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党建解决方案及产品介绍
     云端互联   党建在线

航天智慧党建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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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与发展】
　　航天广电创建于1999年，坐落于赣江之滨，八一军旗升起
的地方——美丽的英雄城南昌！总占地达八千余亩，拥有五大
科技园，固定资产投入数亿元，员工已达3000余人；以雄厚的
研发生产、资金、人才优势，在南昌、北京、广东设有多个直
属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和遍及全国各地的市场销售渠道网络和
上百万用户群体，成为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互联网+创新、
教育投资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高科技企业集团！

【规模与实力】
　　中国航天广电经过数十年风雨历程，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
展，现已拥有五大科技园，总占地八千余亩，资产近10亿元，
员工已达3000余人。现已形成集产、学、研为一体的管理科学
化、生产体系化、服务人性化的高科技企业集团。





【资质与荣誉】
　　中国航天广电始终以市场为导向，精益求精，严格规范生产管理，拥有国内外先进的检测设
备和军工生产工艺流程体系。现已全面通过了国际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认证、
ISO28001认证和中国“3C认证”、欧盟“CB认证”，并拥有10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自主知识
产权认证。



【资质与荣誉】

      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品采购定点单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战略支援、火箭
军及武警 部队等单位列装的首选品牌及航天系统星、箭、弹、“神舟飞船”等项目的广播通讯，
卫星监控，地面接收的配套产品。荣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入网证以及“十大数字化著名企业”、
“航天广电驰名商标”连续多年的“灯光音响十大品牌”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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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党建整体解决方案，利用“管理 + 文化 + 服务” 模式，打造党建全媒体数据库，建立
党建场景互动应用，为党组织解决党务管理繁琐低效、服务效果不佳、宣传滞后费用高等问题，
深化智慧党建在党实践中的应用

智慧党建管理

企微智慧党建管理 

微信创新互动 

党务统一管理

智慧党建文化

党建文化智慧“e”站 

党建文化云平台 

党建文化内容库

智慧党建服务

阵地建设服务 

内容服务 

个性化服务



       党建文化建设方案概述

“1+2+N”的框架建设设计思路，以红色引领和智慧“云大脑/云脑”  两套体系为主干，围绕党建文化建设，建设N项智慧应用服务场景，打造 “内容+“云大脑/云脑”+终端+应用”的新时代“智慧党建文化阵地”！

实现：3 看、1听、3 谈话，打造真懂实悟的可视化党建文化。 党建文化阵地两部分组成：1、党建文化内容（外埠内容+本地内容）2、党建文化内容呈现的载体（动态载体+静态载体） 

“云大脑”主要体现角度

主要有云、物、大、智、移/异五部分组成。    1、云计算技术/平台：自动资源计算、自动资源匹配   2、物联网技术/平台：与控制工具、大数据平台、终端、形成集控分级管理系统  3、大数据技术/平台：数据抓取、挖掘、分析；数据存储、编辑；
数据管理；  4、人工智能技术/平台：机器（设备）学习，提供智能、思维、工作   5、移/异互联技术/平台移/异管理（上传资料、编辑、存储、点播、监管、集控、随时随 地更新）6、交互技术（五大交互）人机交互、机与机交互、人与数据交互、
机与数据交互、数据与数据交互 

党建文化资源平台内容

党建文化资源有新华社提供，规避了政治风险！一大到十九大党的文化，目前资源平台上有300套党建文化资源 包，300套编辑模板，同时每月又有新的、党的时政文化添加。出厂时，每台智能党建机自带 20 个党建文化资源包。

       

