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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无私，守望相助

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疫情期间，向全国IT运维工程师免费提供线上培训及认证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积极响应西安社会组织联合行动

战“疫”情，练内功，企业认知提升培训

2019年第二届中国IT服务生态峰会企业风云录出炉啦！

为行业复工企业提供“一周精典分享”知识培训

面向全国招募IT运维培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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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协会重要活动事件



添加标题
标题数字等都可以通过点击和重新输入进行

更改，顶部“开始”面板中可以对字体、字

号、颜色、行距进行修改。建议正文8-14

号字，1.3倍字间距。标题数字等都可以通

过点击和重新输入进行更改。

添加标题
标题数字等都可以通过点击和重新输入进行

更改，顶部“开始”面板中可以对字体、字

号、颜色、行距进行修改。建议正文8-14

号字，1.3倍字间距。标题数字等都可以通

过点击和重新输入进行更改。

在西安市工信局的领导下，在西

安市民政局的具体指导和倡议下，全

方位、多举措助力全国抗击疫情。在

做好自身疫情防护的同时，带头配合

业务主管单位和各级政府切实加强疫

情防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IT

行业、IT领域宣传疫情防护知识。

面对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力量联防联控，八

方资源紧急支援，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展开一场全国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响

应国家号召，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

执行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在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攻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

为进一步畅通爱心渠道，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联动“找IT众创平台”于2020年

1月27日正式在“找IT生态系”开启IT运维志愿者和捐助活动，2月2日通过协会将所有善款全部转账捐赠

给武汉市慈善总会用于疫情防控工作。2月3日协会又对所有会员企业对疫区爱心捐助情况做逐一统计，最

后统计本次协会及会员企业共捐赠善款242637.86元。

大公无私，守望相助



自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为缓解社会焦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2020年2月1日西安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联合

西安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发起“西安社会组织抗击疫情线上联合服务行动”，西安市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积极响应，即时动员选派有经验和服务能力的专

业人员为在此次疫情中的隔离人员及广大群众提供线上IT技术支持服务。

2月4日早10时，西安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联合西安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共动员44家社会组织及爱心单位，54名持证专业人士参与线上服务，其中我

协会会员单位西安名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IT技术支持服务，西安名世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软件研发咨询服务。有需求的市民、机构、社区可直接对

接。对接方式：线上服务人员均有相关简介，根据自己需求的服务需求自由选择，添加该工作人员的微信进行具体问题咨询。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积极响应西安社会组织联合行动！

姚峰，西安市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会长，国家二级创业咨询师，中级电子

信息工程师，国家注册电子商务师，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技专委专家，IT

运维基础标准化专家。西安名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找IT众创平台创

始人、找IT生态战略委员会会长，全国IT企业诚信联盟发起人。

—擅长领域— 熟悉IT基础运维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运维服务等标

准化交付体系。创建的找IT平台，已经可以为全国32个省市300余个城市提

供信息化运维保障服务。

陈万伟，西安市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监事，西安名世云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找IT平台联合创始人，找IT平台设计与研

发。

—擅长领域— 熟悉IT互联网软件及构架，数据运算和大数据分

析，熟悉APP、小程序等等互联网软件的研发，及研发管理。曾

负责找IT平台的整体设计及研发，目前找IT平台以及覆盖32各省

市300余个城市提供信息化运维保障服务。



向全国IT运维工程师免费提供

线上培训及认证

在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严峻形势，为助力国家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推出多种举措，以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联合“找

IT众创平台”，面向全国IT运维服务行业技术支持工程师和相关IT专业的在校

大学生提供线上免费IT技术培训与认证，助力IT行业企业及工程师提高服务技

能和综合服务水平，为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做重要贡献。

考试通过用户数量比重

通过用户数 未通过用户数

本次参加免费线上考试的用户共162个，通过考试的用户146个，考试通过用户数占到总考试用户数的89%，



向全国IT运维工程师免费提供

线上培训及认证

免费参加线上考试次数

通过人次 未通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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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桌面运维 网络运维 服务器运维

