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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晨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砻科技）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28 日，注册

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至 2011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5000 多万元。

　　自成立以来，晨砻科技致力于电力行业信息化建设，业务涉及电力行业软件的研发与实

施、电子商务服务、系统集成以及 IT 运维服务。

　　公司具有自主研发的“晨砻运行实时绩效管理系统”、“晨砻机组性能动态分析及优化

指导管理系统”、 “晨砻电子招投标系统”等 12 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具有“晨

砻检修管理系统”、“晨砻运行综合管理系统”、 “晨砻电子招投标平台”等 11 个软件产

品登记证书，具有“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等系统集成业务资质证书。

　　自2004年起，公司通过了“软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

资质认定，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1 年通过了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CMMI3

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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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来，晨砻科技作为国内最早致力于电力行业的软件和服务提供商之一，

以帮助客户持续提高管理能力为使命，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截止 2011 年底，晨砻科技客户覆盖五大发电集团及各电力中小集

团共计22家，电力企业客户达300余家。同时实现跨行业发展，涉及化工、医药、

金融、航空、制造、食品加工、交通等行业客户近 100 家。

　　为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晨砻科技将进一步完善业务模式，采取市场集聚

战略，以“贴近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出发点，以明确的发展方向、

科学的管理理念、优秀的创造力和执行力为依托，帮助客户实现精细化管理，

提升商业价值，努力将晨砻科技打造成为服务行业客户的数字化建设领航者。

晨砻人愿以更加完善的产品和更加优质的服务，为中国企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

力量，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建设。



　　晨砻科技自主研发的“晨砻运行实时绩效管理系统”、“晨砻机组性能动态分析及优化指导

管理系统”、 “晨砻电子招投标系统”等 12 个软件产品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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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CMMI 3 级认证

中国行业电子商务网站 TOP100 评选中荣获百强称号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

金牌 IT 服务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07 招投标系统 河北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晨砻检修管理系统”、“晨砻运行综合管理系统”、“晨砻运

行绩效系统”、“晨砻物资采购协同系统”、“晨砻电子招投标平台”

等 11 个软件产品获得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系统集成取得“河北省安全技术防范学会会员证书”、“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4 个资质证书。

8 9



　　晨砻科技倾力打造跨行业的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平台、管理软件、系统集成及 IT 运

维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应用服务体系，应用范围涉及电力、化工、医药、金融、航空、制造、

食品加工、交通等行业，帮助客户实现集团（企业）的集约化、数字化管理。

　　经过多年的行业实践研究，晨砻科技以“专业的信息化整体规划及咨询服务”为

定位，以优化企业业务流程为目标，帮助客户提高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决策信息处理

能力及管控能力。晨砻科技已经帮助多家集团（企业）实现了专业化、个性化、一体

化的信息化规划服务以及专业咨询服务。

● 集团（企业）信息化建设整体规划

● 集团（企业）物资采购管理咨询

● 集团（企业）电子商务平台搭建及运营咨询

● 集团（企业）信息化系统集成咨询

● ERP、EAM 等套装软件咨询及实施

● 主数据编码（KKS、物资、设备等）咨询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保利协鑫能源控股集团

……

典型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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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客户

■ 电子商务平台搭建

　　晨砻科技可以为客户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搭建、租用、运营外包服务。作为全国最早、最佳

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公司从 2000 年开始帮助企业实现电子采购，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2005 年国家发改委专款资金支持晨砻采购网专项高新技术发展项目，晨砻招投标系统和电子采

购系统分别获得国内多个奖项。晨砻科技先后为全国 200 余家电力集团（企业）提供了电子采

购解决方案，同时依托电力企业电子采购平台的成熟运营经验，为汽车、化工、船舶制造、医

药、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提供了电子采购平台搭建及租用服务，晨砻采购网拥有行业优质供应

商 8000 余家，平台累计交易额已突破 100 亿元人民币，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晨砻科技在电子商务平台搭建领域拥有丰富的物资采购管理咨询及平台建设经验。依托强

大的技术团队，已为多家集团（企业）成功搭建电子商务平台。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保利协鑫能源控股集团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

询比价
采购

协议
采购

供 应 商
管理

废旧物
资处理

招 投 标
采购

电子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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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砻采购网电子商务平台租用

　　晨砻采购网作为晨砻科技自主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为各行业集团（企业）提供平台

的租用服务，同时提供采购方采购流程梳理、培训及上线支持，供应商培训及采、供双方上线

后的应用支持等，帮助客户持续提升采购管理水平。

中电投集团 (14 家 )