       本地党建文化资源、本地常态化工作档案如何存储、调取播放 、展 示？“云大脑/云脑”在哪个云上存放？  党建文化“云大脑/云脑”在华为云上存放，规避了技术风险！

           不同格式的本地化党建资源、工作档案均可通过PC 上传存储在平 台上，均可在平台上选择不同风格的模板编辑存储、发布到智能终端 上播放、展示，简单快捷！

        控制管理资源平台及终端智能设备    两种控制管理模式   

                1、移动端（手机、平板）：  下载：“党建文化智慧 e 站”微信公众号，注册、登陆后，按照 导航图标操作，就可以，简单快捷。

                   2、pC 端  网址登陆，注册、登陆后，按照导航操作，就可以，简单快捷。 

  支部阵地（党员活动室）建设模式及套餐

   1、党建文化阵地场景建设模式分两部分：   1、静态红色元素场景建设：静态场景：标识+标牌+红色元素造型；提高党建气氛、加强党的形象！  

                                                  2、动态全媒体场景建设：信息化场景 前端智能显示设备+云大脑+智能控制端；实现大数据物联网分析管理；    本地资源存储、编辑、点播；实时数 据更新

     2、基本套餐：1拖2 （根据房间大小可选择1拖3、1拖4....）  例如：1拖2套餐  主位置教研一体机（壁挂安装）：1 台     党建文化机（壁挂安装）：2 台    立式党建文化机：根据环境自选

       

       网页版平台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平台（云大脑）区别：  

      网页平台：是以网页内容浏览为主，被动学习模式， 不能对数据进行抓取、分析、管理；不能实现数据存储、编辑、点播； 不能实现物联网管理及集中管控。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平台（云大脑）：数据内容浏览为主，交互式、主动学习模式；  可实现数据进行抓取、分析、管理；可实现数据上传、存储、编辑、点播、随时随地更新；可实现物联网管理及集中管控。



党员教育 党组管理 党务活动 党群服务

培训学习

入党申请

党建资讯

理论学习

党史研究

组织生活

考试评测

义工服务

履历日志

党员社区

个人主页

党支部通讯录

企微智慧党建管理平台 企微智慧党建管理平台创新

微信使用创新 互动方式创新 党群服务创新

在【微信】上使用

在【企业微信 APP】上使用

在【微信 PC 版】上使用

搭建在线群聊平台

党员社区互动交流

自动发送生日祝福

制定上门探访计划

民情日志统一汇总

轻松开展义工服务

企微智慧党建管理平台是基于微信使用基础上，进行多功能开发和应用的平台。通过平台，企
业可实现在微信上系统管理各项党务工作，具有门槛低、易落实、更安全、功能强大的优点



终端素材
多级分类管理

播放排程
功能丰富形式

精确管理
多媒体数据下发

节目制作
多类素材引用

多级审核
信息安全有保障

丰富角色
分类权限管理

 资源管理  节目管理  计划管理  审核管理  终端管理  系统管理

便捷云管理六大功能

党建文化云平台实现了党建文化全媒体数据在服务端统一管理，通过手

机移动端控制网络内各台党建文化“ e ” 站的播放内容、 素材管理、 样

式管理、任务下发、权限管理等。可以构建党建文化地图，实现区域内各

级基层党组织的统一管理、统一发布、集 中展示以及中心监控等功能。

党建文化云平台

0
8

红外触控互动体验、内容更新紧跟热点、海量素材

党建文化智慧“e”站



1、阵地建设服务

2、党建互动节目学习专题库

党建互动节目学习专题库3、全媒体资源库

4、标准服务、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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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下载慧谷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慧谷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慧谷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huiguer.com

小型党建会议室面积小于200㎡，功能以会议、表决、选举、学习为主。

标准建设：有党徽、党旗、入党誓词、口号标语、学习资料、管理制度、荣誉栏、数字化设备等。

数字化建设：布放少量智慧党建传播终端，且以壁挂式为主，落地式为辅，以3-6台为最佳。

墙面展示内容：

1、党的光辉历程  2、党支部党建文化  3、高举习近平新时代旗帜  4、两学一做主题 5、三会一课主题   6、党员之家、先锋楷模  7、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8、其它定制内容

