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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2019） 

VIP 展商新品——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公司名称*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展位号*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紫金数码园东华合创大厦 16 层 邮编* 100190 

联系人 闫全成 手机 13720010995 

电话* +86-010-62662288 传真* +86-010-62662299 

E-mail  网址 www.dhcc.com.cn 

LOGO* 

 

产品关键字/品

牌* 

智慧校园、博育云、物联网、人工智能、AI、互联网金融、智慧城市、互联网住房保障、大数

据人像服务管理平台、东华人像大数据应用平台、车辆大数据分析系统、团伙串并案分析系统、

金融智汇平台、HarryData 大数据操作系统、智慧全域旅游平台、智慧交通、数字农村、金融

云、超级大脑、投融资管理系统、固有资产管理系统、股权管理系统、集团投资项目管理系统、

移动金融终端设备、金融一体机，安全金融底座，金融底座。 

公司和主要 

产品简介* 

东华软件是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安全可靠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重点企业、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软件领军企业、中国智慧医疗龙头企业。 

典型应用产品 请填写公司产品在应用领域中应用的具体产品，可多填。 

产品分类 （多

选）* 

 数字视听（智能电视、音响、数字家庭、数码产品）； 

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口 智能汽车；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口 平板显示类（LCD、OLED、LED、触摸屏；      口 智能机器人展区；     口 3D 打印

展区； 

 智慧城市；         产业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可穿戴和创客；    口 电子烟； 

口 电子仪器与设备；  口 锂电新能源；            口 IC 与元器件 

 

展品 1  

展品名称* 智慧校园平台 

展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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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展品特点* 

为充分保证系统在安全性、跨平台性、易扩展性、易维护性等方面的要求，采用先进的基于 JAVA

平台的三层（Browser/Application Server/Database Server）应用体系结构，系统通过架构

于 B/S 三层应用体系结构之上，并采用 JSP、Servlet、XML 等编程技术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技术，将复杂的业务处理逻辑、流程控制逻辑和数据存取逻辑通过 DAO 组件来实现，并运行

在应用服务器之上，实现业务逻辑的快速部署和灵活调整，并通过部署在应用服务器层的专用

组件实现对数据库的存取访问，以充分保证数据库系统的安全可靠访问。 

     综合门户遵循统一出口和统一入口的原则，通过统一门户对用户提供应用服务，整合各应

用系统，通过对上层应用服务请求，调度下层业务逻辑及其相关业务系统的资源，完成以事件

为驱动的工作流和数据流的运行。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建设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建设特色校园文化平台、建设师生互动平台、

教育教学资源的整合、统一的应用集成环境 

展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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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名称* 人像服务管理平台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V1.0 

展品类别* 应用软件产品 

展品特点* 

平台对外提供标准服务接口，打通不同地市、不同厂家、不同产品之间级联对接的难题；平台

的一键式自动部署方案解决了大型分布式项目手动部署手动配置的繁琐问题，相关配置调度均

由平台统一管理。 

采用标准 http、GAT-1400 标准 

展品结构 采用分布式集群架构，后台基础服务（c++）+管理平台(Java)+客户端 

典型应用产品* 动态人脸监控、静态人像比对（1:1、1:N、N:N）、人员属性识别、人员轨迹查询等等 

展品 3  

展品名称* 东华人像大数据应用平台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V3.0 

展品类别* 软件产品 

展品特点* 

提升了大规模监控范围下的人脸识别性能，简化步骤；抓拍人脸的同时人脸属性、全景图、视

频片段等预判手段提高了实战环境下的工作效率；集成了身份验证、以图搜图、人员轨迹等辅

助技战法。 

采用标准 Http、Socket、WebSocket 等 

展品结构 采用分部署结构，后台基础服务（c++）+客户端(Java) 

典型应用产品* 动态人脸视频监控、人脸属性识别、以图搜图、人员轨迹分析等 

  

展品 4  

展品名称* 车辆大数据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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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V3.0 

