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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笛软件（注册名称：北京春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科委批准的高新技

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专门从事互联网邮件通信软件和短信彩信方面软件、硬件产品的开发和

销售。成立于2000年的金笛软件公司，一直倡导奉行“把方便留给客户，把麻烦留给自己”的宗

旨，脚踏实地，执着创新，对核心技术不断探索和不懈追求，自主开发并成功推出了国内外领先

的金笛大容量电子邮件系统、金笛工业手机、金笛短信服务中间件等产品。金笛软件以“能简单

才不简单”、“零缺陷、零服务”的产品理念和服务理念，赢得客户的认可。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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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

千里，各种新技术层不穷出，即使IT从业人员

对新知识也感到无所适从。而这些新技术的出

现，无一不是社会需求推动的结果。这些新技

术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无所不在的媒体，迅速传

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如何充分利用、挖掘这

些新技术带来的强大动力，为中国的传统行

业插上迅速腾飞的翅膀，是金笛软件的责任

和使命。金笛软件公司希望给有远见卓识的

企业一把信息技术的利器，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大潮中披荆斩棘，所向披靡。

    经过几年发展和不懈努力，公司聚

集了一流科研人才，经过多年辛勤耕

耘，精心打磨，形成金笛、春笛、玉

笛、龙笛知名品牌。金笛邮件系统、

金笛短信中间件、龙笛即时通讯软

件和金笛工业手机、金笛短信猫池

等GSM/GPRS/CDMA/3G硬件产品已经

成为公司的拳头产品。金笛软件从

单一产品形成系列产品，可以提

供邮件、短信、即时通讯方面的

完整解决方案。产品功能齐全，

稳定性强，服务周到及时，在

互联网、物联网及移动互联网

领域，越来越多地听到笛声。

我们努力，只为客户绽放笑

容；我们不断超越，只为做

成世界一流产品；我们不断

学习，只为汲取5000年的积

淀；我们连绵不断的功力，

只为让世界倾听中国的笛

声。



产品简介

金笛邮件（JDMail）/

    企业级电子邮件服务器软件，电子邮

件系统

金笛短信（SMS）/

    工业级GSM/GPRS/CDMA无线通讯设备、

短信服务中间件

龙笛即时通讯（long-d）/

    企业即时通讯软件，单点登录入口

Product introduction



JDMail

金笛邮件系统

   — 稳定、简单、易用

   金笛邮件系统面向企事业单位

通信需求而研发的一款高性能电子

邮件服务器软件，具有反垃圾、反

病毒、公共通讯簿、文件中转站、

PushMail、短信等功能。内核采用C

语言开发，严谨安全，拥有高速的处

理能力和可靠性，用户及管理界面采

用Perl研发，具有卓越的扩展性、可

靠性和兼容性。

    金笛邮件系统，超强的稳定性与

延展性，伴随您事业发展，一路向

前。

金笛邮件系统（JDMail）



功能特点
大容量，跨平台;高稳定性，高扩展性;高安全

性，简单易用;WEB界面管理

2000年

2012年

金笛Mail
企业用户
人群发展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功能特点（系统特点）

支持windows、Linux、Ubuntu等各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兼容性强

兼容各种有关Mail的标准协议和功能，如：IMAP4、ESMTP、POP3、MIME、ALIAS

支持多域，一套系统上可建多个域，支持内外网使用

高度的系统稳定性和可移植性

功能强大，简单易用的Webmail访问界面

功能强大的日志统计功能，用户实时详细直观了解邮件系统的运行情况

支持手机邮件推送功能（pushmail），以及智能机客户端安装访问邮件功能

实现邮件与即时通讯工具和短信设备的完美结合

支持从各种邮件系统升级至JDMail，收件箱数据完全同步，如：Qmail…

提供统一认证接口，与其他系统无缝集成

JDMail功能特点

金笛邮件                JD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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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为各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各集团公司提供电子邮件系统，推动企业办公自动化进程，

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快速安全地完成信息的上传下达，在提高沟通以及办公效率的同时加速与

国际信息化趋势的接轨。

客户行业分类

    校园：提供满足校园各类需求的电子邮件系统，满足校园网统一管理、统一认证的需求，并

提供功能完备的接口实现与其它业务系统的完美融合。

    政府：提高政府部门的办公效率，及时快速安全地进行信息的上传与下达，保障政府工作的

及时性与安全性。

JD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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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邮件

版权所有：北京春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用户名:

密  码:

@ mailer.cn

在此电脑上记住用户名

忘记密码?

