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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拟入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服务类型 服务名称 

1 洛阳恩济医院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洛阳恩济医院 

2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互联网+健康”慢病管理服务 

3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慢性病管理 

4 浙江嘉科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企业集团员工健康管理系统 

5 武汉麦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高血压慢病管理 

6 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医疗慢病管理服务 

7 江苏健康无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慢性疾病精细化管理 

8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熙心健康老年健康管理服务 

9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iHealth共同照护管理模式 

10 新疆德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幸福小镇智慧平台管理--慢性

病管理 

11 深圳市安测健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安测慢性病管理平台服务 

12 浙江好络维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物联网智能慢病综合管理服务 

13 武汉新新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新海血压健康师 

14 辽宁金华泽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慢性病管理 心脏病防治远程心电监控服务 

15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晶奇居家健康养老管理系统 

16 安徽八千里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烛光妈妈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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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天津乐聆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乐聆物联网康养大数据平台居

家养老服务 

18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远程慢病管理服务 

19 

西安麦邦智航智能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20 湖南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创星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 

21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华数大健康及本地医养应用服

务 

22 北京金卫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一键医生 

23 

苏州普康智慧养老产业科技有限公

司 

居家健康养老 普康智慧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24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医养结合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25 

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26 北京普天大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社区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27 江苏禾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养老服务 

28 陕西金宝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虚拟养老院 

29 新疆无界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12551敬老关怀服务平台 

30 云池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云池物联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31 江苏慧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慧明智能居家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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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川华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智慧医养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33 辽宁希思腾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智慧健康养老系统 

34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互联网+智慧健康养老之居家健

康管理系统 

35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养老智慧管理服务 

36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37 湖北鄂东医养集团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 

38 

青岛中康爱邻里智慧医养服务有限

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39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璟云长者远程康复指导服务平

台 

40 厦门老来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老来俏养老服务 

41 南京爱普雷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互联网+智慧家庭照护养老床位

服务 

42 浙江皓月朝阳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43 上海友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友康智慧养老服务 

44 广西金中软件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养老 

45 

国药（大连）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居家健康养老 

健康养老卫生安全监管一体化

服务 

46 湖南软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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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北京美鑫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金牌护士居家护理服务 

48 

北京医护到家健康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居家健康养老 护士上门服务 

49 上海安康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社区康养中心 

50 南京索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互联网+智慧健康居家养老服务

综合管理平台 

51 郑州新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健康养老服务 

52 四川联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53 吉林省家人帮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居家健康养老 居家健康养老 

54 北京康加科技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健康筛查检测和服务 

55 山东五福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福天下健康管理系统 

56 成都科创智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个性化健康服务 

57 大连长者小镇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乐椿轩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 

58 深圳一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李秘书私人健康管家服务 

59 江苏盖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智能化主动健康管理服务 

60 北京雪扬科技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安顿心脑监测预警服务 

61 
北京中成康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康华云健康服务 

62 新华慧谷网络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区域医联体个性化健康服务 

63 甘肃百合物联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64 青岛中康爱邻里智慧医养服务有限 个性化健康管理 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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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65 河源巴登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疗休养服务 

66 河北志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个性化健康管理 

67 广州市巨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全家康智慧养老服务 

68 山东泽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个性化健康管理 智慧医康养护服务平台 

69 沈阳东软熙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掌上云医院健康咨询 

70 山东众阳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互联网+"健康咨询 

71 
心医国际数字医疗系统（大连）有限

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互联网健康咨询 

72 纳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纳里健康分级诊疗咨询服务 

73 宁波云医院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宁波云医院平台互联网医疗服

务 

74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互联网健康咨询服务 

7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云数达互联网诊疗服务 

76 苏州德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基于互联网+护理服务系统的健

康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77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医养结合的“互联网+实体服

务”应用 

78 新华慧谷网络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家庭医生健康服务 

79 北京纵横无双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健康咨询 有来医生在线诊疗服务平台 

80 
北京爱侬养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生活照护 智慧型养老服务 

81 江苏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十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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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成都全时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居家和社区养老过程监管 

83 
宁波高新区小柏家护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生活照护 小柏家护智慧养老 O2O平台 

84 郑州大象通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老来护-一站式老年生活照护服

务 

85 北京特米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基于区块链的“时间银行”社

区养老互助服务 

86 中山爱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关爱铃居家养老服务 

87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泰照护智能管理平台 

88 北京寸草关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寸草居家养老服务 

89 
武汉炎黄创新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生活照护 互联网+智慧养老融合服务 

90 
合肥九久夕阳红新海护理院有限公

司 
生活照护 

九久夕阳红居家智慧健康生活

照护服务 

91 智慧华川养老（北京）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92 苏州市姑苏区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 生活照护 虚拟养老院服务 

93 北京市七心云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居家照护服务 

94 江苏悦心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悦心家庭照护床位 

95 福建微尚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微尚我家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96 北京普天大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互联网+综合养老服务平台 

97 
上海海阳互联网养老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基于“海阳智慧云”平台的养

老生活照护 

98 北京金卫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一键便民 

99 杭州思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智慧养老生活照护服务 



 

7 

100 上海天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智慧养老线上服务 

101 厦门智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智宇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102 泰好康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生活照护 
互联网+智慧健康之生活照护管

理系统 

103 合肥盛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盛东机构智慧养老平台 

104 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晶奇养老机构信息管理系统 

105 上海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养老机构信息化服务 

106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养老机构信息技术服务 

107 
河南爱馨养老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养老机构信息化平台 

108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养老机构信息化  

109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中科西北星智慧健康养老云服

务 

110 南京索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索酷智慧健康机构养老服务云

平台 

111 江苏禾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机构养老服务 

112 北京悦享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数字化养老解决方案 

113 无锡镜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镜子信息智慧健康养老云服务 

114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养老机构信息化管理平台 

115 咸阳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智慧健康养老管理服务平台 

116 湖南软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117 深圳一格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李秘书机构智慧照护服务 

118 甘肃尚福佳苑老年服务有限责任公 养老机构信息化 智慧健康养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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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19 北京寸草关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寸草机构养老服务 

120 广州柏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信息化 
互联网+智慧养老信息化服务平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