河北建投集团（4 家）

国电集团（5 家）

大唐集团（5 家）

国投集团（2 家）

华润集团（3 家）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16 家）

石家庄制药集团（4 家）

山海关船厂

……

典型客户

12

■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

　　晨砻科技拥有丰富的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服务经验，成功运营了华能国际电子商务平台以及

国网能源电子商务平台。在使平台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帮助客户梳理业务流程，制定平台深

化应用方案，使业务单位应用数量逐步提高，平台采购数据逐渐提升。同时帮助客户进行采购

应用培训、上岗认证及供应商评价，定期进行电子采购应用效果分析 ，不断提高客户电子采购

平台应用效果。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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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砻科技依据多年电力信息化建设经验，并结合电力行业管理的特点，在进行了深入业务分

析的基础上，融合“全面管控、管理创新”的理念，形成了具有行业特色的一体化产品体系。

发电企业管理信息化架构图

统一门户系统

设备管理 物资管理 协调办公

运行管理 燃料管理 指标管理

人资管理安全管理

检修管理 项目管理 综合管理

技术管理

工况监测

工况监测

性能试验

DCS 输煤 煤渣系统NCS 化水 其它系统

性能计算

运行指导

偏差分析

运行优化

状态监测

生产报表

设备状态监测

电量营销

预算管理

统一应用集成平台

安全生产类系统 经营类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MIS）

厂级监控系统 (SIS)

过程控制系统

管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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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品

软件系统

典型客户

国电集团（19家电厂）

国电邯郸热电厂

国电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成都金堂电厂

……

河北建投集团（7家电厂）

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宣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华电集团（3家电厂）

石家庄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华电湄州湾电厂

石家庄裕华热电厂

国网能源（17家电厂）

天津大港发电厂

神头第二发电厂

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华能集团（6家电厂）

大连华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华能上安电厂

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国华集团（3家电厂）

国华三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国华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国华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集团（14家电厂）

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

浙能集团（6家电厂）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钱清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电厂

……

中电投集团（2家电厂）

黔北发电总厂

河南新乡电厂

发电企业管理信息系统（CL-MIS）

发电企业资产管理系统（CL-EAM）

发电企业厂级监控系统（CL-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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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管理系统本质安全管理系统

运行实时绩效管理系统

机组性能分析与优化管理系统

检修全过程管理系统

锅炉防磨防爆专家分析系统

热工调节品质监测考核系统

节能管理系统

技术监督管理系统

生产报表管理系统

生产类 经营类 管理支持类

电子物资超市管理系统

燃料管理系统

物资采购协同商务管理系统

供应商评价管理系统



　　晨砻科技经过多年对系统集成的应用实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在综合布线、楼宇智能化、

通信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多媒体应用、安全防范等方面，具备成熟高效的设计、开发、安装、

调试和应用支持的能力。为集团（企业）提供信息化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范围包括综合

布线、楼宇智能化、机房工程、视频监控、防盗报警、公共广播、门禁系统、一卡通系统、多媒

体会议系统、远程视频会议等内容。

典型客户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有限公司

益海集团（10 家粮油公司）

河北京秦高速公路管理处

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公司

中国 - 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

远程视频信息采集系统案例拓扑图

安防监控系统案例拓扑图

机房工程案例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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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砻科技在 IBM 标准运维服务体系 ITIL 指导下 , 结合多年的信息系统运维经验，构建了符

合信息系统运行规律的运维体系，为客户提供全套的 IT 系统规划、采购、实施、运维、咨询、

培训的整体服务，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持续、可靠稳定运行。服务内容涵盖了云平台、服务器、

网络、存储、系统软件、应用系统、桌面终端及外设等。

　　服务产品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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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服务：

IT 系统支持与维护服务

IT 系统运营维护服务

IT 系统外包服务

IT 运维管理工具

专业服务：

系统评估与优化服务（服务器、网络、存储、系统软件）

IT 系统迁移服务

数据迁移服务

安全评估与加固

项目管理服务

咨询服务：

IT 架构咨询服务

IT 运维管理咨询服务

业务连续性咨询服务

云计算架构设计和实施服务：

资源池及服务设计，整合与规划 IT 资源池，实现 IT 资源统一规划

资源池构建，建设模块化、标准化的 IT 资源池



■ EDP 快速开发平台

　　晨砻科技拥有自主研发的 EDP 快速开发平台，该平台基于 J2EE 标准的 MVC 技术架构，是

面向各个行业、面向应用技术和业务服务的快速软件开发平台。平台底层采用业内主流稳定的

技术，包括组件技术、工作流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快速开发技术等，能够快

速实现用户整合、数据整合、应用整合、流程整合，为企业提供一套快速开发的工具，同时也

是管控一体化的信息支撑平台。系统为实现开发的标准性、灵活性、可拓展性提供了保障，同

时提高了开发效率、减少开发风险。

信息支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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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套装软件