展品类别* 应用系统 

展品特点* 
系统采用成熟的大数据架构技术，对卡口过车数据进行实时计算和离线分析；事前对高危车辆

预警、事中对预警信息处置、事后进行车辆技战法分析，侦查、锁定目标嫌疑车辆。 

采用标准 Hadoop 框架 

展品结构 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 

典型应用产品* 车辆大数据分析系统、综合研判实战平台 

展品 5  

展品名称* 团伙串并案分析系统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V1.0 

展品类别* 应用系统 

展品特点* 
可通过犯罪及案件特征进行行为分析，串并相似案件；进而进行人案分析，破获团伙犯罪。也

可通过系统挖掘嫌疑团伙，根据团伙作案特征，关联案件嫌疑人，进行团伙串并案分析。 

采用标准 分布式服务 

展品结构 dubbo+zookeeper 分布式服务集群 

典型应用产品* 团伙串并案分析系统、综合研判实战平台 

展品 6  

展品名称* 金融智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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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互联网金融平台 

展品特点* 
平台以技术创新促进模式转型，数据智能驱动精准决策，汇聚集客营销、场景营销、精准营销、

游戏营销等营销模式，助力银行快速实现品牌提升、客户获取、活跃及金融产品销售。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民生文旅—民银荣耀，天弘基金—世界杯，中国人保—健步走 

云南农信泼水节抽奖，长安银行—世界杯竞猜，阜新—母亲节活动 

长安银行—果乐家园，中行深圳分行—权益营销 

展品 7  

展品名称* 投融资管理平台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互联网金融 

展品特点* 
主要目标客户是财务公司。立足于投融资经营范围，全面掌控投前，投中，投后管理，提升投

融资业务解决能力，增强内部风险管控能力，提高投融资收益能力。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投融资管理系统 

展品 8  

展品名称* 股权投资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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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互联网金融 

展品特点* 

专业的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系统以“项目发现、项目筛选、投资决策、投后管理、项

目退出”为业务逻辑，从投前、投后、退出各个环节打通集团公司业务的线上管控。对投资流

程中项目筛选、立项、尽调、审批、投决、签署协议、放款、股权变更、投后管理等的一系列

事项进行分阶段管理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股权投资管理平台。 

展品 9  

展品名称* 金融资产管理平台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互联网金融 

展品特点* 

主要面向于信托公司，解决企业内部所有的金融资产，专注于智能化，包含联网核查、金融产

品库、智能模型库、智能决策。结合集团公司自有资金特点，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

术协助客户从项目机会、项目评审，决策支持，智能分析审议决策，提升资产管理业务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金融资产管理平台 

展品 10  

展品名称* 集团投资项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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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互联网金融 

展品特点* 

面向大型的投资集团。主要解决集团二级单位所有投资项目地合规性的管控，合规性的管理，

投资的内部审批及投资的统计分析，掌握整体投资情况；提高决策质量；提高决策效率，解决

项目信息不统一、管理效率低、项目积累利用率低、风险预警延时等问题。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集团投资项目管理平台 

展品 11  

展品名称* 金融智汇平台——银企汇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互联网金融 

展品特点* 

以客户需求为驱动，依托于传统银行核心金融服务，跨界整合生活消费、医疗、汽车、房产、

游戏、娱乐、旅游等行业，将金融产品和服务融合到行业场景中，共同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系

统。通过价值链延伸，银行不仅成为价值聚合枢纽，同时兼具服务接入者、咨询提供者与产品

创新者等多种角色，同时面向金融行业推出金融智汇平台等系列产品，助力银行数字化变革。

平台以技术创新促进模式转型，数据智能驱动精准决策，汇聚集客营销、场景营销、精准营销、

游戏营销等营销模式，助力银行快速实现品牌提升、客户获取、活跃及金融产品销售。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民生文旅—民银荣耀，天弘基金—世界杯，中国人保—健步走 

云南农信泼水节抽奖，长安银行—世界杯竞猜，阜新—母亲节活动 

长安银行—果乐家园，中行深圳分行—权益营销 

展品 12  

展品名称* 东华金云—— 一站式金融云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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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公私有云（金融）、云计算、互联网金融 

展品特点* 

东华金云是东华“金融云服务 3.0 时代”的主要服务载体，面向金融云计算领域，提供中小商

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现有银行 IT 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现有银行各类系统二百余套，目前上线系

统 50 余套，完全满足中小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现阶段的业务需求。东华金云在互联网核心、

总帐系统、ESB 系统等子系统做到国内领先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性的开发了“金云付”

二维码支付平台、银企汇等产品，提出“关爱式”服务理念，即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探索银

行业的发展需求，前瞻性地研发新系统、新功能，通过技术引领业务，帮助托管行高速发展。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核心系统、信贷系统、财务系统、总账系统、报表系统、柜面系统、绩效

