 面向管理者的医技业务决策分析

 面向医疗集团/医联体的远程诊断平台

 面向独立影像中心的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

上海仁济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

重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和睦家医疗集团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Ruijie Networks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 号中意鹏奥大厦东塔 A 座 11 层[100036]

电话：+(86-)010-51715999

网址：www.ruijie.com.cn

年收入： 77 亿元 HIT 收入比例：9%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多家

成立时间： 2000 年 注册资金：12353 万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数：50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资质：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西京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华科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北京肿瘤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鄂东医疗集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省中医院
江苏省中医院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厦门市中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卫计委
吉林省卫计委
海南省卫计委
云南省卫计委
安徽省卫计委 甘肃省卫生厅 兰州市卫生局
厦门市卫计委 成都市卫计委 十堰市卫计委

公司简介
锐捷网络，中国数据通信解决方案领导品牌。
自 2000 年成立以来，锐捷始终坚持“自主
创新”，扎根行业、深入场景应用进行解决
方案设计和创新，并利用云计算、SDN、移
动互联、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助力企
业行业用户数字化转型升级。

锐捷网络在全球拥有 41 个分支机构，4000
多家合作伙伴；拥有 5 大研发中心，10 条产
品线。业务范围覆盖了亚洲、欧洲、美洲、
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贴近用户应用
的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政府、运营商、金
融、医疗、教育、互联网、能源、交通、制
造业等行业信息化建设领域。

中国企业级 WLAN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2 位，
中国企业级终端 VDI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1 位
（数据来源：IDC）；中国移动医疗无线解
决方案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1 位，中国园区网
认证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 1 位（数据来源：
CCW）。

主要产品
交换机、路由器、无线、云桌面、安全、网
关、IT 管理、认证计费、智慧教室、微哨移
动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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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Cre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平型关路 138 号创意 108 广场银座 1818 室

电话：4008278778/021-23527333

网址：www.shcreating.com

年收入： 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家

成立时间： 2000 年 注册资金： 1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简介
上海今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Shanghai

Cre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成立于 2000 年，是由上海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认证的高新技术信息产业公司.，一

直致力于医疗应用软件的研发，目前已拥有

3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并先后

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

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认证.公司主要产品

和应用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凭借优秀的

产品，优质的售后服务，目前全国基础医院

用户已达 3000 多家，同时为数百个用户提

供了整体医疗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涵盖病案

管理、医疗数据分析、医疗决策平台等多种

医疗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
病案统计管理系统

病案示踪管理系统

数字化病案管理系统

今创无纸化病案管理系统

基于 DRGs 的医疗服务评价系统

医院等级评审日常统计学评价系统

医疗决策支持系统

医院综合评审系统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管理系统

HQMS 医疗质量监测数据上报系统

数字化随访系统

结构化诊断系统

癌症筛查平台

医疗信息质量控制平台

......

【主要客户】
卫生部北京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北京航天总医院 昆明儿童医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黑龙江省医院 青海省人民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省肿瘤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合肥市第一医院 ......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YARWARD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青龙山路 9509 号

电话：+(86-)0533-3585668

网址/邮箱：www.yarward.com

年收入：5000 万-1 亿元 HIT 收入比例： 90%以上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 1998 年 12 月 08 日 注册资金：7200 万元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员工数：326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软硬件综合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企业、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公司简介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

1998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企业，注册

资本 7200 万元，年产全系医护通讯产品

9000 套，为近 7000 家医院约 300 万张床

位提供服务。亚华在青岛和深圳等地设有研

发中心，在各大城市设有运营机构，与多家

知名方案和材料供应商有长期合作。产品入

编国家各种工具书，荣获五届“全国十佳优

秀供应商”。企业以“不断创新是亚华精神，

优质服务是亚华灵魂”为不变宗旨，竭诚为

您服务。

主要产品
亚华电子多个系列的综合解决方案：基

于两线制的智能护理通讯系统、信息化医护

管理通讯系统和基于安卓平台的 ICU 探视

与监护系统、多媒体医护管理交互系统以及

根据我国医养结合事业服务机构的需求正

在全力打造中的智慧养老平台综合解决方

案……致力于为不同层次需求的专业医护机

构和健康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定位精准且值

得信赖的医患沟通技术支持，以提升养护人

员工作效率、支撑养护空间安全、强化各类

沟通路径、贯通各类养护机构的信息化管

理。

【主要客户】
公司凭借深厚的行业经验、强大可靠的市场需求满足能

力和充沛的产能，为全国近 300 万张医护床位终端、近千家

医院建设服务合作伙伴，持续提供医护通讯领域应用设备与

整体解决方案的专业研发搭建、生产配套、销售咨询与实施

维护服务。

亚华电子遍布全国一线城市的运营服务机构，对客户实

现即时支持，与产业链上下游多家知名技术方案和材料供应

商、集成服务商有长期战略合作。与近 6000 家医院护理机

构分享宝贵医护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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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Cre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平型关路 138 号创意 108 广场银座 1818 室

电话：4008278778/021-23527333

网址：www.shcreating.com

年收入： 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家

成立时间： 2000 年 注册资金： 1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简介
上海今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Shanghai

Cre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成立于 2000 年，是由上海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认证的高新技术信息产业公司.，一

直致力于医疗应用软件的研发，目前已拥有

3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并先后

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

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认证.公司主要产品

和应用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凭借优秀的

产品，优质的售后服务，目前全国基础医院

用户已达 3000 多家，同时为数百个用户提

供了整体医疗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涵盖病案

管理、医疗数据分析、医疗决策平台等多种

医疗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
病案统计管理系统

病案示踪管理系统

数字化病案管理系统

今创无纸化病案管理系统

基于 DRGs 的医疗服务评价系统

医院等级评审日常统计学评价系统

医疗决策支持系统

医院综合评审系统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管理系统

HQMS 医疗质量监测数据上报系统

数字化随访系统

结构化诊断系统

癌症筛查平台

医疗信息质量控制平台

......

【主要客户】
卫生部北京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北京航天总医院 昆明儿童医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黑龙江省医院 青海省人民医院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广西省肿瘤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合肥市第一医院 ......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YARWARD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青龙山路 9509 号

电话：+(86-)0533-3585668

网址/邮箱：www.yarward.com

年收入：5000 万-1 亿元 HIT 收入比例： 90%以上 已签约客户数量：1000 家以上

成立时间： 1998 年 12 月 08 日 注册资金：7200 万元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员工数：326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软硬件综合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企业、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公司简介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成立于

1998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企业，注册

资本 7200 万元，年产全系医护通讯产品

9000 套，为近 7000 家医院约 300 万张床

位提供服务。亚华在青岛和深圳等地设有研

发中心，在各大城市设有运营机构，与多家

知名方案和材料供应商有长期合作。产品入

编国家各种工具书，荣获五届“全国十佳优

秀供应商”。企业以“不断创新是亚华精神，

优质服务是亚华灵魂”为不变宗旨，竭诚为

您服务。

主要产品
亚华电子多个系列的综合解决方案：基

于两线制的智能护理通讯系统、信息化医护

管理通讯系统和基于安卓平台的 ICU 探视

与监护系统、多媒体医护管理交互系统以及

根据我国医养结合事业服务机构的需求正

在全力打造中的智慧养老平台综合解决方

案……致力于为不同层次需求的专业医护机

构和健康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定位精准且值

得信赖的医患沟通技术支持，以提升养护人

员工作效率、支撑养护空间安全、强化各类

沟通路径、贯通各类养护机构的信息化管

理。

【主要客户】
公司凭借深厚的行业经验、强大可靠的市场需求满足能

力和充沛的产能，为全国近 300 万张医护床位终端、近千家

医院建设服务合作伙伴，持续提供医护通讯领域应用设备与

整体解决方案的专业研发搭建、生产配套、销售咨询与实施

维护服务。

亚华电子遍布全国一线城市的运营服务机构，对客户实

现即时支持，与产业链上下游多家知名技术方案和材料供应

商、集成服务商有长期战略合作。与近 6000 家医院护理机

构分享宝贵医护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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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United Imaging Healthcare Co., 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城北路 2258 号

