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简介 服务提供商 链接或二维码 联系方式 备注

1 制作电子海报
为隶属兴安盟的医疗机构提供网上传播服务，免
费制作电子宣传海报

兴安盟网络文化协会 疫情期间免费

2 防护用品查询 提供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查询 清博大数据 疫情期间免费

3 同程查询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同程查询 清博大数据 疫情期间免费

疫情期间免费信息化服务目录



4 疫情谣言粉碎机 辨别疫情谣言，澄清事实，还原真相 清博大数据 疫情期间免费

5 应急协同与指挥平台（蓝信）

“蓝信”是经新闻联播报道的、支持上万用户远程办
公的移动工作平台。提供基于移动视频、电话群组的
移动应急指挥和办公系统服务。实时统计疫情数据上
报及分析、疫情信息发布、多媒体信息的数据采集、
企业移动办公服务、视频会议服务、即时通讯服务、
协同员工实时健康状态上报、企业实时疫情公告等

奇安信科技 https://lanxin.cn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6 网站云监测（全球鹰）

在疫情期间，为客户的网站提供实时在线监测服务，
保障网页安全可用。支持网站可用性监测、网页篡改
监测、网站黑链监测、网站资产监测、安全事件通报
、7×24小时的在线安全运营服务

奇安信科技
https://qianxin.com/product
/cloud_monitoring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7 网站云防护（安域）

在疫情期间，为客户的网站提供SaaS化的安全防护服
务。可针对网站面临的SQL注入攻击、跨站脚本攻击、
命令注入攻击、Web Shell木马后门上传等WEB攻击提
供防护，支持DDOS攻击防护、云加速、网站防篡改等
服务

奇安信科技
https://qianxin.com/product
/cloud_manage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8 终端安全一体化（天擎）
针对办公终端安全的整体解决方案，支持办公终端病
毒查杀、资产管理、补丁管理、安全运维管控、移动
存储管理等终端安全相关防护功能

奇安信科技
https://qianxin.com/product
/terminal_security_mgt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9 工业主机防护系统

针对工业生产企业的工控终端提供防护。工业主机安
全防护系统是专门为工业主机打造的终端安全管理系
统。该系统安装在工业主机上，通过白名单管控、病
毒拦截、U盘管控等功能，打造纯净、安全、稳定的生
产控制环境。

奇安信科技 https://qianxin.com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0 远程在线支持服务（7×24小时）

奇安信集团派遣全体安全工程师为广大政企客户提供
免费的7×24小时远程技术支撑服务，包括远程天眼流
量分析以及其他网络安全相关的可远程支持完成的工
作内容。

奇安信科技 https://qianxin.com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1 现场应急响应服务（7×24小时）

奇安信集团派遣专业化安全服务工程师为广大政企客
户提供免费的7×24小时现场应急响应处置服务，针对
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进行检测、分析、协
调、处理、保护资产安全属性的活动。分别从准备、
检测、抑制、根除、恢复和跟踪总结六个阶段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事件范围包括：有害程序事件、网络攻
击事件、信息破坏事件、信息内容安全事件、灾害性
事件和其他信息安全事件等。

奇安信科技
7×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
4008136360-2-4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2 天眼远程分析服务（7×24小时）

奇安信安服团队借助天眼打造的“天眼远程分析服务
”能够帮助客户发现终端安全、服务器安全、邮件安
全、内网安全和APT攻击等各方面的问题。“天眼远程
分析服务”通过直连云端分析平台、离线上传和重要
客户的现场服务等多种方式，可以及时地帮助客户发
现资产脆弱性、内部失陷行为和外部高级持续威胁APT
定向攻击。

奇安信科技
7×24小时天眼远程服务热线：
4008136360-2-7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3
APP隐私安全远程快速检测服务（7×24小

时）

奇安信集团针对疫情防控推出的免费APP隐私安全远程
快速检测服务涵盖了隐私政策检测、应用行为检测及
主要人工检测项目，共7大类50+检测项。通过对移动
应用的隐私安全情况进行评估，发现过度索权、超范
围采集、隐私政策条款缺失、第三方违规采集、隐私
泄漏、数据违规出境等问题，并依据《APP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认定办法》等规范的要求形成检测报
告。