系统、短信、二代支付、农信银、银联卡、企业服务总线（ESB）、数据仓库（ODS）、渠道整

合（ECI）、财务平台、中间业务平台、文件传输平台、统一支付平台、银联转发平台、数据加

密平台、密钥管理系统、反洗钱、金融统计、1104 非现场监管、EAST、个人结算账户、存贷

款标准化、利率报备、征信系统、征信查询前置、境外上报系统、个人网银、企业网银、移动

银行、微信银行、人行反电信诈骗、公安查控、法院查控、身份核查系统、门户网站、供应链

金融业务系统、移动终端、智能网点、二维码收单、银企聚合平台、全景式互联网金融平台、

无纸化系统 

展品 13  

展品名称* HarryData 大数据操作系统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 

展品类别*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展品特点* 

HarryData 致力于打造智慧城市的大数据操作系统，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挖掘、预测

预警、应急指挥、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据可视化于一体的大数据平台，以信息化提升数据

管理与服务能力。及时准确掌握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城市运营情况，做到用数据说话、用数

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牢牢把握社会经济发展主动权和话语权。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HarryData 已在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三农平台中成功应用，实现行业数据的互联互联，

业务整合，数据融合，服务聚合，并在广东、福建、山西、广西等具有成功的实施案例。 

以某政府部署实施 HarryData 为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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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中心：通过交换前置系统的采集来自各部门文件、数据库等数据，传输到汇集中心库，作

为预处理数据，为后续数据治理做好准备。 

治理中心：将各部门数据按照行业标准，进行提取、处理、整合成可分析数据集，最终形成五

大基础库及相关行业专题库。 

 
融合中心：将已治理完成的数据，通过建模形成共享数据及服务，以接口、文件、图片等方式

对外提供服务。 

共享中心：按照需求为各部门提供数据共享服务。基于有权限开放的数据，为各企业部门业务

系统提供数据服务接口，可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准确、动态的信息服务，促进政府数据与公

共数据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满足公众个人办事、民生服务、政民互动等需求。 

其中五大基础库为分别为法人库、信用库、空间地理、宏观经济和人口库;相关行业专题库分别

为环保、交通、教育和农业专题库。基于五大基础信息库有助于政府行政的精细化管理，保障

政府职能转变的顺利进行，为领导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法人基础库有为企业提供准确、动态的法

人单位信息服务，有助于企业经营决策，满足企业对法人单位信息的日益增长需求。 

产品体验：https://dhcchd.zcloud.ac.cn/jk/ 

展品 14  

展品名称* 智慧全域旅游平台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 

展品类别*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展品特点* 智慧全域旅游平台以全域旅游产业“宜游（服务智能化、体验品质化），好管（管理规范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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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科学化），促发展（产业集群化、发展协调化）”为设计理念和目标，使区域内旅游业形成产

业集群。平台是一个完整开放的、具有结构化和层次化又相对独立的有机生态系统，产品框架

体系主要包括“一个超级大脑，一个城市操作系统，四大应用平台”，即一个全域智慧旅游超级

大脑，一个 HarryData 大数据操作系统，四大应用平台为公共服务平台、综合管控平台、精准

营销平台、大数据趋势分析平台。 

采用标准 - 

展品结构 - 

典型应用产品* 

成功案例： 

1.福建省永泰县智慧全域旅游平台 

永泰智慧旅游平台的建设，以“旅游大数据中心”为核心，以一部手机贯穿游客出行全场景为

设计理念，通过建立游客出行小助手一系列小程序，采取创新的模式实现旅游数据利用的最大

化和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增值，真正实现旅游服务、旅游营销和旅游管理上的多维创新。基于

旅游大数据平台，开展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相关应用，以最经济、合理的投入建设

模式，使投入效益最大化，在有限投入的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产出效果。 

东华软件结合腾讯 Tstack 混合云、HarryData 大数据操作系统、RayData 大数据可视化交互

系统，打造永泰县旅游超级大脑，实现旅游行业数据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数据分析，提供数据

分析报告等多维度信息化展示，实现行业动态、景区、客流、投诉、环境等监测，提供数据可

视化展示、统计分析等功能，为永泰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河北省邢台县智慧全域旅游平台 

邢台县智慧全域旅游平台重点打造了邢台县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智慧旅游小程序、智慧旅游

视频监控平台。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主要进行政府侧横向数据打通，聚合现有数据资源，实现