电话：+(86-021) 67076888

网址/邮箱：www.united-imaging.com

年收入：暂未公开 HIT 收入比例：暂未公开 已签约客户数量：暂未公开

成立时间：2011 年 注册资金： 6 亿人民币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30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器械生产商/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公司简介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高端医疗设

备和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者。总部位于

上海嘉定，研发中心辐射全球。根植中国，

胸怀世界，通过自主创新为医疗机构提供涵

盖影像诊断设备、放疗设备、服务培训、医

疗 IT 的全方位医疗解决方案，普及高端医

疗，提升服务价值。

愿景：成为世界级医疗创新引领者。

使命：提供高端医疗设备，惠及天下大众。

立足自主创新，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

造”。

主要产品
分级诊疗解决方案；

智能云 PACS 解决方案；

智慧手术室解决方案；

云设备解决方案；

智能诊断解决方案；

云胶片解决方案；

医院专属云解决方案；

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安徽省卫计委

福建省卫计委

武汉市卫计委

上海嘉定卫计委

......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KYE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上海电影广场 C 座 9 层

电话：+(86-34770096)

网址：www.kyee.com.cn

年收入：392,963,169.03 元人民币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家，主流医院 700+

成立时间：2004 注册资金：7287.0301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数：847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智慧医疗技术及服务提供商

公司资质：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嘉定区企业技术中心、CMMI5 国际认证等

董事长 : 李志博士

公司简介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医疗技术及服务提供商，为京颐集团成员企业之一，

业务范围涵盖移动医疗、医院 HRP、医疗物联网、护理教育、HCRM、云 HIS、一卡通、医疗云等

诸多领域，全面布局医疗云、数字化医院、区域智慧医疗。公司的卓越团队创造了多项骄人业绩，

成功为国内超过 3000 家各类型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产品及服务，其中包括 700 家以上三级医院，

帮助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医疗安全。

主要产品
针对中小型医疗机构对复杂医疗信息化设施的建设需求，京颐股份以云 HIS、云 HRP、云 PACS、

云 LIS、云 HCRM 等为核心产品，升级为云服务模式，以此为基础构建“京颐医疗云”，成为公司面

向未来的核心战略。京颐医疗云通过新型运营模式，帮助中小型医疗机构实现信息化建设的低成本、

免维护、高安全。

【主要客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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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United Imaging Healthcare Co., 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城北路 2258 号

电话：+(86-021) 67076888

网址/邮箱：www.united-imaging.com

年收入：暂未公开 HIT 收入比例：暂未公开 已签约客户数量：暂未公开

成立时间：2011 年 注册资金： 6 亿人民币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30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医疗器械生产商/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公司简介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高端医疗设

备和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者。总部位于

上海嘉定，研发中心辐射全球。根植中国，

胸怀世界，通过自主创新为医疗机构提供涵

盖影像诊断设备、放疗设备、服务培训、医

疗 IT 的全方位医疗解决方案，普及高端医

疗，提升服务价值。

愿景：成为世界级医疗创新引领者。

使命：提供高端医疗设备，惠及天下大众。

立足自主创新，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

造”。

主要产品
分级诊疗解决方案；

智能云 PACS 解决方案；

智慧手术室解决方案；

云设备解决方案；

智能诊断解决方案；

云胶片解决方案；

医院专属云解决方案；

家庭医生签约平台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安徽省卫计委

福建省卫计委

武汉市卫计委

上海嘉定卫计委

......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KYE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上海电影广场 C 座 9 层

电话：+(86-34770096)

网址：www.kyee.com.cn

年收入：392,963,169.03 元人民币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家，主流医院 700+

成立时间：2004 注册资金：7287.030100 万人民币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数：847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智慧医疗技术及服务提供商

公司资质：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嘉定区企业技术中心、CMMI5 国际认证等

董事长 : 李志博士

公司简介
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智慧医疗技术及服务提供商，为京颐集团成员企业之一，

业务范围涵盖移动医疗、医院 HRP、医疗物联网、护理教育、HCRM、云 HIS、一卡通、医疗云等

诸多领域，全面布局医疗云、数字化医院、区域智慧医疗。公司的卓越团队创造了多项骄人业绩，

成功为国内超过 3000 家各类型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产品及服务，其中包括 700 家以上三级医院，

帮助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医疗安全。

主要产品
针对中小型医疗机构对复杂医疗信息化设施的建设需求，京颐股份以云 HIS、云 HRP、云 PACS、

云 LIS、云 HCRM 等为核心产品，升级为云服务模式，以此为基础构建“京颐医疗云”，成为公司面

向未来的核心战略。京颐医疗云通过新型运营模式，帮助中小型医疗机构实现信息化建设的低成本、

免维护、高安全。

【主要客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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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安泰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Annet Information System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3 栋 302

电话：+(86-)0755-86226839

网址/邮箱：www.annetinfo.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06 注册资金：4400 万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数：1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无

公司简介
深 圳 安 泰 创 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Annet Information System

Co.，Ltd）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信息创新应

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4400 万元。公司秉承

“服务、创新、信诺、执行”的企业精神，

坚持 “让数据创造医疗服务价值”的核心

发展理念，是国内知名的智慧医疗信息化服

务企业。

安泰创新专注于医院、医联体和互联网

医院的创新信息化解决方案，以及医疗临床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有效落地。以自主知识

产权的“Annet 异构信息集成平台”为基础，

全面汇聚千万患者医疗核心诊疗数据，通过

移动互联网、云影像技术实现全景信息互联

互通和共享，助力各级医疗机构实现全方

位、全周期、连续的医疗服务。

主要产品
安泰全景汇诊系统涵盖医院异构信息集成、

医院信息全景展现、区域健康医疗信息化、

医联体分级诊疗信息支持以及跨平台互联

网远程会诊系统等；

安泰全景医学影像系统涵盖医院影像数据

中心、放射医学影像系统（PACS/RIS）、超

声影像系统、内镜影像系统、病理影像系统，

以及区域医学影像服务平台和云存储、云诊

断、云取片等互联网影像应用服务。

【主要客户】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深圳罗湖医院集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营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come Computer Technology Co.,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长逸路 15 号复旦软件园 B 座 17 楼

电话：+(86-)021-36411771

网址：www.wincome.org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2007.12 注册资金： 5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供应商

公司简介
十年一直聚焦在临床营养服务领域，己构

建从膳食到诊疗，从门诊到住院，从 PC

营养管理到移动营养管理，从患者营养到

职工营养，从院内管理到院外服务，从医

院到区域的临床营养业务全流程产品体

系，让医院临床营养管理保持极大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强大的专家团队以及与全国各大营养学

会的紧密合作，让营康的产品具备明显的

专业竞争力。获得著作权 21 项，专利 2

项；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美誉度全国第一；

服务三甲医院超过 500 余家，服务患者

超过 1000 余万人/年，完善的服务体系

打造良好的服务口碑。

荣获：

2016 年中国临床营养事业贡献奖

2016 年健康中国创新奖

2016 年健康服务业创新大赛 亚军

2017 营养风云榜-营养科技信息服务优

秀奖

主要产品
 医院营养信息系统 （HNIS）

 医院移动营养诊疗系统

 医院 FSMP 综合管理平台

 省级临床营养质控平台

 体检健康管理系统

 健康云知识库平台

 临床营养专业圈 APP + 麦田医生

APP，打造中国临床营养医生科研

调查、专业交流与医患互动服务平

台

 临床营养跨区域、多中心、大用户

临床营养科研平台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十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厦门大学第一医院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内蒙古人民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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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安泰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Annet Information System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3 栋 302

电话：+(86-)0755-86226839

网址/邮箱：www.annetinfo.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06 注册资金：4400 万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数：1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无

公司简介
深 圳 安 泰 创 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Annet Information System

Co.，Ltd）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信息创新应

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 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4400 万元。公司秉承