智慧党建传播终端播放内容：

1、会议演讲PPT、视频 2、党支部党建情况节目 3、党支部党建文化节目 4、习近平语录学习 5、政策解读 6、党建活动介绍 7、其它定制节目

大屏一体机：会议期间满足演讲功能，非会议期间满足宣传功能，播放党组织形象宣传片。1

竖屏智能终端：宣传、展示、查询功能，播放党员风采、党员之家、党组织活动等节目。 2

竖屏智能终端：宣传、展示、查询功能，播放党支部组织结构、党支部荣誉、党组织光辉历程等节目。 3



产品名称 尺寸 规格 配置 型号 架构 数量 展示内容

智慧党建

文化智能显示终端

智能信息传播终端

43寸 壁挂（竖屏，带触摸，红色
定制款）

安卓网络版/内存2G/8G
闪存+32G SD卡/10点红
外触摸控（配置唯一不可
选）

HT-
DJT1000

安卓

2台

1、党徽、党旗
2、入党誓词
3、口号标语
4、学习资料
5、管理制度
6、党组织荣誉
7、党支部党建情况
8、党支部党建文化
9、党组织活动

43寸 立式（带触摸，红色定制款） HT-
DJT3000 1台

 55寸 壁挂（竖屏，带触摸，红色
定制款）

HT-
DJT2000 2台



1
2



中型党建会议室面积200-1000㎡，功能室包括会议室、会谈室、阅览室等。

标准建设：有党徽、党旗、入党誓词、口号标语、学习资料、管理制度、荣誉墙、数字化设备等。

数字化建设：中型党建会议室由于面积适中，因此适用于适量智慧党建传播终端，壁挂式、立式皆可，以6-10台为最佳 

墙面展示内容：

会议室：1、党的光辉历程 2、党支部党建文化 3、党员权利与义务 4、党支部制度建设  

会谈室：1、两学一做、三会一课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阅览室：1、习近平语录  2、党章党规学习

             

智慧党建传播终端播放内容：

1、会议演讲PPT、形象宣传片 2、党支部党建文化节目3、党支部先锋模范事迹 4、党支部精彩活动 5、党支部荣誉获得 6、党支部调研学习 7、其

它定制节目



产品名称 尺寸 规格 配置 型号 架构 单位 展示内容

智慧党建文化智能
显示终端（智能信

息传播终端）

43寸 立式（带触摸，红色定制款）

安卓网络版/内存
2G/8G闪存+32G 
SD卡/10点红外触
摸控（配置唯一

不可选）

HT-DJT3000

安卓

2台

1、党徽、党旗
2、入党誓词
3、口号标语
4、学习资料
5、管理制度
6、党组织荣誉
7、党支部党建情况
8、党支部党建文化
9、党组织活动
10、党支部先锋模范事迹
11、党支部调研学习

 55寸 壁挂（竖屏，带触摸，红色
定制款） HT-DJT2000 4台

55寸 立式（带触摸，红色标准款） HT-DJT6000 1台

55寸 立式（带触摸，红色定制款） HT-DJT5000 1台

会议室大屏一体机：会议期间满足演讲功能，非会议期间满足宣传功能，播放党组织形象宣传片。

大厅展示：竖屏智能终端宣传、展示、查询功能，播放党员风采、党员之家、党组织活动等节目。 

大厅展示：大屏一体机，用于播放党组织形象宣传片、党组织党建文化建设成果等节目。

阅览室展示：大屏一体机，用于播放两学一做党建、习总书记语录等节目帮助党员提升党性、营造学习氛围。



1



• HT-DJT1000/HT-DJT2000

• HT-DJT3000/HT-DJT5000

• HT-DJ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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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系列 机型 产品描述 单价 备注

HT
会议平
板

航天广电
HT 标准
版

HT-LP65
65英寸 LED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4K(3840*2160)，红外触控，AG钢化玻璃。标配：安卓系统+防眩光+内嵌会议软件
+5G网络+手机同屏互动软件+电子签名墙+会议内容扫码带走+壁挂板+配件包。
整机尺寸：1557*944*92mm

可标配4代电脑

HT-LP75
75英寸 LED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4K(3840*2160)，红外触控，AG钢化玻璃。标配：安卓系统+防眩光+内嵌会议软件
+5G网络+手机同屏互动软件+电子签名墙+会议内容扫码带走+壁挂板+配件包
整机尺寸：1800*1120*133mm

可标配6代电脑

HT-LP86
86英寸 LED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4K(3840*2160)，红外触控，AG钢化玻璃。标配：安卓系统+防眩光+内嵌会议软件
+5G网络+手机同屏互动软件+电子签名墙+会议内容扫码带走+壁挂板+配件包
整机尺寸：2000*1213*120mm

可配6代 I5电脑

HT-LP100
100英寸 LED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4K(3840*2160)，红外触控，AG钢化玻璃。标配：安卓系统+防眩光+内嵌会议软
件+5G网络+手机同屏互动软件+电子签名墙+会议内容扫码带走+壁挂板+配件包
整机尺寸：2250*1350*120mm