奇安信科技
7×24小时远程服务热线：
4008136360-2-6

王万加:15326088795（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4 网站安全监测服务

网站安全监测服务是一款托管式SaaS服务。无需安装
任何软硬件，无需改变网络部署，无需专门人员进行
安全设备维护。只需提供监测网站信息，即可享受
7*24小时的网站安全监测服务，及时发现网站存在的
漏洞风险以及被篡改、挂马等安全问题。一旦发现网
站存在安全风险状况，安全专家会第一时间通知，并
提供专业的安全解决建议。安全专家团队定期出具综
合评估报告，让客户整体掌握网站的风险状况及安全
趋势，全天后守护客户的网站安全。

绿盟科技
https://cloud.nsfocus.com/#
/

刘宇东:15771340656（微
信同号）

免费一个月

15 远程在线支持服务（7×24小时） 为广客户提供免费的7×24小时远程技术支撑服务。 绿盟科技
https://www.nsfocus.com.cn/
html/6/61/169/

刘宇东:15771340656（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6 现场应急响应服务（7×24小时）

绿盟科技应急响应服务提供高效的信息安全事件响应
机制，帮助客户快速对危害计算机、网络和业务系统
的各类安全事件作出响应。在安全事件管理的全生命
周期中，通过有效的制度流程、组织管理及技术手
段，为客户提供多阶段、多层级、多形式服务，有效
降低和减少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绿盟科技
7×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
400-818-6868

刘宇东:15771340656（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7 远程分析服务（7×24小时）

 绿盟远程安全评估系统能够全方位检测IT系统存在的
脆弱性，发现信息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安全配置问
题、应用系统安全漏洞，检查系统存在的弱口令，收
集系统不必要开放的账号、服务、端口，形成整体安
全风险报告，帮助安全管理人员先于攻击者发现安全
问题，及时进行修补。

绿盟科技
7×24小时 远程服务热线： 400-
818-6868

刘宇东:15771340656（微
信同号）

疫情期间免费

18 云视讯

云视讯是中国移动全网集中运营的会议产品，系统一
点建设、服务全网，提供语音、高清视频多种会议服
务。云视讯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PC等便携式
设备为载体，提供方便快捷的多方视频会议能力，支
持文档、桌面、白板多重共享，支持与传统语音、高
清终端会议的融合互通，会控简便、随时发起、可与
任意手机固话互通、可实现跨企业互通 ，让客户随时
随地都能加入到会议讨论中。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300方不
限时、不限次数的高清会

议。

https://cloud.nsfocus.com/#/
https://cloud.nsfocus.com/#/
https://www.nsfocus.com.cn/html/6/61/169/
https://www.nsfocus.com.cn/html/6/61/169/


19 和对讲

和对讲(PoC)基于中国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对讲机的群
组调度通信功能，是目前调度范围最广、功能最完善
的对讲产品，可为集团客户提供多媒体对讲、可视化
调度的业务。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免费开放对讲客户端会员
权益，提供500人群组的对
讲服务，免收功能费,手机

快速建群一键对讲。

20 和商务直播

和商务直播业务是面向政企市场、商务直播场景的一
站式专业直播解决方案,包括专业直播硬件终端和直播
管理平台，其中前者含便携式4G直播盒子和专业全媒
体导播台两类系列直播终端，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客户
对止直播效果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21 企业视频彩铃

企业视频彩铃是面向集团客户，根据集团客户需求为
其量身定制的彩铃业务。当集团成员做被叫时，系统
根据集团客户的设置向主叫播放音、视频彩铃铃音，
是企业形象、产品宣传的新窗口、新途径。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疫情期间中国移动手机号
、固定电话、4001、4007
服务电话均可免费办理。

22 集团短信群发
为党政军、企事业单位提供疫情防控通知等相关短彩
信推送服务。支持普通短信、模板短信、彩信、视频
短信等多种业务形态。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疫情期间，政府医疗行业
客户可享受免费三个月的

视频短信服务。

23 5G红外热成像体温筛查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人员信息和对应的体温，同时可以设置超温
声光联动报警。通过摄像机完成初步筛查后，针对发
热人员可以进行二次复检。同时可以选配智能视频存
储服务，对视频和测温记录进行存储和回放。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付费产品。