“服务、创新、信诺、执行”的企业精神，

坚持 “让数据创造医疗服务价值”的核心

发展理念，是国内知名的智慧医疗信息化服

务企业。

安泰创新专注于医院、医联体和互联网

医院的创新信息化解决方案，以及医疗临床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有效落地。以自主知识

产权的“Annet 异构信息集成平台”为基础，

全面汇聚千万患者医疗核心诊疗数据，通过

移动互联网、云影像技术实现全景信息互联

互通和共享，助力各级医疗机构实现全方

位、全周期、连续的医疗服务。

主要产品
安泰全景汇诊系统涵盖医院异构信息集成、

医院信息全景展现、区域健康医疗信息化、

医联体分级诊疗信息支持以及跨平台互联

网远程会诊系统等；

安泰全景医学影像系统涵盖医院影像数据

中心、放射医学影像系统（PACS/RIS）、超

声影像系统、内镜影像系统、病理影像系统，

以及区域医学影像服务平台和云存储、云诊

断、云取片等互联网影像应用服务。

【主要客户】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深圳市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深圳罗湖医院集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营康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come Computer Technology Co.,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长逸路 15 号复旦软件园 B 座 17 楼

电话：+(86-)021-36411771

网址：www.wincome.org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2007.12 注册资金： 5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5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供应商

公司简介
十年一直聚焦在临床营养服务领域，己构

建从膳食到诊疗，从门诊到住院，从 PC

营养管理到移动营养管理，从患者营养到

职工营养，从院内管理到院外服务，从医

院到区域的临床营养业务全流程产品体

系，让医院临床营养管理保持极大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强大的专家团队以及与全国各大营养学

会的紧密合作，让营康的产品具备明显的

专业竞争力。获得著作权 21 项，专利 2

项；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美誉度全国第一；

服务三甲医院超过 500 余家，服务患者

超过 1000 余万人/年，完善的服务体系

打造良好的服务口碑。

荣获：

2016 年中国临床营养事业贡献奖

2016 年健康中国创新奖

2016 年健康服务业创新大赛 亚军

2017 营养风云榜-营养科技信息服务优

秀奖

主要产品
 医院营养信息系统 （HNIS）

 医院移动营养诊疗系统

 医院 FSMP 综合管理平台

 省级临床营养质控平台

 体检健康管理系统

 健康云知识库平台

 临床营养专业圈 APP + 麦田医生

APP，打造中国临床营养医生科研

调查、专业交流与医患互动服务平

台

 临床营养跨区域、多中心、大用户

临床营养科研平台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十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厦门大学第一医院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内蒙古人民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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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巨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uding Med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乌石头路 8 号天明科技大厦）

电话：0755-22284320

网址/邮箱：http://www.clearofchina.com/

年收入：4.6 亿 HIT 收入比例：25%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成立时间：2008 年 注册资金：1200 万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1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智慧医疗大健康解决方案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资质：CMMI-ML3

公司简介
巨鼎医疗，智慧医疗大健康解决方案领域的

高新技术企业。深耕医疗领域多年，巨鼎医

疗业已形成以智慧医疗、全院自助、健康管

理发展模块为基础，以医疗大数据联云、影

像全生态智能输出、智能自助终端+医疗信

息化、医联体建设、远程心脏监护、糖尿病

多维照护为核心的综合布局，赋能政府、医

疗机构实现城市医疗服务信息化线下联动

线上的跨越式发展，致力于打造以电子健康

档案到云端为中心的智慧医疗生态圈，成为

横跨医疗 IT、医疗大数据、医疗移动应用、

健康管理、医疗金融服务、医疗教育的综合

性集团公司，构建健康中国新蓝图。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广东

省人民医院、鄂东医疗集团、民航总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空军军医

大学附属唐都医院、湖北省人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仙桃市第一人

民医院.......

主要产品
医联体 1+8、智慧医院、影像自助云服务、胸痛中心、心脏

监护、血糖四维照护。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biocare Bio-Med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 16-1 号

电话：+(86-0755-2796 0888/3661 5333)

网址：www.biocare.com.cn

年收入：9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20% 已签约客户数量：累计 2000 多家

成立时间：1996 年 注册资金：(人民币)6330.0000 万元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9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硬件供应商、应用软件服务商、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邦健医疗的前身深圳市邦健电子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96 年，2012 年改制为深圳邦健

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登陆新三板。

邦健医疗肩负精心呵护天下心的崇高使

命，怀着有心跳的地方就有邦健的伟大愿景，

20 年来，专注于心脏电生理类医疗器械产品

领域，在心电领域拥有发明专利 25 项，实用

新型和外观专利 35 项，自主研发符合国际标

准的心电分析算法，综合分析精确度高居世

界前列，心电产品遍布全球。

主要产品
（单道、三道、六道、十二道、十五道）数

字式心电图机、动态心电/血压记录仪、便携

式心电图机、心电采集盒、多参数监护仪、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除颤监护仪、心电

网络工作站、胎监遥测方案。

【主要客户】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赣州市人民医院、南

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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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巨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uding Med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乌石头路 8 号天明科技大厦）

电话：0755-22284320

网址/邮箱：http://www.clearofchina.com/

年收入：4.6 亿 HIT 收入比例：25% 已签约客户数量：3000+

成立时间：2008 年 注册资金：1200 万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15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智慧医疗大健康解决方案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资质：CMMI-ML3

公司简介
巨鼎医疗，智慧医疗大健康解决方案领域的

高新技术企业。深耕医疗领域多年，巨鼎医

疗业已形成以智慧医疗、全院自助、健康管

理发展模块为基础，以医疗大数据联云、影

像全生态智能输出、智能自助终端+医疗信

息化、医联体建设、远程心脏监护、糖尿病

多维照护为核心的综合布局，赋能政府、医

疗机构实现城市医疗服务信息化线下联动

线上的跨越式发展，致力于打造以电子健康

档案到云端为中心的智慧医疗生态圈，成为

横跨医疗 IT、医疗大数据、医疗移动应用、

健康管理、医疗金融服务、医疗教育的综合

性集团公司，构建健康中国新蓝图。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广东

省人民医院、鄂东医疗集团、民航总医院、安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空军军医

大学附属唐都医院、湖北省人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仙桃市第一人

民医院.......

主要产品
医联体 1+8、智慧医院、影像自助云服务、胸痛中心、心脏

监护、血糖四维照护。

深圳邦健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biocare Bio-Med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 16-1 号

电话：+(86-0755-2796 0888/3661 5333)

网址：www.biocare.com.cn

年收入：9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20% 已签约客户数量：累计 2000 多家

成立时间：1996 年 注册资金：(人民币)6330.0000 万元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9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硬件供应商、应用软件服务商、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邦健医疗的前身深圳市邦健电子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96 年，2012 年改制为深圳邦健

生物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登陆新三板。

邦健医疗肩负精心呵护天下心的崇高使

命，怀着有心跳的地方就有邦健的伟大愿景，

20 年来，专注于心脏电生理类医疗器械产品

领域，在心电领域拥有发明专利 25 项，实用

新型和外观专利 35 项，自主研发符合国际标

准的心电分析算法，综合分析精确度高居世

界前列，心电产品遍布全球。

主要产品
（单道、三道、六道、十二道、十五道）数

字式心电图机、动态心电/血压记录仪、便携

式心电图机、心电采集盒、多参数监护仪、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除颤监护仪、心电

网络工作站、胎监遥测方案。

【主要客户】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赣州市人民医院、南

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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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奇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Gennlife (Beijing) Technology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5 号海淀新技术大厦 1036 室

电话：+(86-10)88407930

网址/邮箱：www.gennlife.com info@gennlife.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生命奇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致力于医疗大数据产品和技术创新的高科