　　晨砻科技依托对电力行业业务的深刻理解，深入研究 MAXIMO 的标准功能，并严格遵守

其二次开发规范，为电力行业提供一套 EAM 系统优化解决方案。

　　晨砻科技深入理解 SAP 的标准功能，严格遵守 SAP 实施规范，为电力行业提供一套 ERP

系统解决方案，并根据客户的业务调整，提供持续性服务。

　　晨砻科技拥有电力生产及经营管理软件孵化基地，公司拥有一支来自电力生产管理一线、

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组建的专家队伍，形成了一套专业的电力行业信息化管理思路。同时，

借助行业协会的优势，成立了“全国发电机组优化管理专委会”，定期组织发电行业的业务

专家研究探讨电力生产管理中遇到的各种业务问题。基于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专家队伍

积累了丰富的业务咨询、系统实施、技术服务等各方面的宝贵经验，奠定了良好的业务基础，

为电力行业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深化业务应用和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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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砻科技以满足客户精细化管理需求为己任，为客户提供高效的标准化实施及后续应用

服务。从 ISO9001、ITIL 标准，到 1890 呼叫中心的支持，建立了客户服务中心、技术服务团队、

服务质量保证团队，并通过定期客户回访，收集客户对晨砻产品和服务的反馈意见，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客户系统的平稳运行及高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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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中心

·客服经理

·客服热线

晨砻技术服务

·咨询培训

·技术支持

·软件研发

质量保障团队

·故障申告

·投诉处理

·电话回访

·服务质量监督

■ 华能国际电子商务平台搭建及运营服务案例

■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信息化规划及建设案例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国际）依托晨砻科技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搭

建国际一流技术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对整个集团采购资源的统一监控和管理。2007 年初，

华能国际电子商务平台搭建完成，并由晨砻科技为华能国际提供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服务。该

平台于 2008 年 7 月荣获“全国电力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评审一等奖”。截止目前，华能

国际下属 16 家分公司及 44 家电厂依托该平台进行网上采购，已完成注册供应商 5000 余家。

仅 2011 年，下属各电厂通过该平台完成采购总额达 8.8 亿元，采购金额普遍低于概预算或计

划估价，应用效果显著。

客户感言：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利用电子商务技术实施供应链管理，

有效推动合作企业间业务流程融合和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提高双方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综合竞

争力，最终打造一条具有华能特色的供应链体系，实现与供应商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晨砻科技从 2009 年开始参与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能源）的信息化规划、

建设与 IT 运维工作。在 2010 年，晨砻科技协助国网能源完成了整个集团公司的信息规划报告，

信息化规划使用 ERP 与 Maximo 集成的方式实现发电集团人、财、物集约化的管理要求，满足

了国网能源信息化深化应用与提升的需求。在国网能源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晨砻科技承担国网

能源试点电厂 ERP 的实施工作，同时完成了国网能源生产管理系统、燃料管理系统、安全管理

系统等多个子系统的开发与实施工作。晨砻科技在多年 IT 运维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网

能源的实际特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三级运维服务体系，保障了国网能源所有应用系统的稳定

运行，为国网能源信息化深化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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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全通企业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案例

　　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全通）是一家以新型材料制造加工为主的

大型民营企业，是全国最大的极薄涂镀板综合生产基地。

　　晨砻科技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对象，以改造企业的生产

和营销等业务流程为主要内容，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目标，规划设计了三峡全

通企业信息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1. 企业信息化基础平台建设：光纤环网、计算机网络、机房建设；

　　2. 企业信息化系统初级应用：视频会议、生产监控、安保监控；

　　3. 企业信息化系统高级应用：电子商务平台、ERP、生产指挥调度系统；

　　4. 企业信息化运维体系。

　　目前已完成信息化基础平台的建设，同时搭载了若干初级应用系统，在电子商务平台和

ERP 系统等领域正在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中心数据机房工程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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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东段 93 号

公司邮编：066003

销售热线：0335-318-6698

公司传真：0335-318-6667

产品咨询热线：0335-318-6647

售后服务热线：400-654-1890（一拨就灵）

欢迎访问晨砻科技旗下网站：

晨砻科技门户网：www.my1890.com

晨砻科技采购网：www.ecc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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