可配6代 I5电脑

OPS电
脑

PC模块

HT-LI3-4 Intel® Core™ i3，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4代电脑）主频3.3GHZ
选配65寸

HT-LI5-4 Intel® Core™ 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4代电脑）主频3.3GHZ

HT-LI3-6 Intel® Core™ i3，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6代电脑）主频3.7GHZ
选配75寸、86寸

HT-LI5-6 Intel® Core™ 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6代电脑）主频3.2GHZ

HT-LI5-7 Intel® Core™ 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7代电脑）主频3.0GHZ

选配98寸、100寸
HT-LI5-7 Intel® Core™ i5，DDR3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7代电脑）主频3.0GHZ

HT-LI5-9 Intel® Core™ i5，DDR3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9代电脑）主频2.9GHZ

HT-LI5-9 Intel® Core™ i7，DDR3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9代电脑）主频3.0GHZ

周边配
件

智能笔 智能激光笔 遥控技术RF 2.4GHz，控制距离≤15m，电池1（1 节7 号电池）

无线传屏
器

HT-TP01
在无线同屏功能下，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的文档（PPT\Word\Excel等）、图片、音频和视频文件可无线传输
到会议平板上，带来全新交互方式。

移动支架 HT-ZJ26 适用于65-100英寸机型，带壁挂架

麦克风 HT-800W 语音阵列麦克风，800W106度超大广角摄像头+全向麦克风

温馨提示：以上价格含税不含运！



品牌 系列 机型 产品描述 含税价 目前标配电脑

航天广电触摸一
体机             
适用于幼教、教
培、早教

幼教/教培版块产品

HT-LY50 单系统，橘色，10点触控，白玻，毛重38KG，外观尺寸1135*688*80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135*688*110mm，外包装尺寸1300*815*180MM，适用教室面积15平方
标配1900 4G 
128G固态

HT-LY55 单系统，黑/金色，10点触控，白玻，毛重40KG，外观尺寸1280*750*90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280*750*120mm，外包装尺寸1400*915*190MM，适用教室面积20-30平方
标配I3 4G 128G
固态

HT-LY55 单系统，黑/金色，10点触控，白玻，毛重40KG，外观尺寸1280*750*90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280*750*120mm，外包装尺寸1400*915*190MM，适用教室面积20-30平方
标配I5 4G 128G
固态

HT-LY55(B款） 单系统，黑银双色拉丝，10点触控，白玻，毛重42KG，外观尺寸1290*795*90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290*795*120mm，外包装尺寸1400*915*190MM，适用教室面积20-30平方
标配I3 4G 128G
固态

HT-LY55(B款） 单系统，黑银双色拉丝，10点触控，白玻，毛重42KG，外观尺寸1290*795*90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290*795*120mm，外包装尺寸1400*915*190MM，适用教室面积20-30平方
标配I5 4G 128G
固态

幼教支架 可支持50寸-55寸-65寸的一体机重量。
非实体墙建议用
移动支架

（1）幼教一体机50寸和55寸全部已经自带电脑，以上报价包含标配电脑、包含税票及含运到各县市、偏远地区（大东北、大西北及镇村需额外加50运费、木架费自理）

（2）幼教一体机自带五大领域课程、国学、三字经、奥尔夫音乐; 教培一体机标配白板软件，杀毒软件及视频插件;

航天广电触摸一
体机             
适用于普教、高
教、政企

普教、高教板块产品

系列 机型 产品描述 含税价 建议选配电脑

HT-LP65(Q款） 双系统中文，双色，10点触控，防眩光，毛重57KG，外观尺寸1512*948*108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512*948*137mm，外包装尺寸1700*1111*280MM，适用教室面积30-40平方 选配4代 I3/I5

HT-LP70(Z款黑色） 双系统中文，黑色，10点触控，防眩光，毛重57KG，外观尺寸1512*948*108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637*1013.4*122.3mm，外包装尺寸长1810*宽240*高1150MM，适用教室面积50平方 选配4代 I3/I5