设为首页  l  加入收藏  l  帮助



金笛短信
    　—通信利器 金笛锻造

JDSMS

水利水电　地质勘探　商业促销　远程监控　电力监控　金融证券　税务系统　  电子政务

图象传输　企业应用　数据采集　物流速递　气象信息　医疗保险　电台电视台　家校通

GPRS-GPS　短信防伪　专业OA　  远程超表　社会保险　环境监控　餐饮行业　  彩票投注

能源行业　智能交通　移动警务等

典型应用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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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

金笛十口猫池
（桌面型）

金笛猫池（机架式）

金笛工业手机



金笛短信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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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笛短信平台由一个数据库、构筑在数据库之上的Web服务、发送服务、接收服务构成。其运

作方式为：由Web服务构成B/S结构的用户界面，使用户可以管理该平台；由发送接收服务连接外

部的短信设备和短信网关，发送、接收信息。

金笛短信平台原理

发送服务，定时扫描数据库数据变化，将待发送送出去。目前支持M y S Q L、

SQLServer2000/SQLServer2005-2012、Oracle。

接收服务。随时处理收到的短信，将收到的短信转存到数据库。

web服务。是平台主要的功能服务器，这些功能包括：针对所有用户的个人功能，针对系

统管理员的管理配置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采用Web的方式实现，使得在网内（internet

或intranet）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不需专门安装任何软件，直接通过浏览器即可使用本平

台。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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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

同时使用硬件设备和短信网关，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双枪炮”

金笛双枪炮短信平台网络拓扑图

OA系统

企业及时通讯

ERP系统

CRM系统

行业应用

Datapase
金笛“双枪炮”

短信平台

客户侧intranet

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

移动运营商侧

金笛短信运营平台

    短信数据泵入。将其它系统的数据信息通过数据库接口“拉”到短信系统中,或实时处理其他

应用系统通过HTTP“推”来的数据。

   短信数据路由。短信平台根据预先设定的四种运行模式:“只设备发送”,“只网关发送”,

“设备优先发送”,“网关优先发送”,选择合适的短信通道Channer,短信通路Gateway,并在相同

类型通道不同通路间自动均衡发送。

    短信数据泵出。短信平台通过队列及缓存机制,由发送服务连接短信硬件设备或连接金笛短信

运营中心服务器发送短信,发送失败重发,重发一定次数之后,记录失败结果。

短信平台工作模式



产品特点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短信猫，又名GSM MODEM，专门针对短信应用设计，内含工业级短信发送模块，简化了通信接

口，性能稳定可靠，符合各种商业和工业级短信应用要求, 支持向移动、联通以及小灵通用户收

发短信，适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作无线数据通信，短信息通告，短信查询等应用。

    多型号/多功能的金笛短信猫(串口，USB)，支持GSM/CDMA/WCDM与GPRS各类附加功能的同步或

异步数据传输；支持跨平台跨各类操作系统，功能强，易操作，体积小性能高，实现多个串口与

串联并联，高集成度与兼容性，用电脑或者单片机通过接口实现信息发送和接收。

金笛短信猫

金笛短信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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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型号/多接口/多功能的各种猫池设备（USB/串口/网口），具有高集成度与兼容性，可实现

多个串口串联并联，支持跨平台跨各种操作系统；支持GSM/CDMA与SMS/GPRS及其附加业务的各类

同步异步传输，安装设置操作简单，功能全面，高性能，外型美观坚固耐用。

    集群发送：可同时自动将同一信息向多个目标发送，且可以利用多台短信收发终端进行处

理，省时高效，1小时（八通道）：4800条短信，24小时（八通道）115200条短信。

    全面履盖：信息发布对象地理位置全面，目前除了国内各地区已履盖至亚州个别地区 

    方便快捷：通过随身携带的手机来接收；信息发送只需几秒便传送至目标。 

    准确无误：信息内容可自行设定，由系统准确无误及时传送至目标，无遗露。 

    可视直观：信息以中文字符方式直观显示，信息内容设计灵活。 

    经济实惠：信息接收免费，发送费用依据不同短信服务提供商资费标准，无长途和漫游等其

它额外费用。

金笛猫池

    无线透传终端DTU设备是一款基于GPRS / EDGE / WCDMA 网络的超低耗功宽温工业级无线数据

传输设备，为用户提供可靠、永远在线、全透明实时数据传输的虚拟专用数据通信网络。

    该产品体积小，接口丰富，功耗极低、性能稳定、可靠性强、集成度高、功能强大、兼容

GSM/GPRS/EDGE/ WCDMA Modem，是各行业专用数据通讯系统理想的选择。此产品系业内唯一支持

电话远程配置的DTU，在无线信号不好时依然实现轻松管理与配置，DTU、Modem、SMS短信和MMS彩

信四合一，内置PDU协议和中文UCS2字库，独创双串口，数据串口、命令串口和调试端口可自由指

派，方便嵌入式系统集成。

    广泛应用于工业监控、交通管理、气象、环保监测、金融、煤矿、油田、证券等遥控领域。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电力集中抄表、水表集中抄表、热网监控、燃气监控、水利监控、环保检测、