技企业。公司愿景：应用生物医学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医疗健康服务更加精

准、便捷、高效。

公司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了国内第一个商业产品化的精准医学大数

据平台 Vitark 16®，目前已经和国内众多医

疗机构合作落地，，积累了处理数千万病例、

数十亿条数据记录的经验，并获得了十余项

软件著作权。

公司核心团队由生物统计、生物信息、

大数据、临床、医学信息等领域的一流水平

专家组成，员工大都来自国内外知名的医

院、生物技术公司、互联网企业和 IT 企业。

公司具备雄厚的研发实力和综合多专业的

跨界融合能力。

主要产品
Vitark 16®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准医学

大数据平台，它整合了医院的异构临床数

据、生物组学、病理、影像、实验室、随访

信息以及各种知识库、指南、文献等多维度

数据，基于原创的医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提供强大、便捷的数据可视化工具和数据探

索分析工具，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

型医疗体系，为医疗机构的临床研究、临床

决策支持、运营管理等各方面提供有价值的

真实世界证据。

沈阳市威灵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Shenyang Winlion Medical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 10-5 号长白电子产业园 A 座四楼

电话：+(86-024-86727109)

网址/邮箱：http://www.sy-winlion.com/

年收入： 1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

成立时间：1997 年 注册资金： 100 万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员工数：5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沈阳威灵医用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领

先核心技术的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提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心电电生理信息

网络系统”、“区域医疗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的应用系统及解决方案。本公司“威灵心脏

监测网”被评国家级发明金奖、国家级科技

攻关项目、国家级重点火炬计划、国家级新

产品。公司为沈阳市政府评为“高薪技术企

业”“优秀软件企业”“百强优胜企业”、“市

优秀企业”、“市民营示范业务”。

主要产品
心电电生理信息网络系统

区域医疗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营口市中心医院

新疆新和县人民医院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新疆温宿县人民医院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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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奇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Gennlife (Beijing) Technology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5 号海淀新技术大厦 1036 室

电话：+(86-10)88407930

网址/邮箱：www.gennlife.com info@gennlife.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公司性质： 员工数：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生命奇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致力于医疗大数据产品和技术创新的高科

技企业。公司愿景：应用生物医学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医疗健康服务更加精

准、便捷、高效。

公司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了国内第一个商业产品化的精准医学大数

据平台 Vitark 16®，目前已经和国内众多医

疗机构合作落地，，积累了处理数千万病例、

数十亿条数据记录的经验，并获得了十余项

软件著作权。

公司核心团队由生物统计、生物信息、

大数据、临床、医学信息等领域的一流水平

专家组成，员工大都来自国内外知名的医

院、生物技术公司、互联网企业和 IT 企业。

公司具备雄厚的研发实力和综合多专业的

跨界融合能力。

主要产品
Vitark 16®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准医学

大数据平台，它整合了医院的异构临床数

据、生物组学、病理、影像、实验室、随访

信息以及各种知识库、指南、文献等多维度

数据，基于原创的医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提供强大、便捷的数据可视化工具和数据探

索分析工具，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学习

型医疗体系，为医疗机构的临床研究、临床

决策支持、运营管理等各方面提供有价值的

真实世界证据。

沈阳市威灵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Shenyang Winlion Medical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 10-5 号长白电子产业园 A 座四楼

电话：+(86-024-86727109)

网址/邮箱：http://www.sy-winlion.com/

年收入： 1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200

成立时间：1997 年 注册资金： 100 万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员工数：5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软件供应商一级

公司简介
沈阳威灵医用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领

先核心技术的医疗信息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提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心电电生理信息

网络系统”、“区域医疗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的应用系统及解决方案。本公司“威灵心脏

监测网”被评国家级发明金奖、国家级科技

攻关项目、国家级重点火炬计划、国家级新

产品。公司为沈阳市政府评为“高薪技术企

业”“优秀软件企业”“百强优胜企业”、“市

优秀企业”、“市民营示范业务”。

主要产品
心电电生理信息网络系统

区域医疗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主要客户】
营口市中心医院

新疆新和县人民医院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新疆温宿县人民医院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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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华控大厦

电话：+(86-01)82776666

网址/邮箱：www.topsec.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0 万以上

成立时间：1995 年 注册资金：3.5 亿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员工数：3000 人以上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安全信息集成，服务、产品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融

信），1995 年成立于北京，是中国领先的

网络安全、大数据与安全云服务提供商。天

融信从 1996 年率先推出填补国内空白的自

主知识产权防火墙产品，到自主研发的可编

程 ASIC 安全芯片，从全球首发新一代可信

并行计算安全平台，到云时代超百 G 机架式

“擎天”安全网关。天融信公司坚持自主创

新，连续 10 余年位居中国信息安全市场防

火墙、安全硬件、整体信息安全市场领先位

置。2001 年天融信率先推出“TOPSEC”联

动 协 议 ， 2004 年 提 出 “ 可 信 网 络 架 构

（TNA）”，2008 年提出构建“可信网络

世界（TNW）”，2016 年提出以安全大数

据为核心的下一代可信网络安全架构，奏响

了向安全云服务进军的号角。天融信引领和

见证了中国信息安全产业的方向，成功打造

中 国 信 息安 全 产 业 著 名 品 牌-TOPSEC 。

2016 年 11 月，天融信公司和南洋股份并购

重组成功，股票代码为 002212。

主要产品
天融信向广大客户提供安全防护、安全接

入、安全检测、数据安全、云安全、大数据、

安全服务、安全云服务、安全集成和企业无

线 10 大类安全产品或安全业务，满足客户

的一站式安全需求。

【主要客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卫生厅

河南省卫生厅

广西省卫生厅.........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301 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等上百家医疗客户

天际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电话：+(86-)13915565061

网址/邮箱：www.tianjihealth.com/sunhonghua@tjhcorp.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1 注册资金：1.5 亿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1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上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天际健康是一家能够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

药品采购管理、药品供应链管理、临床合理

用药管理和医保支付管理解决方案的创新

型公司，公司的管理与研发团队成员具有近

二十年的医药信息化经验，拥有国际领先的

的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沿技术，

服务了超过 150 家各级医疗机构，其中包括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等一批国内三甲及特三甲医

院。作为国内首创的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目

前已经在上海长征医院、上海新华医院等医

院落地实施运行，也是目前国内能够真正实

现覆盖全院所有门急诊科室实行处方前置

审核的单位。

主要产品
药品采购管理、药品供应链管理、临床合理用药管理、区域

化处方监管平台、医保支付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解放军总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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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华控大厦

电话：+(86-01)82776666

网址/邮箱：www.topsec.com.cn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0 万以上

成立时间：1995 年 注册资金：3.5 亿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员工数：3000 人以上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安全信息集成，服务、产品供应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融

信），1995 年成立于北京，是中国领先的

网络安全、大数据与安全云服务提供商。天

融信从 1996 年率先推出填补国内空白的自

主知识产权防火墙产品，到自主研发的可编

程 ASIC 安全芯片，从全球首发新一代可信

并行计算安全平台，到云时代超百 G 机架式

“擎天”安全网关。天融信公司坚持自主创

新，连续 10 余年位居中国信息安全市场防

火墙、安全硬件、整体信息安全市场领先位

置。2001 年天融信率先推出“TOPSEC”联

动 协 议 ， 2004 年 提 出 “ 可 信 网 络 架 构

（TNA）”，2008 年提出构建“可信网络

世界（TNW）”，2016 年提出以安全大数

据为核心的下一代可信网络安全架构，奏响

了向安全云服务进军的号角。天融信引领和

见证了中国信息安全产业的方向，成功打造

中 国 信 息安 全 产 业 著 名 品 牌-TOPSEC 。

2016 年 11 月，天融信公司和南洋股份并购

重组成功，股票代码为 002212。

主要产品
天融信向广大客户提供安全防护、安全接

入、安全检测、数据安全、云安全、大数据、

安全服务、安全云服务、安全集成和企业无

线 10 大类安全产品或安全业务，满足客户

的一站式安全需求。

【主要客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卫生厅

河南省卫生厅

广西省卫生厅.........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301 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等上百家医疗客户

天际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326 号

电话：+(86-)13915565061

网址/邮箱：www.tianjihealth.com/sunhonghua@tjhcorp.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1 注册资金：1.5 亿 公司性质： 民营 员工数：1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上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天际健康是一家能够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