数据共享。智慧旅游视频监控平台通过对邢台县主要景区、游客集散中心等游客密集区域实时

视频监控的统一调用与集中控制，全面直观展示目的地旅游产业要素运行情况及重点区域客流

情况。 

邢台县智慧旅游小程序是东华软件基于“一部手机游”的设计理念，依托移动互联网等创新技

术，基于小程序不用安装，即开即用，用完就走、使用难度低等适合旅游场景的功能特点，重

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构建的目的地全域旅游综合服务平台。游客可以

通过小程序全面实时掌握邢台县旅游景区景点、酒店住宿、乡村旅游点、购物娱乐等旅游信息，

并进行旅游行程规划，实现预定、线路、游记、周边等功能，在游前、游中、游后为游客提供

全程一站式的高品质旅游服务，实现“一机在手，畅游邢台”。同时基于小程序构建形成旅游城

市名片，通过统一出口展示旅游资源，形成对外宣传名片，让游客能快速感受到邢台魅力。 

展品 15  

展品名称* 智慧交通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 

展品类别*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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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特点* 

智慧交通以建设“出行业务整合接入的综合业务支撑平台”、“一站式出行服务输出的运营管理

平台”“打造“出行”服务生态圈的基础保障平台”三大应用平台为目标。项目采用 Netty 作

为底层核心框架，为快速开发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网络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提供异步的、事

件驱动的网络应用程序框架和工具。 

采用标准 - 

展品结构 - 

典型应用产品* 

1.悦行移动出行服务平台 

悦行平台立足当下，以完善、稳定的售票、定制线路业务为基础。利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新一代高新技术，结合集团业务改造升级需求、用户使用需求，以道路运输资源

及其交互数据为应用载体，将悦行平台打造成为面向“互联网+交通”的最具竞争力的无边界

的智慧服务平台，为公司的业务发展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并由此带动公司现有业务的转型升级，

进一步提升品牌的整体价值。 

截止 2018 年 12 月，微信公众号、悦行 APP 线上用户总数（粉丝）达到了 457 余万，累计完

成交易总额达到 4.37 亿元。 

2.交通综合业务平台 

交通综合业务平台以“厚平台、协应用、多服务”为原则，以“平台化”思维为指导，建设管

理与服务一体化的综合业务平台，实现公司现有运营业务的统一业务服务、统一订单管理与结

算、统一会员管理等功能。目前平台已接入高速拯救、加油站、便利店、小件快运、悦行、飞

猪等业务，逐步实现以综台为中心，对公司业务、服务和会员进行统一管理。 

展品 16  

展品名称* 数字农村超级大脑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 

展品类别* 软件与互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产品） 

展品特点* 

联合腾讯超级大脑打造 “数字农村大脑”。“数字农村大脑” 聚能云端，智慧边缘，在云端让

数据随处可存，在云端让计算随处可用，“数字农村大脑”庞大的数据库，将开放给农业科技专

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精细化农村管理与农业服务，指导农业生产与销售，助力农村打造移动互

联网能力。 

采用标准 - 

展品结构 - 

典型应用产品* 

1. 广东珠海 

以村务管理、美丽乡村为落脚点，2008 年开始陆续在珠海斗门区、金湾区、万山区实施，通过

短信营销方式扩大平台覆盖范围，目前平台已覆盖珠海 128 个村庄，拥有人口资料 29 万，月

均短信流量 96 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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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贵州铜仁 

以产业精准扶贫为特色，通过东华与腾讯强强联合，为铜仁注入产业资源，形成“产业资源+

本地龙头企业+供销社/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精准扶贫新模式。 

 

展品 17  

展品名称* 智 慧 网 格 管 理 系 统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综合 IT 解决方案 

展品特点* 

智慧网格管理系统是一个重点聚焦于区（县）、乡镇（街道）及社区的全科网格通用技术平台，

将管理辖区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格的巡查，建立监督和处置相分离

的主动发现、分拨处置、问题核查及考核评价的闭环管理模式，将网格员、群众及政府紧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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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能效，通过每一层级的精细化管理、个性化服务，满足城市整体运行

状态监测、异常事件快速响应、重大事件应急指挥和民众需求主动服务的需要。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智 慧 网 格 管 理 系 统  

展品 18  

展品名称* 社 区 基 层 管 理 与 服 务 平 台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综合 IT 解决方案 