考试通过数量（单位：人次）

一级 二级

通过考试人次情况：共通过469人次

其中服务标准化114；桌面一级75；桌面二级57；网络

一级97；网络二级34；服务器一级54；服务器二级38。

培训用户参加总考试为1579人次，通过考试为469人次，通过考试人次占

考试总人次的29.7%



战“疫”情，练内功，企业认知提升培训

参与听课的人数达300多人，其中多为IT企业家、总裁、高管以及企业经营

管理感兴趣的社会人士。

针对疫情，我们不要陷入普遍的情绪中去，要学会逆流而上

1、在危机中，IT企业创业者该怎么应对？

2、在危机中，怎么样锻炼团队，提升凝聚力？

3、在危机中，怎么样减少团队涣散？

4、在危机中，团队应该做什么？

5、在危机中，如何提升组织系统的管理能力？

2020年2月10日晚8点，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联合“找IT众创平台”

在荔枝微课进行了线上《战“疫”情，练心功》的企业认知提升培训。通过

此次培训真正让IT行业中小型企业能够从疫情的恐慌情绪中走出来，让企业

家们学会逆流而上，学会在困难当中寻找更多的机遇。



2019年第二届中国IT服务生态峰会企业风云录出炉啦！

时光荏苒，距离第二届中国IT服务生态峰会成功举办的日子

已过了一个季度。峰会的盛况还历历在目，会议以开放、共享的

主旋律，聚焦了服务平台生态力量，打造了全国IT企业诚信联盟

体系，提升了IT企业综合服务技能。会议为多方赋能，洞察行业

发展新趋势，共同帮助IT企业网络化、云端化转型，展示我国IT

服务业的创新成果，推动我国IT服务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深入发展，壮大了IT服务业的经济增长规模，促进IT服务模

式的发展和创新。

会后，各地IT企业都纷纷与协会联系，自愿申请加入“全国

IT企业诚信联盟”，签署诚信承诺书，递交相关诚信资料，为IT

行业的诚信经营和良好发展做出好的榜样。会后全国各地的企业

家们更是趁热打铁，都相互交流学习，相互考察，建立战略合作

，激活了全国IT行业的创新能力，衍生出IT产业生态链条，打造

了共享、共创、共生、共赢的IT生态体系。

具体查看方式如下：

扫描或识别下面二维码，

即可查看《峰会企业风云录》全版

在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资料整理、文件校对、设计排版，最后制作

完成，今天期待已久的《第二届中国IT服务生态峰会企业风云录》

新鲜出炉啦！大家快快抢先看啦……！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西安市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积极响应国家、省、市号召，如何才能切实的又能真正落地助力IT行业

企业复工复产做充分准备，所以从2月17日到2月29日组织了“一周精典分享”分享会，每天1小时线上企业管理分享，从全国邀请行业内知名IT企业家做经验分享，

从心态调整、行业发展、企业经营应对、市场营销行动、目标管理、大数据思维的应用、生态赋能等12场分享会，为IT企业家们送上了企业复工运营的大智慧。

商学院+私董会 持续推进IT行业知识培训升级



招募条件

1、全国IT行业企业推荐，在IT运维服务领域工作两年以上，熟知IT运维相关专业知识；

2、熟悉目前主流的IT硬件、服务器、存储备份、安全、虚拟化、智能化安装、数据运维、云部署等
其中的一项，具有一定的运维实施能力；

3、具有良好的沟通和书面表达能力，主动学习能力较强；

4、有厂商技术认证、项目管理认知等经验更好；

5、愿意分享自己所掌握的IT专业技能，愿意奉献自己的工作心得和经验。

为了构建的运维工程师课程体系，完善协会内部培训体系，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系统性，促进协会

培训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020年2月10日，协会面向全国发起了运维培训讲师的招募活动。本次活动面