气象检测、地震监测，交通控制等等行业。

金笛DTU设备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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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



  提供GSM/GPRS无线短信
    通讯设备、短信配套软件

金笛只为你，一切全为你

金笛短信（SMS）

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V2008版

Jindi-SMSRobot V2008

    "金笛短信群发机器人"，是面向广大企事

业单位开发的短信群发软件，它使企业可以充

分利用移动（或联通）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服

务功能，来发布各种企业相关信息。可完成短

信息群组发送(如短信广告、客户联络、新产

品发布通知)、分组发送(如会议通知、紧急通

知)、定时群发（如提醒短信、恭贺短信、祝

福短信）、以及接收工作情况汇报短信等等，

从而达到提高办公效率、降低办公成本的目

的……

SMS SMS

金笛短信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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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笛短信中间件Web版旨在构建基于硬件设备和短信网关的多通道短信平台。该平台打通局域

网、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之间的藩篱，建立起人与人（P2P）、物与物（M2M）、人与物

（P2M）进行短信通讯的桥梁。

金笛短信服务中间件

OA办公软件
CRM软件

会员管理软件
呼叫中心
ERP软件

即时通信软件
Customer Service

二次开发及个性化定制
……

机房监控及远维
地震检测及报警

山洪预警
煤矿瓦斯监控及报警
高铁、高速监控报警

生态农业监控
智能楼宇、安防

户外LED广告
汽车监控报警
水文气象监测
智能交通调度

……

网络舆情监控及报警
网站数据库

邮件短信通知
短信网关

VPN
防火墙及网络安全

销售支付终端POS
北斗卫星位置服务

电力、石油
远程医疗

太阳能
风力发电厂

海洋执法
智能家居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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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

行业应用 工业无线

互联网应用嵌入式应用

办公及行业
应用软件

报警监控及
工业无线

物联网应用 互联网应用

金笛短信
中间件



金笛短信中间件
二次开发包（DLL / OCX / C# / JAVA）
彩信

金笛短信DLL模块二次开发功能演示

金笛短信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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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中间件

    金笛短信中间件Web版V3.6（基于JAVA平台做的开发）是我公司融合多年在短信硬件设计生

产、短信软件方面的研发经验和技术积淀，推出的又一款拳头产品。该款产品有三大特点：自

动、智能、开放。可以自动检测短信设备，智能监控短信设备运行状态，通过开放的数据库接口

和HTTP接口，实现多路短信设备同时发送与接收。

    金笛短信中间件Web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短信设备开发及部署的门槛。使广大程序员无需要了

解短信硬件，只需要跟数据库打交道就可以实现短信功能。通过开放的数据库接口和HTTP接口，

使各种C/S、B/S 应用软件增加短信功能变得十分方便、快捷、可靠。短信功能的应用，使得信息

传递在空间上无限拓展，在时间上极速方便，同时又极大地降低了通讯成本，提高了效率。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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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



金笛短信中间件（VC版本）

    基于C、C++ 语言开发，运行效率高，运行在WINDOWS NT系列操作系统上； 

   采用ODBC连接，支持大、中、小型主流数据库如：SQL SERVER、ORACLE、DB2、MySQL、　 

PostgreSQL、Access等，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支持其它类型数据库;

    提供多种接口方式，包括数据库接口及COM组件接口(支持多种事件），方便企业其他业务

系统拓展短信功能； 

   支持多目标号码群发及超长内容自动拆分发送，接收到的短信支持自动转发、自动回复功能； 

    提供以WINDOWS 后台系统服务的方式运行，机器重起后自动启动短信服务，无需人工干预启

动； 

    采用数据库接口，用户系统、数据库服务器、金笛短信服务器可分开部署，可有效避免互相

影响； 

    采用数据库接口，不管是C++还是JAVA、不管是.NET还是J2EE都可完美集成； 

    最大可同时支持128个短信猫设备并联，发送量大时服务可自动负载平衡；

    支持发送队列、优先级机制、支持短信签名，可发送普通短信及WAP PUSH；

   采用短信猫设备来发送短信，无需将敏感的商业数据(如库存、会议\活动通知、客户手机号 

\电子邮件地址等)传送给第三方(如SP服务商) 发送，无需和Internet网络保持连接，可最大

金笛短信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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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确保业务数据和企业网络的安全。能同时支持CDMA和GSM两种网络制式的短信猫。能对短信