展品特点* 

社区基层管理与服务平台搭建资源共享、联动共管、全面覆盖、科学治理和服务民生的社区基

层管理与服务平台，提供网络、计算、视频、流程标准化等基础能力及契合社区管理、民众服

务的各项应用。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智慧社区 

展品 2  

展品名称* 东华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综合 IT 解决方案 

展品特点* 

针对园区已有的基础设施、区域布局情况进行摸底汇总；包括：园区建筑场馆、园区基础设施、

网络部署、园区已有 IT 系统及相关业务平台情况梳理 

✓ 园区基础设施调研，包括但不限于：门禁、安防、供暖供水、空调、电梯等系统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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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园区对基础设施建设及改造的实际需求；并根据需求，给出对应的建设及改造方案； 

✓ 业务系统调研。业务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园区门户、停车管理、住宅 ERP；物业系统；商业 

ERP、会员系统、呼叫中心等子平台；梳理各平台之间的接口关系及对接实施，给出接口字 

段格式及标准建议； 

✓ 对最终业务展现形式、总体框架、接口做描述定义。 

针对不同的园区类型调查园区智能化弱电基础建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控、停车管理、信

息发布、出入口控制、背景音乐与紧急广播、应急指挥调度、电子巡更、周界防范报警、电梯

控制、防盗报警、访客预约、门禁控制、无线对讲、智慧食堂、楼内导航、电梯五方对讲、综

合布线系 

统、无线 WIFI 信号覆盖系统、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系统、无线对讲系统、、机房工程、 BA

楼宇自控、建筑能耗分析与管理、智能化信息系统集成、可视对讲、智能门锁、远程自动抄表

系统等等，园区网络建设情况等进行全面的调研和分析，了解客户需求建设的内容以及目前面

临的难点，原有弱电智能化建设内容是否进行进行优化改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智慧园区 

展品 19  

展品名称* 互联网+住房保障综合解决方案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展品类别* 综合 IT 解决方案 

展品特点* 

“互联网+住房保障”项目集保障业务监管、保障服务上网、数字保障档案、可视化分析决策、

大数据实时共享、保障小区管理于一体。构建了保障性住房全周期化管理和保障对象全过程化

管理两大主线，覆盖了市、区（县）、街道、社区多级主管部门以及运营机构和物业公司，形成

了全市住房保障业务的常态化、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模式。借助大数据共享平台，与相关政府

部门、单位机构间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有效解决资格认定难、租金收缴难、配后监管难等问题。

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打造面向公众的住房保障网上服务大厅和面向物业人员的入户巡

查移动应用，实时发布全市保障信息，扩展公众互动渠道，简化办事环节，提高管理效率和服

务水平。整合物联网、人脸识别、GIS、二维码等主流技术，实现全市保障项目“一张图”动态

更新、保障小区远程智能管控和租户行为预警。汇聚保障相关数据，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多

形式的可视化分析成果，结合政策发展，预测全市保障供需趋势，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系统产品已在武汉、广州、泰安、岳阳、孝感等 10 多个城市全面上线使用，服务于其住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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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全过程。 

展品 20  

展品名称* A206 安全金融终端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A206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东华至高安全金融平板经过几代产品的发展，目前是国内安全级别最高的金融定制类平板。

A206 安全金融平板外观时尚轻薄，移动便携，采用 10.1 英寸强光可视屏，适合在户外使用；

支持 TEE 可信任执行环境,从硬件将系统与银行银行应用进行安全隔离，打造安全区域 TEE，为

金融系统安全增强奠定基础，实现终端的安全防护；预留 PSAM 卡槽，支持身份认证、金融认

证、数据加密、密钥管理、防止信道复制等安全措施，进一步保障银行系统的安全。A206 还

采用了防拆机机制，一旦拆机，将触发开关,启动数据自毁功能，确保敏感数据不被窃取。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镁合金中框增强机器的强度且不增加产品的重量 

典型应用产品* 移动借记卡开卡、电子签约、小额信贷... .... 