药品采购管理、药品供应链管理、临床合理

用药管理和医保支付管理解决方案的创新

型公司，公司的管理与研发团队成员具有近

二十年的医药信息化经验，拥有国际领先的

的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沿技术，

服务了超过 150 家各级医疗机构，其中包括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等一批国内三甲及特三甲医

院。作为国内首创的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目

前已经在上海长征医院、上海新华医院等医

院落地实施运行，也是目前国内能够真正实

现覆盖全院所有门急诊科室实行处方前置

审核的单位。

主要产品
药品采购管理、药品供应链管理、临床合理用药管理、区域

化处方监管平台、医保支付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
解放军总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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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瑞康永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uhan RuiKangYongChu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1 号软件产业园 4.1 期 E3 栋 601 室

电话：027-87808853

网址/邮箱：www.ruikangsoft.com/luoyong@ruikangsoft.com

年收入：707 万 HIT 收入比例：96% 已签约客户数量：30

成立时间：2015 年 2 月 5 日 注册资金：100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5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质量、服务、信誉 AAA 级企业

公司简介
武汉瑞康永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专注从事全

球领先的医疗保健互操作性解决方案的开

发与建设，产品遵循国家卫计委电子病历建

设、数据互联互通建设标准；国际 JCI、HL7

认证，不断探索标准化规范，是国内面向患

者的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新力量。 瑞康永

创是由一群具有多年医院信息化开发和项

目管理经验的精英，国内著名大型医院高层

管理者，海外知名信息化专家共同建立的，

拥有医院管理实务经验人士所孵化而成。公

司长期专注于医院管理领域，立志将 JCI 现

代化的医院管理理念、制度引入中国医疗机

构，改善中国医院经营管理现状，并共同为

建立一个以病人为中心、效率、优质的医院

而努力，期望医疗机构在我们的指导下能更

好的提供民众健康的服务。

主要产品
电子病历

医护一体化

集成平台

医院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银医通信息系统

临床路径

患者主索引

集成门户

【主要客户】
鄂东医疗集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应城市人民医院

高安市立骨伤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武汉儒松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RuSo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129 号创业孵化基地 1 楼 1033 号

电话：+(86-)18271996787

网址/邮箱：252076000@163.com

年收入： 7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63 家

成立时间： 2016 年 11 月 15 日 注册资金：500 万 公司性质： 私营企业 员工数：3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武汉儒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独立软

件开发商和软件服务提供商,专注于医疗行

业 IT 运维与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研发。

主要产品
维保参照 ITIL 运维理论体系，结合医疗

行业特殊性，整合行业专家智慧的结晶，配

合专业化的技术团队，致力于用信息化的手

段管理信息化，打造真正属于信息部门的内

部管理软件。实现了来电弹屏、工单响应、

工单分派、过程跟踪、满意度测评、知识文

档、统计分析等工作的信息化管理。维保保

使科室工作“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改变科室形象，提高服务效率。

【主要客户】
武汉市中心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无锡市人民医

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襄阳市中心

医院、宜昌市中心医院、湖北省中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

院、宜兴市人民医院、十堰太和医院、国药东风总医院、十

堰市妇幼保健院、内蒙古阿拉善盟中心医院、黑龙江七台河

人民医院、丹江口人民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广西民

族医院、广西江滨医院、武汉市五医院、南宁市第四人民医

院、贵州黔南州人民医院、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江苏灌南

县人民医院、金华市中心医院，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 672

医院、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东海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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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瑞康永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uhan RuiKangYongChu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1 号软件产业园 4.1 期 E3 栋 601 室

电话：027-87808853

网址/邮箱：www.ruikangsoft.com/luoyong@ruikangsoft.com

年收入：707 万 HIT 收入比例：96% 已签约客户数量：30

成立时间：2015 年 2 月 5 日 注册资金：1000 万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数：55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质量、服务、信誉 AAA 级企业

公司简介
武汉瑞康永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专注从事全

球领先的医疗保健互操作性解决方案的开

发与建设，产品遵循国家卫计委电子病历建

设、数据互联互通建设标准；国际 JCI、HL7

认证，不断探索标准化规范，是国内面向患

者的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新力量。 瑞康永

创是由一群具有多年医院信息化开发和项

目管理经验的精英，国内著名大型医院高层

管理者，海外知名信息化专家共同建立的，

拥有医院管理实务经验人士所孵化而成。公

司长期专注于医院管理领域，立志将 JCI 现

代化的医院管理理念、制度引入中国医疗机

构，改善中国医院经营管理现状，并共同为

建立一个以病人为中心、效率、优质的医院

而努力，期望医疗机构在我们的指导下能更

好的提供民众健康的服务。

主要产品
电子病历

医护一体化

集成平台

医院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银医通信息系统

临床路径

患者主索引

集成门户

【主要客户】
鄂东医疗集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应城市人民医院

高安市立骨伤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武汉儒松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RuSo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129 号创业孵化基地 1 楼 1033 号

电话：+(86-)18271996787

网址/邮箱：252076000@163.com

年收入： 700 万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63 家

成立时间： 2016 年 11 月 15 日 注册资金：500 万 公司性质： 私营企业 员工数：3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武汉儒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独立软

件开发商和软件服务提供商,专注于医疗行

业 IT 运维与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研发。

主要产品
维保参照 ITIL 运维理论体系，结合医疗

行业特殊性，整合行业专家智慧的结晶，配

合专业化的技术团队，致力于用信息化的手

段管理信息化，打造真正属于信息部门的内

部管理软件。实现了来电弹屏、工单响应、

工单分派、过程跟踪、满意度测评、知识文

档、统计分析等工作的信息化管理。维保保

使科室工作“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改变科室形象，提高服务效率。

【主要客户】
武汉市中心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广东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无锡市人民医

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襄阳市中心

医院、宜昌市中心医院、湖北省中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

院、宜兴市人民医院、十堰太和医院、国药东风总医院、十

堰市妇幼保健院、内蒙古阿拉善盟中心医院、黑龙江七台河

人民医院、丹江口人民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广西民

族医院、广西江滨医院、武汉市五医院、南宁市第四人民医

院、贵州黔南州人民医院、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江苏灌南

县人民医院、金华市中心医院，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 672

医院、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东海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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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CILICO Microelectronics 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 号汇鑫 IBC-A 座 4 层

电话：+(86-)029-88605865

网址：www.cilico.cn

年收入：8000 万 HIT 收入比例：15% 已签约客户数量：150

成立时间：2001 年 注册资金：2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硬件提供商 公司资质：生产厂家

公司简介
富立叶，成立于 2001 年， 是一家拥有

百余项技术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级

物联网数据采集终端和服务提供商，总部位

于西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其旗下包含

阿凡达（AFANDA）和富立叶(CILICO）两

大运营品牌。我们专注物联网数据采集技术

16 年，结合复杂多变的工业环境，自主研

发、设计、生产、供应外观时尚，坚固耐用

的移动信息化智能大数据采集终端产品。

富立叶致力于成为物联网行业领军企

业，将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物联网大数据

采集终端产品作为企业使命。数十年始终如

一的坚持，成就了今天富立叶的成长。未来，

富立叶将持续专注于提供物联大网数据采

集终端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为中国工业信

息化、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为人类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做出贡献！

主要产品
物联网大数据手持终端、医疗专用大数

据终端、工业级安卓打印手持终端、工业级

物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打印 POS 机、（一维

/二维）条码扫描枪、微型条码扫描器、开

票扫描枪等。

【主要客户】
产品已全面进入移动医疗、物流快递、商超零售、轨道

交通、国家电网、电力测绘、制造业、资产管理，产品溯源

等多个行业领域，深得全球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家

客户的一致信赖。

武汉新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NEWTOUCH IMFORM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软件园 1 号楼 4 楼

电话：+(86-21)51105671

网址/邮箱：mc.newtouch.com

年收入：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2009 年 注册资金：1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12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CMMI5 ISO27001