HT-LP75（Q款） 双系统中文，双色，10点触控，防眩光，毛重68KG，外观尺寸1722*1046*116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722*1046*136mm，外包装尺寸1930*1250*300mm，适用教室面积60平方-70平方 选配4代 I3/I5

HT-LP86(Q款） 双系统中文，双色，10点触控，防眩光，毛重100KG，外观尺寸1975*1213*129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1975*1213*155mm，外包装尺寸2190*1350*360MM，适用教室面积80平方 选配6代 I5

HT-LP98 双系统中文，双色，10点触控，防眩光，毛重182KG，外观尺寸2245*1335*118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2245*1335*148mm，外包装尺寸2500*1600*450mm，适用教室面积90平方 选配7代 I5

HT-LP100 双系统中文、双色，10点触控，防眩光，毛重175KG，外观尺寸2273.3*1359.15*111.5mm，做黑板带壁挂尺寸2273.3*1359.15*148mm，外包装尺寸2500*1600*450mm，                 适用教室面积90平方 选配7代 I5

OPS电脑

HT-LI3-3 Intel®Core™i3，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3代电脑）主频3.3GHZ 选配65寸

HT-LI5-3 Intel®Core™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3代电脑） 主频3.2GHZ 选配65寸

HT-LI3-4 Intel®Core™i3，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4代电脑）主频3.3GHZ
选配65寸、70寸、
75寸

HT-LI5-4 Intel®Core™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4代电脑）主频3.3GHZ
选配65寸、70寸、
75寸

HT-LI3-6 Intel®Core™i3，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6代电脑）主频3.7GHZ
选配86寸

HT-LI5-6 Intel®Core™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6代电脑）主频3.2GHZ

HT-LI5-7 Intel®Core™i5，DDR3 4G内存，128G固态硬盘（7代电脑）主频3.0GHZ

选配98寸、100
寸

HT-LI5-7 Intel®Core™i5，DDR3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7代电脑）主频3.0GHZ

HT-LI5-9 Intel®Core™i5，DDR3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9代电脑）主频2.9GHZ

HT-LI5-9 Intel®Core™i7，DDR3 8G内存，256G固态硬盘（9代电脑）主频3.0GHZ

周边配件
移动支架 可支持65寸、70寸、75寸的一体机重量。

移动支架 可支持86寸的一体机重量。

移动支架 可支持98寸、100寸的一体机重量。

视频展示台 HT-L800W 800万像素壁挂式视频展示台

（1）普教高教产品价格采用含税不含运费的操作模式，屏和电脑的价格分开报价，客户根据标案配置要求自由搭档组合，因每一个批量到达的目的地不同，不便于核算运费；

（2）整机带电脑销售的，标配班班通资源、云端课件资源、白板软件及各种视频插件，一健还原系统；



一、智慧班牌产品

图片 产品名称 尺寸 规格 型号 类型 架构 配置 单价 数量 总价 备注

航天智慧班
牌
（硬件）

21.5寸
壁挂标
准版
（横版）

HT-LB215H 硬件
安卓
架构

硬件：CPU 类型 四核 RK3288,系统内
存2GDDR3，存储容量16GB（安卓网
络版/单刷卡/200W宽动态摄像头）

50

二、基础软件平台（可单独购买）

无 产品名称 型号 类型 软件功能 单价 数量 总价

航天互校家园班牌软件 HT-BP-V1.0 软件
基础数据管理平台、校园文化信息发布
系统、校宣班牌终端展示系统、教学考
勤系统、德育评价系统

50

四、服务
（选配，
技术服务）

合计

产品名称 型号 类型 描述 分项报价

无 云部署服务
阿里云平台服务器部署
服务支持

免费：将基础软件平台搭建在阿里云服
务器上，实现便捷高效的远程管理教务
方式

无 班牌调试 检测班牌实际运行情况
N元/次（   ）:检测调试班牌硬件和软件
运行情况

无 数据导入 基础数据导入
N元/次：数据包括学校年级班级，老师
学生课程表等基础教务信息

无 入校培训
入校培训教师使用智慧
班牌产品

入校培训教师
使用智慧班牌
产品

N元（差旅费：）



感谢聆听！
HT has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sign experience.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of 
high quality and practicability, we design every template with our heart, and 
try our best to serve our customers!

南昌航天广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