展品 21  

展品名称* A507/A517 多功能金融一体机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A507/A517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专为银行移动开卡量身定制。采用多功能一体设计，集二代身份证识别模块、金融支付模块

（NFC、磁卡、IC 卡支持 A517)、指纹识别模块为一身，搭配 10.1 英寸高清展业屏及 4G 高

速网络，随时随地移动金融展业。 

采用标准  

展品结构 集合多功能模块一体成型，TPU 包边防摔，转轴支架支撑机器。 

典型应用产品* 信用卡/小微贷款申请、借记卡发卡 

展品 22  

展品名称* A607 金融一体机 



 

 16 / 23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A607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8 英寸多功能金融一体机，外观小巧，移动便携。内置二代身份证识模块、三星主摄、4G 高速

网络、一键 SOS 等功能，为银行移动展业的快速展开保驾护航。 

 

采用标准 一体成型，TPU 包边防摔，转轴支架支撑机器。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信用卡/小微贷款申请、借记卡发卡 

展品 23  

展品名称* A108 安全金融底座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A108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主体上下两套模具，模内火花纹处理，局部抛光亮面。支架铝合金折弯铣切，喷砂氧化；皮套

人造革，PC 内衬，局部铁片。按键 P+R，表面喷涂、字符丝印。整体具毁匙防拆设计。结构

形态能搭配市面常见 PAD 使用。 

采用标准 移动借记卡开卡、信用卡申请、电子签约、小额信贷... ....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移动借记卡开卡、信用卡申请、电子签约、小额信贷... .... 

展品 24  

展品名称* A218 金融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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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A218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采用多功能一体机设计，集成了公安部认证二代证识别模块、指纹识别模块和加密密码键盘持

银联闪付、接触式 IC 卡支付、刷磁条卡支付、5 英寸手写签名液晶屏。内置金融安全专属 PASAM

加密芯片，为业务过程的敏感数据、身份信息、交易信息、IC 卡数据信息等提供专业安全保障。

通过与普通平板电脑进行无缝连接，可瞬间转变为多功能安全移动金融营销平台，实现金融移

动展业。 

采用标准 

底座采用上下两套磨具的套装形式将主板固定，产品两侧有金属装饰件加以修饰，正面大面积

的使用镜面效果提升外观的精致度与科技感，手写笔侧面抽插式隐藏设计，表面采用塑胶喷涂

珍珠白色油漆,字符表面丝印过哑光 UV，美观整洁，整个机身颜色黑白设计为主，颜色分布合

理，加以金属银色点缀，简洁干练。皮套皮纹细腻精致，内置 PC 片材，可折叠成支架效果摆

放平板电脑。 

展品结构  

典型应用产品* 移动借记卡开卡、信用卡申请、电子签约、小额信贷... .... 

展品 25  

展品名称* Windows 10 intel 芯片 8 寸口袋笔记本电脑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平板显示类 

展品类别* 笔记本电脑 

展品特点* 

颜值+性能 二合一、轻薄 便携、8 英寸触摸屏幕、支持背光键盘、2.2mm 键程、移动办公、

英特尔 Apollo Lake 处理器、超大储存 秒速开机、第九代核心显卡、支持 2048 级原笔迹手写、

4G/wifi 随时随地上网、内置高清摄像头 支持语音视频聊天、立体双扬声器、内置科大讯飞语

音技术、预置原装正版 WIN10 系统 

采用标准 采用红灰律动机身设计，搭配 CNC 铝合金一体机身设计；采用巧克力键盘 2.2mm 键程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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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采用英特尔 Apollo Lake 处理器；内置 32GB 储存空间+LPDDR4 4GB;采用第九代核心

显卡；采用 8 英寸 FHD 触摸屏；WIN10 原装系统 

展品结构 折叠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笔记本电脑 

展品 26  

展品名称* 8 寸三防北斗综合智能平板终端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L800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北斗双频定位，集成度高、功耗低、灵敏度高；主板兼容军用加密芯片 009 电路；北斗一代

RD 短报文收发，兼容 5W 和 10W 设计；支持北斗二代 B1/B3 频段，实现高精度无源定位；

支持北斗 RD/RN 外置一线天线；支持天通一号卫星通信；一键 SOS 救援/PTT 对讲；多功能

扩展功能；8 寸 IPS 强光可视屏幕，康宁钢化玻璃；8000mAh 大容量电池；高清前后置摄像

头；IP67 防水、防尘、防摔； 

采用标准 
北斗双频定位；主板兼容军用加密芯片；支持北斗二代 B1/B3 频段；支持北斗 RD/RN 外置一

线天线；IP67 三防等级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8 寸三防北斗综合智能平板终端 

展品 27  

展品名称* 天通一号功能型卫星终端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SC121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全球通话，短信收发；北斗 GPS 定位；数据传输、互联网接入、视频回传；4G 高清晰语音；