公司简介
新致医疗是中国领先的医疗信息化云

解决方案服务商。通过技术革新，致力于以

医疗云技术为核心，同时借助大数据和区块

链技术颠覆医疗信息化的传统服务模式，现

已覆盖区域卫生、基层卫生、公共卫生、健

康服务等领域。新致医疗为打造全新的大医

疗服务生态圈砥砺前行。

主要产品
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统一患者服务平

台，者服务网站，统一支付平台，统一预约

平台，云 HIS 系统，LIS 系统，输血科管理

系统，物资管理。

【主要客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青清区

卫计委，贵州省贵安新区，美国 GRS 健瑞

仕，上海市岳阳医院，上海市华东医院，上

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上海市仁

济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内江市

第二人民医院，四川长城肾脏医院，宜宾市

第一人民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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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CILICO Microelectronics 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 号汇鑫 IBC-A 座 4 层

电话：+(86-)029-88605865

网址：www.cilico.cn

年收入：8000 万 HIT 收入比例：15% 已签约客户数量：150

成立时间：2001 年 注册资金：2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硬件提供商 公司资质：生产厂家

公司简介
富立叶，成立于 2001 年， 是一家拥有

百余项技术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级

物联网数据采集终端和服务提供商，总部位

于西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其旗下包含

阿凡达（AFANDA）和富立叶(CILICO）两

大运营品牌。我们专注物联网数据采集技术

16 年，结合复杂多变的工业环境，自主研

发、设计、生产、供应外观时尚，坚固耐用

的移动信息化智能大数据采集终端产品。

富立叶致力于成为物联网行业领军企

业，将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物联网大数据

采集终端产品作为企业使命。数十年始终如

一的坚持，成就了今天富立叶的成长。未来，

富立叶将持续专注于提供物联大网数据采

集终端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为中国工业信

息化、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为人类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做出贡献！

主要产品
物联网大数据手持终端、医疗专用大数

据终端、工业级安卓打印手持终端、工业级

物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打印 POS 机、（一维

/二维）条码扫描枪、微型条码扫描器、开

票扫描枪等。

【主要客户】
产品已全面进入移动医疗、物流快递、商超零售、轨道

交通、国家电网、电力测绘、制造业、资产管理，产品溯源

等多个行业领域，深得全球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家

客户的一致信赖。

武汉新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NEWTOUCH IMFORMATION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软件园 1 号楼 4 楼

电话：+(86-21)51105671

网址/邮箱：mc.newtouch.com

年收入：5000 万 HIT 收入比例： 100% 已签约客户数量：500

成立时间： 2009 年 注册资金：1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12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CMMI5 ISO27001

公司简介
新致医疗是中国领先的医疗信息化云

解决方案服务商。通过技术革新，致力于以

医疗云技术为核心，同时借助大数据和区块

链技术颠覆医疗信息化的传统服务模式，现

已覆盖区域卫生、基层卫生、公共卫生、健

康服务等领域。新致医疗为打造全新的大医

疗服务生态圈砥砺前行。

主要产品
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统一患者服务平

台，者服务网站，统一支付平台，统一预约

平台，云 HIS 系统，LIS 系统，输血科管理

系统，物资管理。

【主要客户】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青清区

卫计委，贵州省贵安新区，美国 GRS 健瑞

仕，上海市岳阳医院，上海市华东医院，上

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上海市仁

济医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内江市

第二人民医院，四川长城肾脏医院，宜宾市

第一人民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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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国际
SENYIN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写字楼 A 座 20 层

电话：57260362

网址：www.senyint.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778

成立时间：2010 年 6 月 注册资金：6400 万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 员工数：6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智慧医疗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运营商 公司资质：医疗软件生产商

公司简介
心医国际是中国领先的智慧医疗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立足于实体医疗，通过打造基于实体医院的互联网

医疗运营服务平台，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能力，使有

限的医疗资源能够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利用。

心医国际通过“资源+运营+学科”三大核心板块深入

服务实体医疗机构，打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互联网+医

疗健康”模式。目前已构建全国最大的远程医联体网

络，覆盖全国 31 省 5700+医院、160+医联体、160+

区域龙头、50+国家三甲以及 20+专科龙头，并形成基

于临床业务的海量真实诊疗数据。先后承建青海、河南、

贵州、山西四大省级远程医疗平台，并持续开展远程业

务的运营服务。

主要产品
【全新一代远程医疗平台】：平台具备定制化平台服务、

大数据智能分析、多终端使用无边界&轻量化、患者诊

疗信息全视角展现、精准智能分诊五大功能特点，定义

全新远程会诊闭环管理控制流程。

【远程 SaaS 结合云计算应用】：提升软件灵活部署及

应用能力；运用敏捷开发充分满足并高效响应客户需

求；国内首家将微服务架构运用于医联体分级诊疗建

设，将应用与服务有机结合，提升平台服务效能。

【影像云平台服务】：实现多级影像存储，兼顾成本和

效率，进行数据生命周期智能管理；带宽感知压缩传输

技术，实现远距离、低带宽环境影像快速调阅；分布式

数据访问，提升了大数据量容积数据读取和处理能力；

AI 服务器快速标定可疑图像等功能优势点，全面符合

HL7、DICOM3.0 标准。

【多级医疗协作平台】：实现医院与医院、医生与医生、

医生与患者的有效智联，为各领域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

互联互通的生态闭环平台。

【主要客户】
心医国际目前已搭建覆盖全国31 省 5778 多家

医院的医联体远程协作体系，建设并服务于贵

州、山西、青海及河南 4 个省级远程医疗平台；

服务覆盖了约 160 家区域龙头医院，50 余家

国家三甲级医院以及 20 余家专科龙头医院；

服务于全国 160 余个各级各类医联体，基层医

生超过 18 万。

西安凯达科技有限公司
XI'AN KAID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38 号粤汉国际 1 号楼 10405 室

电话：+(86-) 029-85825325

网址/邮箱：www.kidasoft.com

年收入：150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5

成立时间：2016-04 注册资金：1000 万 公司性质：私企 员工数：22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提供商 公司资质：

【主要客户】
西京医院

渭南市中心医院

咸阳市第一医院

新邵县人民医院

西安市第九医院

三二０一医院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西安北车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铜仁市人民医院

仁怀市人民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公司简介
西安凯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坐落于历史悠久的十三朝古都-西安。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专注于“智慧医

疗”项目研发，开发的智能护理平台系统，

结合触控产品、物联网及传感技术等，实现

了无声病区和智能护理管理，结束了护理人

员繁杂的抄写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护

理质量。

公司秉承“以诚信赢得客户，以质量开

拓市场”，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科学发展模

式，奉行与客户共同进步的双赢发展战略，

实现公司长远目标与社会价值。

主要产品
医疗智能化护理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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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国际
SENYIN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写字楼 A 座 20 层

电话：57260362

网址：www.senyint.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5778

成立时间：2010 年 6 月 注册资金：6400 万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 员工数：6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智慧医疗创新解决方案提供商、运营商 公司资质：医疗软件生产商

公司简介
心医国际是中国领先的智慧医疗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立足于实体医疗，通过打造基于实体医院的互联网