的发送速度进行控制，以小时为单位。支持国际间发送短信,避免只能向国内发送短信的局限性。

可以自动检测连接到的端口设备，便于统一设置、检测设备状态。

J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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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笛短信



龙笛即时通讯

long-d

    龙笛企业即时通信软件主要用于单位

内部交流沟通、文件传输、OA与邮件单点

登录、短信通知、邮件到达提醒等，是企

业内部沟通不可多得的利器。无缝集成文

本、图像、消息、语音、视频、短信、电

话、传真、视频会议等多种通信方式，　

集成了消息传递、图片传输、文件传输等

通信方式，企业内使用WEB方式登录，各

个WEB客户端之间可以交流 ，也可以与PC

端的即时通讯互通，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

即时通讯平台。实现与业务办公系统集

成，将大大提高单位内部协同办公效率、

反应速度，为企业降低运营沟通成本,提

升竞争力，创造价值。



    龙笛即时通讯软件（long-d）由金笛软件推出的企业即时通讯产品。是一款主要面向大中型

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量身定制的即时通讯软件，它结合了普通聊天工具和公司办公环境的特

点，为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功能定制，改善企业办公环境，使企业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及时

便捷，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确保企业的信息安全。　  

龙笛即时通讯（long-d）

Long-d

20.............................................................................................................................

龙笛即时通讯



安全可靠的即时消息传递 

多层次组织架构图 

支持Internet/Intranet 

简洁大方的界面、可爱的表情 

方便易用的后台管理工具和远程管理工具 

局域网文件传输速度快，支持文件离线发送

龙笛即时通讯产品特性

龙帝即时通讯            Long-d

21 ....................................................................................................................................



手机邮件收发以及推送
没电脑时能收发邮件，工作休闲两不误

金笛统一通讯解决方案

方便的移动信息管理

网络存储
方便的远程资源管理

移动记事本
随手收藏重要信息，随时随地再访问

龙笛即时通讯

Long-d

22.............................................................................................................................

龙笛即时通讯

短信提醒
发邮件同时，以短信方式

           提醒收件人



企业资质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金笛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成功案例                successfu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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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介绍

宁夏电信

     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是使用我公司邮件系统多年的老客户，2012年10月该公司将金笛邮件系

统升为最新版本V3.14.2，新的版本在以往版本稳定易用的基础之上，添加了很多更加实用易用的

功能。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是在始建于1953年的原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基础上改制组建的一家中

国机床行业骨干国有企业，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行业骨干企业（"十八罗汉厂"）之一。地处北京

市丰台区卢沟桥畔，占地10余万平方米。公司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北二"

品牌的名牌系列产品， 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原来有一套邮件系统，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信息化的要

求越来越高，原来的邮件系统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应用的需求。在经过长达半年的选型和试用后，

最终选择了北京春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金笛电子邮件系统（JDMAIL）。

    金笛电子邮件系统V3.14版本，在原有版本之上修复了一些BUG，且加入了新的功能模块，短

信通知模块，配合金笛短信猫设备，就可以给发件人发送短信提醒消息，让您不会错过每一封重

要邮件。

successfu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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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我们的客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水利部 

黑龙江省政府

哈尔滨市政府 

南宁市政府

盘锦市政府 

淮安市政府

临清市政府 

巢湖市政府

北海市政府 

临清市政府

北京丰台区政府 

北京崇文区政府

成都武侯区政府 

北京卢沟桥乡政府

新疆阿克苏市农一师政府 

广东河源市公务员电子信箱 

外交部通信总台

山东平邑县政府 

上海市政协

兵团组织部

中国君山政府网站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行署

潍坊国税局 

杭州国税局

金华国税局 

嘉兴国税局

西安地税局 

苏州地税局

哈尔滨财政局国库处 

外交部哈尔滨市物价局

中税税务代理有限公司 

总参61所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辛集市人民检察院

藁城市人民检察院 

晋州市人民检察院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

衡水市人民检察院

新乐市人民检察院 

鹿泉市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 

承德市人民检察院 

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交通部长江航运公安局 

部队黑龙江公安边防总队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

秦皇岛市人民检察院

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

廊坊市人民检察院 

新疆建设兵团农十师

军队公安法院

税务机关

政府机关

我们的客户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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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