自主可靠；安全保密；售后无忧；双模双待，4G 全网通；android 定制功能机；IP68 户外三

防；一键 PTT 对讲、一键 SOS 呼救；双 MIC 降噪、大功率喇叭；5000mAh 超长续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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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标准 FDD、TDMA、FDMA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卫星终端 

展品 28  

展品名称* 天通一号智能型卫星终端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T1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三模合一通信；4W 数模对讲；关键语音，音质清晰舒适；多安全保障手段；熄屏唤醒，指纹

解锁；GPS+北斗 双模定位；IP68 工业三防设计； 

采用标准 android6.0 系统；IP68 三防设计；MTK6737 平台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天通一号智能型卫星终端 

展品 29  

展品名称* 三防人证通终端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L600A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5 英寸高清大屏;性能卓越;集人脸识别、指纹验证、身份证对比功能；时尚轻薄，智能操作；多

方位信息报警；支持移动终端管理； 

采用标准 MTK6735 平台；android5.1；康宁第三代大猩猩玻璃；IP54 三防设计；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三防人证通终端 

展品 30  

展品名称* 北斗三防智能手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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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L600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国内首款集成北斗一/二代导航，自主导航安全不泄密；4G 全网通；覆盖范围大，无通讯盲区；

同时具备定位与通讯功能；SOS 一键求援；5 英寸高清强光可视屏；5800 毫安时超长续航 

采用标准 北斗一代短报文模块/北斗二代定位导航模块；IP67 三防标准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北斗三防智能手持机 

展品 31  

展品名称* 5 寸智能三防终端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L503A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IP68 防水、防尘等级；1 米防跌机身设计；4G-LTE 全网通；5 英寸 HD 强光可视屏；支持水

下高清拍摄；北斗/GPS 混合定位系统；一键 PTT 对讲 SOS 一键求援；支持 NFC 近场通信；

支持定制行业应用； 

采用标准 IP68 三防标准；安卓系统；北斗二代导航/GPS 导航 混合定位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 32  

展品名称* 4.5 寸户外对讲三防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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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L455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IP68 专业户外设计；支持水下录像拍照；抗跌、防刮、耐压；Qchat+GoTa 双对讲；4.5 英寸

QHD 高清大屏；支持 NFC 近场通信；支持 T 卡加密；北斗二代/GPS 定位；4G-LTE 全网通；

支持移动警务；MDM 移动终端管理；专业配件，保密耳机 

采用标准 IP68 三防标准；安卓系统；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4.5 寸户外对讲三防终端 

展品 33  

展品名称* 智能三防工业手机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L435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工业级 IP67 三防设计；防刮撞高清屏；4G-LTE 高速无线网络；1.5m 防跌机身设计；康宁三

代大猩猩玻璃；4 英寸 IPS 高清屏；500w 高清摄像头；内置 android5.1 智能操作系统；3200

毫安时超大电池 

采用标准 MTK6735；IP67 三防标准；安卓系统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智能三防工业手机 

展品 34  

展品名称* 军用北斗手持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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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BD003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组建局域网/体域网；国产基带芯片/国产加密芯片；加密 LTE 通信；

防水防尘防摔；支持室内定位通信；支持 BT/WIFI 通信；5800 毫安时超大电池 

 

采用标准 IP67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军用北斗手持终端 

展品 35  

展品名称* 警务云终端背夹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B9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1.简单易用。通过磁吸与华为手机组合，背夹通过蓝牙与手机传输数据，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2.兼容适配多种终端机型。 

采用标准 IP67 

展品结构 一体机 

典型应用产品* 请填写此产品在应用领域中应用的具体产品，可多填。 

展品 36  

展品名称* 户外智能运动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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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SW001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1. 4G 全网通。2.心率检测。3.支持多种运动模式。4.GPS/BD 实时定位。5.轻松智能语音唤醒。

6.户外实用工具。7.实时天气预报。8.腕上支付。9.超长待机电池。 

采用标准 佩戴类 

展品结构 IP68 

典型应用产品* 户外智能运动手表 

展品 37  

展品名称* 警用人证识别手表 

展品图片* 

 

展品型号 Sw007 

展品类别* 移动智能终端 

展品特点* 
1.解放双手。2.语音助手。3.多重定位模式，实时指挥调度。4.警员关爱,心率异常检测。5.独立

身份证核验。6.采集信息实时上传。 

采用标准 佩戴类 

展品结构 IP68 

典型应用产品* 警用人证识别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