医疗运营服务平台，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能力，使有

限的医疗资源能够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利用。

心医国际通过“资源+运营+学科”三大核心板块深入

服务实体医疗机构，打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互联网+医

疗健康”模式。目前已构建全国最大的远程医联体网

络，覆盖全国 31 省 5700+医院、160+医联体、160+

区域龙头、50+国家三甲以及 20+专科龙头，并形成基

于临床业务的海量真实诊疗数据。先后承建青海、河南、

贵州、山西四大省级远程医疗平台，并持续开展远程业

务的运营服务。

主要产品
【全新一代远程医疗平台】：平台具备定制化平台服务、

大数据智能分析、多终端使用无边界&轻量化、患者诊

疗信息全视角展现、精准智能分诊五大功能特点，定义

全新远程会诊闭环管理控制流程。

【远程 SaaS 结合云计算应用】：提升软件灵活部署及

应用能力；运用敏捷开发充分满足并高效响应客户需

求；国内首家将微服务架构运用于医联体分级诊疗建

设，将应用与服务有机结合，提升平台服务效能。

【影像云平台服务】：实现多级影像存储，兼顾成本和

效率，进行数据生命周期智能管理；带宽感知压缩传输

技术，实现远距离、低带宽环境影像快速调阅；分布式

数据访问，提升了大数据量容积数据读取和处理能力；

AI 服务器快速标定可疑图像等功能优势点，全面符合

HL7、DICOM3.0 标准。

【多级医疗协作平台】：实现医院与医院、医生与医生、

医生与患者的有效智联，为各领域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

互联互通的生态闭环平台。

【主要客户】
心医国际目前已搭建覆盖全国31 省 5778 多家

医院的医联体远程协作体系，建设并服务于贵

州、山西、青海及河南 4 个省级远程医疗平台；

服务覆盖了约 160 家区域龙头医院，50 余家

国家三甲级医院以及 20 余家专科龙头医院；

服务于全国 160 余个各级各类医联体，基层医

生超过 18 万。

西安凯达科技有限公司
XI'AN KAID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38 号粤汉国际 1 号楼 10405 室

电话：+(86-) 029-85825325

网址/邮箱：www.kidasoft.com

年收入：150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15

成立时间：2016-04 注册资金：1000 万 公司性质：私企 员工数：22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应用软件提供商 公司资质：

【主要客户】
西京医院

渭南市中心医院

咸阳市第一医院

新邵县人民医院

西安市第九医院

三二０一医院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西安北车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铜仁市人民医院

仁怀市人民医院

西安市儿童医院

公司简介
西安凯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坐落于历史悠久的十三朝古都-西安。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专注于“智慧医

疗”项目研发，开发的智能护理平台系统，

结合触控产品、物联网及传感技术等，实现

了无声病区和智能护理管理，结束了护理人

员繁杂的抄写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护

理质量。

公司秉承“以诚信赢得客户，以质量开

拓市场”，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科学发展模

式，奉行与客户共同进步的双赢发展战略，

实现公司长远目标与社会价值。

主要产品
医疗智能化护理平台系统



2017-2018 年度卫生信息技术产品及服务供应商调查报告

2018 年 7 月

报告正文

82

医利捷（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ureka(Shanghai)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 甲号光启文化广场 A802

电话：021-64157559/17721012004

网址/邮箱：www.eureka-systems.com/shihu.wei@eureka-system.com

年收入：1.4 亿元 HIT 收入比例：90% 已签约客户数量：54

成立时间：2014.1.8 注册资金：2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28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信息化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CMMI3;ISO9001;ISO27001

公司简介
医利捷（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专注

于为各类医疗机构提供整体 IT 解决方案及

咨询规划服务。目前公司拥有信息集成平

台、临床数据中心、一体化电子病历、临床

药师工作平台、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药物

临床试验信息系统、互联网医院等核心产品

体系。公司在国内近三十家大型三级甲等医

院成功实施了信息化服务，并获得良好的效

果。医利捷作为 Microsoft 医疗行业的合作

伙伴，结合行业领先技术，为客户量身定制

创新型解决方案，凭借自身对行业和技术的

理解，把先进的 IT 和业务理念，通过信息技

术传递给我们的客户，帮助客户落实精细化

管理，提升运营绩效，实现持续质量改进机

制，促进科研教学，以全面推进医院的数字

化转型。

主要产品
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医院临床数据中心

一体化电子病历系统

临床科研数据平台

临床药师工作平台

药物临床试验信息系统

互联网医院

【主要客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复星医药集团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环球贸易中心 A 座 2103

网址/邮箱：http://www.asiainfo-sec.com/

年收入：30000 万 HIT 收入比例：10%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5 年 注册资金：100，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20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亚信安全是中国网络安全产业领跑者, 是产业互联网的护航者，于 2000 年发力安全业务，2015 年通

过收购全球最大的独立安全软件提供商-趋势科技中国, 实现推动中国自主可控战略实施，助力清朗的网络

空间，共筑国家网络强国梦。亚信安全在全国设有 7 个分支机构，3 个技术服务中心和病毒监控实验室，

2 个独立研发中心，并与国家计算机防病毒应急中心共建网络安全实验室，拥有超过 2,000 人的专业技术

服务团队。

2016 年建成亚信网络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包含国际一流的云安全、大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

网络空间平安城市四个实验室，并在国内首倡建立“网络空间平安城市”，助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7 年，全球首只 WannaCry 勒索蠕虫爆发，亚信安全成为首个利用新兴技术成功抵御该病毒的厂商，

不断践行以全球领先技术推动实施国家自主可控的战略。

主要产品

亚信安全拥有多项全球领先技术，在核心技术领域持续领跑：

 云安全领导者：多虚拟化平台无代理安全防护；多虚拟化平台统一管理

 APT/网络威胁治理领导者：本地与云端威胁情报双回路；全面威胁侦测与联动响应

 邮件安全领导者：全球邮件安全网关的缔造者；业界首个加密勒索邮件沙箱

 终端安全领导者： 国内首家应用机器学习拦截未知威胁；勒索软件防护专项阻断威胁

 服务器安全领导者：全方位自动化保护云计算平台

 移动安全领导者：国内唯一商用化移动虚拟化框架

 态势感知领导者：自适应、内外一体态势感知框架；行业化与平台级安全运营新模式

 大数据安全领导者：国内首创独立大数据安全管控理念；精细呵护客户信息

 身份安全领导者：统一&集中身份管理；承载亿级用户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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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利捷（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ureka(Shanghai)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2899 甲号光启文化广场 A802

电话：021-64157559/17721012004

网址/邮箱：www.eureka-systems.com/shihu.wei@eureka-system.com

年收入：1.4 亿元 HIT 收入比例：90% 已签约客户数量：54

成立时间：2014.1.8 注册资金：2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228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信息化应用软件服务商 公司资质：CMMI3;ISO9001;ISO27001

公司简介
医利捷（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专注

于为各类医疗机构提供整体 IT 解决方案及

咨询规划服务。目前公司拥有信息集成平

台、临床数据中心、一体化电子病历、临床

药师工作平台、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药物

临床试验信息系统、互联网医院等核心产品

体系。公司在国内近三十家大型三级甲等医

院成功实施了信息化服务，并获得良好的效

果。医利捷作为 Microsoft 医疗行业的合作

伙伴，结合行业领先技术，为客户量身定制

创新型解决方案，凭借自身对行业和技术的

理解，把先进的 IT 和业务理念，通过信息技

术传递给我们的客户，帮助客户落实精细化

管理，提升运营绩效，实现持续质量改进机

制，促进科研教学，以全面推进医院的数字

化转型。

主要产品
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医院临床数据中心

一体化电子病历系统

临床科研数据平台

临床药师工作平台

药物临床试验信息系统

互联网医院

【主要客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复星医药集团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环球贸易中心 A 座 2103

网址/邮箱：http://www.asiainfo-sec.com/

年收入：30000 万 HIT 收入比例：10%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2015 年 注册资金：100，000 万 公司性质：民营 员工数：2000 人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亚信安全是中国网络安全产业领跑者, 是产业互联网的护航者，于 2000 年发力安全业务，2015 年通

过收购全球最大的独立安全软件提供商-趋势科技中国, 实现推动中国自主可控战略实施，助力清朗的网络

空间，共筑国家网络强国梦。亚信安全在全国设有 7 个分支机构，3 个技术服务中心和病毒监控实验室，

2 个独立研发中心，并与国家计算机防病毒应急中心共建网络安全实验室，拥有超过 2,000 人的专业技术

服务团队。

2016 年建成亚信网络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包含国际一流的云安全、大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

网络空间平安城市四个实验室，并在国内首倡建立“网络空间平安城市”，助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7 年，全球首只 WannaCry 勒索蠕虫爆发，亚信安全成为首个利用新兴技术成功抵御该病毒的厂商，