河南河务局

中国社工协会

深圳市交通局

江苏省经贸委

中国烹饪协会

天津港保税区

山西烟草局

辽宁烟草局

国家气象局

北京商务局

中国互联网协会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成都通信建设工程局

北京市乡镇企业局

阿拉伯交流中心

中国纤维检验局

石家庄高新区

国家粮食局

国家经贸委投资与规划司

北京市乡镇企业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家安监局内网

南京质量技术监督局

湖南质量技术监督局

淄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

黄河水利委员会

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

新疆电力设计院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网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份有限公司光电研究所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武汉数字工程研究所（709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规划院

湖南省标准化与信息编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滕州教育局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外网院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枣庄教育局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校友网络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三江学院

锦州医学院

教育行业

研究设计机构

事业单位

our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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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石网通

重庆电信

沈阳数据中心 广东省电信公司

华亚美科技

联想亚信

奥里奥克（安徽）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世纪信通公司

石家庄江宇科技

黑龙江省信利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先锋软件

国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道迩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帕思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武汉威鹏科技有限

公司

青岛畅通信息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银河长天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广翔计算机软

件有限公司

大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辽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大用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中关村数据有限公司

北京通铁科技有限公司

北方工大卓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四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鞍山成众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久鼎科技有限公司

兆维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易科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金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星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亚大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易中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力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网鼎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杭州亚大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黄金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木联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鼎新信息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辽宁欣合普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智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汉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瑞地通信技术联合公司

中科同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好记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安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金桥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

南京承新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软企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有生博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高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石家庄世纪恒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九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百家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成众莱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睿綦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IT 公司

电信运营公司

我们的客户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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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政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安业时代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源泉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宇通信网

络有限公司

北京银屏科技有限

公司

西安交大通软公司

江西商隆科技有限

公司

河北普瑞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明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中标软件有限公司

朝华瑞尊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银河金星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协同时光软件有限公司

南宁市德懋计算机有限公司

北京国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天海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双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恒泰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闪联朝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科望兴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东盛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科广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易泰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信凌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地杰通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天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分公

司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麦凯思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排水集团

紫金矿业集团

大连冰山集团

攀达集团

安徽皖维集团

三吉集团

吉林银行

白沙煤电集团

安博教育集团

深圳东南集团

广东美涂士化工集团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

贵州鑫新集团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

汉江集团

中煤第二十九工程处

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保水务集团

成都华诚信息产业集团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国电集团库车电厂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用友致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企业集团

our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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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兴国际集团

山西华宇集团

恒丰银行

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医业网 

好医生健康在线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诺氏制药有限公司

昆明达黎工贸有限

公司

天津嘉达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中国－阿拉伯化肥

有限公司

远志中天

济南鑫洪恩

中联理货

国中爱华（天津）

市政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戚墅

堰机车车辆厂

山东泰信

国创朗博

凌宇环境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英国时空有限公司北京代表

处

合肥开元公司

成众莱恩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交国通智能交通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通铁信息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云南省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网

施维雅国际公司北京办事处

北京超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新生活家木业制品(中山)有

限公司

北京秋瑞贸易有限公司

凯晨广场

深圳胜易

佛山思海科技

焦作爱依斯万方电力有限公司

天津嘉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国富泰公司

海德运动器材(惠州)有限公司

上海宇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瑞地通讯技术联合公司

安徽爱德夏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腾龙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云南省中小（非公）企业信

深圳市蔬菜质量安全网

东盟营造工程有限公司

多赢传媒

其他行业客户

医药卫生

我们的客户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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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思发展有

限公司

时代天诚

信通华安

昆明英赛

呼网传媒

衢州工业网

山东节能网

中国包装网

水信息网内网

责任公司

北京福润达

cci china ltd

中华残疾人服务网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

广东锦程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地杰通讯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驷骑高新科技公司

烟台华新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网迈广告有限公司

天盟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驷骑高新科技公司

湛江东兴石油企业有限公司

中科院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东莞海德手袋厂有限公司

北京鼎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佐川急便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多赢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美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时进产业（中国）有限公司

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

沈阳庆峰咨询有限有限公司

北京中彩在线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our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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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春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Chundi Web i-Service Co,.Ltd
地址：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903（863软件园）

咨询电话：010-82356575   010-82356576
网址：http://www.chundi.com

金笛软件
www.chundi.com

销售热线：400-050-1096
技术支持热线：800-810-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