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翊科技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政府软件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是数字政府的核心。我们对最新的技术加以

创新应用，来提供数字政府解决方案，使各国政府能够解锁数字资产，并与公众保持顺畅的联系。在提供综合

性数字政府解决方案所需的关键任务系统方面，多年来，网翊凭借业界最佳实践、久经考验的方法、专业知

识以及通过在世界各地实施成功的企业解决方案而获得的广泛经验，使世界各国政府能够推出政府对公民

(G2C)和政府对企业(G2B)的在线数字服务。网翊在企业与技术交汇的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让政府能够加强与

人民的联系，并持续为利益相关各方创造价值。网翊已经帮助全球 51 个政府机构更便捷地与大约 5 千万人民

进行联系与沟通，并且通过不断创新，改善政府提供数字服务的方式，改善人民生活。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oppanecquaria.com.

关于网翊 (Toppan Ecqu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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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quaria政府平台（EGP）套件是
符合政府要求的产品，使政府机构能够快速安全地

进行数字化转型。

Ecquaria政府平台套件

Ecqu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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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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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latform

Ecquaria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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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Learning

Ecquaria
Monitoring
Stack

支持快速部署 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快速部署”和“安全性”

确保复杂的整合
跨多个系统

确保数字服务
随时可用。

通过数据驱动的建议来转
变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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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翊政府平台(EGP)是特意为政府打造的平台，让政府设计、构建并
管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服务，与人民进行共同创造。与传统单块
式设计不同的是，EGP被分解为不同的微服务，每个微服务能够妥善
处理好专项服务或任务。小巧灵活的各种微服务，为政府机构带来
了更大的灵敏性和灾难恢复能力。

通过预定义的API，政府可以轻松地解锁数字资产，
促进共同创造，让技术转型为人民服务。

解锁 API 经济
松散耦合的微服务和预定义的 API，使
服务方便接入或断开，并且具有开放
性。开放的 API 使公众能够便捷地使用
微服务，并且可以在硬编码极少或没
有硬编码的情况下进行系统集成。

促进无冲突的发布
通过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CI/CD)，开
发人员能够每天在不同的环境中多次
构建、测试并推送他们的代码。应用
程序可以在最少量的人工干预下，实
现快速、可靠、反复地开发和部署。

独立扩展规模 &
升级服务

每项服务都是一个独立的微服务，可
以在不影响其他服务的情况下进行更
新或扩展。政府可以对公众反馈和政
策变化进行迅速响应。

托管环境不限
构建在 EGP 上的应用程序，在不同
的环境、不同的基础设施中均可使
用。这有助于轻松实现迁移和快速
部署。

确保系统的
灾难恢复能力

如果一项服务出现任何故障，将只会
影响该项服务，而其他服务将继续正
常运行。

监控 & 管理各个服务
使用可视化和监控工具，开发人员可
以将各项指标视觉化，并在单个服务
级别准确定位错误或管理资源所在位
置。

网翊政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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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政府服务不再是单向、线性的提供过程，政府不再只是服务的
提供者。相反，政府为“共创文化”赋能。随着世界各地联系
愈加紧密，数据开放，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数据，公众和企业
在塑造生活环境方面大有可为。

根据人民在决策过程中应当拥有发言权并且希望拥有发言权的
原则，适当的公众参与将强化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改善公
民的福祉，甚至有助于制定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文莱电子政府国家中心 (EGNC)
    文莱数字政府生态系统

    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 (MCI)
    Gov.sg门户

    新加坡总理公署 (PMO)
PMO Ideas! 

    卡塔尔信息和通信技术最高理事会 (ictQATAR)
    卡塔尔服务门户 (QSP)

    巴哈马政府
    巴哈马电子服务

企业和贸易

经济增长和商业机会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在全
球化导致国际贸易激增的情况下，各国如何管理进出口，确
保亲商的营商环境？ 

商业和贸易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一个便于设立企业的营商环
境。世界银行集团的“营商环境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一
位。 “营商环境排名高，意味着监管环境更有利于本地公
司的设立和运作。”

    文莱能源与工业部
    商业注册系统 (BLS)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 (MTI)
     在线行业注册服务系统 (OBLS)

     新加坡海关
     贸易统计数据系统 (TSS)

职场发展

在劳动力方面，确保提供经过恰当认证、训练有素、精力充沛
的员工，是全球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虽然数字变
革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角色，但不可避免地，也淘汰了一些工
作。

劳动力发展有助于人民实现自身的职业追求，并适应新的、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劳动力发展也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培
养人力资源，支持行业发展。

    新加坡幼儿培育署 (ECDA)
    教育者的在线网络 (ONE@ECDA)

    新加坡技能创前程 (SSG)
SSG SkillsConnect
SSG e-Certs

数字政府，正如智慧和城市一样，本身并不是最终目标。它是政府服务的一种手段，帮助政府提供“以人民为中心” 
的服务。数字政府是关于开发、探索技术，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创造经济机会。

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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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透明的司法体系，确保每个人获得公平正义，是每个国家的重心。
强健的司法制度不仅时刻确保和平与正义，而且与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立法与执法之间彼此独立的三权分立精神，要求司法系统的所有
机构，必须密切合作。通过建立一个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负责的
端到端的流程，强化司法程序，能够提高司法系统的有效性。

     新加坡家事法庭
     家庭应用综合管理系统 (iFAMS)

     新加坡国家法院
     犯罪综合管理系统 (ICMS)
     违法案件管理系统 (ROMS)

建筑

如今，我们的生活环境与技术密切交织在一起，颠覆性技术
增加了公民的期望。全球定位系统(GPS)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从全球定位系统(GPS)到定位服务，不断产生大量
的数据。集成各种形式的大数据，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不
断改善政策制定和城市规划工作。

科技的发展不仅惠及城市生活和房地产建筑，也将促进实现
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保护工作。

     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GovTech)
     智慧国家大数据分析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 (HDB)
     HDB 企业枢纽(HBiz)门户

     新加坡气象局 (MSS)
     气象信息门户 (WIP)

医疗

近年来，医疗保健行业出现了重大转变。然而，正如其他行业
一样，人们期望保护患者隐私和敏感个人信息。因此，基于云
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也备受争议。

如果加以适当的治理，数字化信息能够更加准确、更易于检索。
这一综合信息套件，有助于将治疗、成本、性能和有效性研究
的数据进行表格化，随后可进行分析和行动。为使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的效率更高，数字化的医疗记录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组成部分。

     新加坡保健促进局 (HPB)
     学生健康评估项目(SHAPE)和学生牙科电子综合评估 (IDEAS)

     新加坡卫生科学局 (HSA)     
     法医手术综合网络应用 (FIONA 2.0)

     新加坡公共服务署 (PSD)
     医疗索赔比例系统 (MCPS)

总体规划和咨询

我们有一支专门的数字政府顾问团队，帮助各国政府快速追踪
他们的数字政府项目。网翊提供的每个数字政府解决方案中，
都内嵌有领先的创新、概念和最佳实践，使各国政府能够从中
受益。

在电子政府项目执行方面，我们提供数字政府方法论、专业领
域知识、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大量成功经验等咨询服务，各国政
府可以充分借鉴这样的专家指导。

     加纳 -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咨询

     科威特 - 在线综合企业服务咨询

     卡塔尔 - 企业服务规划咨询

     卢旺达 - 数字政府总体规划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数字政府咨询

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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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oppanecquar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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