不断践行以全球领先技术推动实施国家自主可控的战略。

主要产品

亚信安全拥有多项全球领先技术，在核心技术领域持续领跑：

 云安全领导者：多虚拟化平台无代理安全防护；多虚拟化平台统一管理

 APT/网络威胁治理领导者：本地与云端威胁情报双回路；全面威胁侦测与联动响应

 邮件安全领导者：全球邮件安全网关的缔造者；业界首个加密勒索邮件沙箱

 终端安全领导者： 国内首家应用机器学习拦截未知威胁；勒索软件防护专项阻断威胁

 服务器安全领导者：全方位自动化保护云计算平台

 移动安全领导者：国内唯一商用化移动虚拟化框架

 态势感知领导者：自适应、内外一体态势感知框架；行业化与平台级安全运营新模式

 大数据安全领导者：国内首创独立大数据安全管控理念；精细呵护客户信息

 身份安全领导者：统一&集中身份管理；承载亿级用户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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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迪医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Zhongdi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云计算产业园 40#楼 4 单元 1-7 层

电话：+(86-) 023-66239393

网址/邮箱：http://www.zdmedical.com.cn zdyl@zdmedical.com.cn

年收入：1.03 亿（含税） HIT 收入比例：5000 万元 已签约客户数量：50

成立时间：2010 注册资金：3068 万元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18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应用系统集成商 公司资质：系统集成三级 CMMI3

公司简介
重庆市中迪医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迪医疗”）成立于 2010 年，注

册资本 3068 万元。公司是集医学影像信息

化、区域医疗信息化、大数据开发、新型医

疗设备耗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运营服务

为一体的“重庆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具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信

息系统集成等多项行业综合资质，通过了质

量（ISO9001：2015）、信息安全（27001）、

信息技术服务（20000）等管理体系认证，

并取得了国际通用的 CMMI3 认证。

公司将立足自助终端、耗材等现有基础

业务，开拓、建设以“区域医疗（远程）诊

断平台”、医疗健康大数据等为主体的战略

核心业务，培育以“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为

核心的顶层新兴业务，深耕川渝、辐射西南、

放眼全国。

主要产品
区域医疗（远程）诊断平台

医疗健康大数据可以视化平台

全院 PACS

医用自助打印系统

医用干式胶片

医用打印胶片

数字影像胶片

【主要客户】
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成飞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石柱县人民医院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YONYOU HEALHTCARE INFORMATION SYSTEM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 用友软件园

电话：010-62431020

网址/邮箱：www.yonyouhit.com/health@yonyou.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2009 注册资金：10000 万 公司性质： 员工数：4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简称 : 用友医疗 ) 是亚太

地区领先的软件、云服务、金融服务提供商——用友集团面向医疗

卫生领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于国际领先的 iUAP 技术开发平

台，和国际、国内最新的信息标准，用友医疗以业务咨询与信息技

术手段相结合，面向卫生健康行政管理单位和基层医疗机构，推出

了“智慧卫生解决方案”; 面向医联体，推出“医联体全景解决方案”；

面向医院 / 医疗集团，推出了“H+ 数字医院解决方案”。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

用友医疗成功开发了多项创新云服务应用——“无忧医采”、“HDA”、

“友空间” 等，业务涵盖医疗物资采购、医疗数据分析、移动办公

社交等多个领域。除软件服务和云服务外，还为医疗行业提供供应

链金融服务。用友医疗始终走在科技的前沿，不断吸纳新技术、新

理念，结合客户的发展需求，持续完善、升级医疗卫生信息化服务，

构建完整的数字化产业生态链， 助力人民健康事业，服务“健康中

国”。

主要产品
·H+医疗机构新一代信息系统

用友医疗一体化医院信息系统（H+） 为医疗机构提供一体化

的解决方案，从顶层集团到底层社区，从前台流程到后台管理，

从医院临床到个人健康，帮助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前后一

体化（HRP+HIS+HIIP）、医卫全程化（医疗 + 健康）、集团

协同化（集团 + 分院）。

·HRP3.0——智慧运营·精细管理

用友医疗 HRP3.0 主要包含财务核算系统、成本核算系统供应

链管理、资产管理、专项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全

面预算几大业务领域，并逐步完善对战略管理应用具有指导意

义的综合运营分析，不断引入专家学者的分析计算模型，尝试

通过数理统计的算法解决辅助决策的问题。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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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中迪医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Zhongdi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云计算产业园 40#楼 4 单元 1-7 层

电话：+(86-) 023-66239393

网址/邮箱：http://www.zdmedical.com.cn zdyl@zdmedical.com.cn

年收入：1.03 亿（含税） HIT 收入比例：5000 万元 已签约客户数量：50

成立时间：2010 注册资金：3068 万元 公司性质：民营企业 员工数：18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应用软件服务商、应用系统集成商 公司资质：系统集成三级 CMMI3

公司简介
重庆市中迪医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迪医疗”）成立于 2010 年，注

册资本 3068 万元。公司是集医学影像信息

化、区域医疗信息化、大数据开发、新型医

疗设备耗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运营服务

为一体的“重庆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具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信

息系统集成等多项行业综合资质，通过了质

量（ISO9001：2015）、信息安全（27001）、

信息技术服务（20000）等管理体系认证，

并取得了国际通用的 CMMI3 认证。

公司将立足自助终端、耗材等现有基础

业务，开拓、建设以“区域医疗（远程）诊

断平台”、医疗健康大数据等为主体的战略

核心业务，培育以“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为

核心的顶层新兴业务，深耕川渝、辐射西南、

放眼全国。

主要产品
区域医疗（远程）诊断平台

医疗健康大数据可以视化平台

全院 PACS

医用自助打印系统

医用干式胶片

医用打印胶片

数字影像胶片

【主要客户】
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成飞医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石柱县人民医院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YONYOU HEALHTCARE INFORMATION SYSTEM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 用友软件园

电话：010-62431020

网址/邮箱：www.yonyouhit.com/health@yonyou.com

年收入： HIT 收入比例： 已签约客户数量：

成立时间： 2009 注册资金：10000 万 公司性质： 员工数：400

医疗卫生信息化中的角色： 公司资质：

公司简介
用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简称 : 用友医疗 ) 是亚太

地区领先的软件、云服务、金融服务提供商——用友集团面向医疗

卫生领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于国际领先的 iUAP 技术开发平

台，和国际、国内最新的信息标准，用友医疗以业务咨询与信息技

术手段相结合，面向卫生健康行政管理单位和基层医疗机构，推出

了“智慧卫生解决方案”; 面向医联体，推出“医联体全景解决方案”；

面向医院 / 医疗集团，推出了“H+ 数字医院解决方案”。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

用友医疗成功开发了多项创新云服务应用——“无忧医采”、“HDA”、

“友空间” 等，业务涵盖医疗物资采购、医疗数据分析、移动办公

社交等多个领域。除软件服务和云服务外，还为医疗行业提供供应

链金融服务。用友医疗始终走在科技的前沿，不断吸纳新技术、新

理念，结合客户的发展需求，持续完善、升级医疗卫生信息化服务，

构建完整的数字化产业生态链， 助力人民健康事业，服务“健康中

国”。

主要产品
·H+医疗机构新一代信息系统

用友医疗一体化医院信息系统（H+） 为医疗机构提供一体化

的解决方案，从顶层集团到底层社区，从前台流程到后台管理，

从医院临床到个人健康，帮助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前后一

体化（HRP+HIS+HIIP）、医卫全程化（医疗 + 健康）、集团

协同化（集团 + 分院）。

·HRP3.0——智慧运营·精细管理

用友医疗 HRP3.0 主要包含财务核算系统、成本核算系统供应

链管理、资产管理、专项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理、全

面预算几大业务领域，并逐步完善对战略管理应用具有指导意

义的综合运营分析，不断引入专家学者的分析计算模型，尝试

通过数理统计的算法解决辅助决策的问题。

【主要客户】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