24 移动云市场产品

移动云上线云市场战“疫”专区，涵盖疫情防控、远
程办公、舆情分析、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5个模块，
涵盖线上办公、财务、云考勤、疫情舆情分析、在线
教育、社区管理、远程医疗等多种产品。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疫情期间战役专区的产品
免费试用 （1-3个月不

等）。

25 企业复工综合服务

提供企业线上复工信息填报，政府复工审批、复工企
业防疫防控日报监督、辖区内已复未复企业各项指标
统计分析、疫情受灾企业政策辅助决策等全流程服务
功能，为企业复工提供了安全、便捷、有序的技术保
障。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系统免费（需要开发特殊

功能除外）。

26 疫情填报系统

系统实现扫描二维码便捷填报，用户表单自定义，数
据多维度统计分析，减轻基层填报信息工作量，在疫
情期间避免接触式交叉感染，适用于政府、企业、社
区、学校等组织机构的人员防控信息登记与统计，满
足监管部门迅速掌握。

中国移动兴安分公司 李  梦：17804827799 疫情期间免费试用。

27 企业复工申报平台服务

企业复工申报平台可以协助政府部门对企业员工健康
情况实时统计，对外来人员情况动态监控，对企业复
工生产方案、企业开复工承诺书等材料实现线上远程
审批，为城市防疫指挥提供数据支撑。

中国联通兴安分公司 程亚楠：18604824428
此服务为政府、工信和园
区管理部门无偿提供。

28 疫情填报服务

通过快捷表单设计工具，多种途径的表单发布手段，
实现数据自动收集与结果分析，适用于疫情防控信息
登记、统计，社区/职工/学生身体状况及出行信息统
计，监管部门信息上报等。

中国联通兴安分公司 程亚楠：18604824428
此服务在疫情期间对全社

会无偿提供。

29 在线课堂服务
在线课堂分为校园通知、疫情上报、线上会议、空中
课堂四部分，保证停课不停学。

中国联通兴安分公司 程亚楠：18604824428
此服务为全盟中小学校及

高校无偿提供。



30 舆情监控服务
舆情监控服务能够监测整个互联网上各个媒体涉及疫
情等方面的正负面信息，并在疫情发生后的2-3分钟内
预警，并全网的舆情传播分析服务。

中国联通兴安分公司 程亚楠：18604824428
此服务针对政府及疫情防

控机构无偿提供。

31 联通电视公益广告
联通电视广告是在开机画面之后推荐页下面，24小时
不间断滚动播出，可面向全盟群众播发有关疫情防控
的文字内容。

中国联通兴安分公司 程亚楠：18604824428
此服务针对兴安盟疫情防
控工作办公室无偿提供。

32 天翼云会议

天翼云会议（Cloud Meeting）是以 5G/专线为通道，
以天翼云为载体，构建“集约、开放、合作、智能”
的 5G+4K高清云视频会议平台，为用户提供“5G+云网
+智能+高清”的视频会议服务。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3 天翼企业云盘

天翼企业云盘为中小企业提供安全、高速、大容量的
在线存储管理、备份及分享服务。面向中小企业客户
打造融合多业务、支持多终端的“数据中心”，实现
中国电信移动互联网业务用户侧的统一存储，面向互
联网产品提供安全、可靠、丰富、可扩展的云存储开
放能力服务。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4 减免停机服务 为用户推出暂不停机服务，保证正常通信。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全区用户延缓停机。

35 翼课堂
在线授课直播、教师课件同屏、学生在线问答、教材
视频上传，手机、平板、PC端全面兼容。并在IPTV引
进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开放直播课堂。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6 疫情监测系统
定点医疗机构上报患者、医院物资信息、疫情管理机
构进行统计信息查阅审核。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7 疫情排查APP
基层防控排查工作人员上报排查数据；盟市县乡村各
级疫情管理机构查阅信息及汇总数据。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8 自查上报二维码
自查性发热、发现性发热、疑似患者信息上报的入口
。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39 体温快速精准筛查服务
快速找出并追踪发热人群，同时自动报警；精准的单
点&多点高温智能追踪报警；集红外与可见光于一体，
监控效果极佳。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40 来电名片服务
为各地防疫热线提供来电名片服务，保证关键时期的
电话第一时间快速接通。

中国电信兴安分公司 宋立昊：15391098100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