向全国IT行业内的人员，通过讲师申请或企业推荐，根据培训体系确定授课内容并制作20分钟的试讲

ppt，预定线上试讲时间，根据试讲情况确定是否录用。同时，在讲师招募方面，对讲师的任职能力有

相应的条件要求。

截止2月底，已成功招募并通过试讲的老师有20人。在此基础上，协会将持续开展讲师授课管理、讲

师能力提升、课件开发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部分

会员单位活动事件



抗击疫情，美林数据在行动
如有召，必到位！志愿向当地政府提供大数据分析技术支

持，通过对人员流动、疫情舆论等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助力政

府制定并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林数据上下高

度重视，紧急部署，迅速启动疫情防控措施，办公区域无死角

消毒，全员普及学习防控知识，放假期间以部门为单位每天按

时报送每一位员工的位置及身体状况……把员工的生命健康放

在第一位。同时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要求，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坚决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

家国天下，责无旁贷，疫情无情人有情！美林数据坚定地

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力以赴支持抗击疫情工作，我们坚信，

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新春伊始，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全国上下共同防控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美林数据作为西安本

土成长起来的大数据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勇担民企责任，彰显

企业使命，驰援疫情一线，助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2020年1月28日，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捐资人民币20

万元，用于支持本市医疗机构采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相关急需医疗防护物资；与此同时，公司迅速响应号召，抽调

十多名数据分析骨干奔赴一线，与三大运营商及华为、阿里、腾

讯、云景等企业一同，联合协助政府主管部门运用大数据分析技

术支持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支持此次疫情的研

判和联防联控工作。面对严峻的疫

情形势，公司还有80多名数据分析

精英主动请缨，随时待命，志愿为

西安疫情前线防控工作贡献一份力

量。面对疫情，我们守土有责！



找IT众创平台、找IT生态战略委员会联合全国十二个省级运营

中心，于2020年2月1日正式向全国发布招募令！！！

当年的省级运营中心，在经历了两年的市场打磨后，十二个

省级运营中心正式生态战略委员会，共创一个生态，共享一个平

台，共赢一个行业；生态战略委员会由运营中心共建，共治，共

运营....

区域生态建设运营权和找IT品牌使用权；

区域生态资源管理和数据共享权；

区域范围内的平台佣金收入分润权；

区域订单优先落地和分配权；

借平台之力，共同开发区域性、跨区性、全国性的IT服务交付项目；

与全国各运营中心、300余个城市和生态合作伙伴形成强链接，共享共赢。

在全国主要各省会、地级市、县级市成立：

地级市运营中心、县级市运营中心



10.4亿微信的活跃用户在 左右
名世云轻应用小程序，在此疫情的期间向全国用户免费

开放47套价值3800元的企业微信小程序。名世云轻应用小

程序拥有丰富的场景应用性，为不同行业提供小程序解决方

案，其中包含餐饮行业、移动电商、房产行业、果蔬生鲜、

糕点烘焙、家具家纺、运动健身、金融行业、教育行业、美

甲行业、美容美肤、母婴亲子、汽车行业、婚纱摄影、珠宝

行业、家装行业、箱包行业等。

16.4亿短短一年半微信用户突破

名世信息助力企业微信宣传
免费开放47套企业小程序

名世云轻应用小程序“小”而不凡，小程序用户呈现出爆

发式的增长，因为小程序的入口众多，有一大半的流量来自线

下；同时印证了小程序引领线下反攻线上的威力。

移动互联网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商家

纷纷上线自己的小程序，所以现在上线小程序必将能够对接线

上的市场，从而为商家带来更多的盈利机会。



一、在线协作文档工具

1. 石墨文档-多人实时协作Office https://shimo.im/

2. 腾讯文档-支持多人在线编辑Word、Excel和PPT文档

https://docs.qq.com/

3. 金山文档 - https://www.kdocs.cn/welcome

4. Google 文档 - 在线创建和编辑文档 http://www.google.cn/intl/zh-

cn_all/docs/

二、在线视频会议工具

1. 钉钉视频会议

https://tms.dingtalk.com/markets/dingtalk/shipinghuiyi

2. 腾讯会议 https://meeting.qq.com

3. Zoom https://zoom.com.cn（移动办公推荐）

4. TalkLine视频会议 https://www.talkline.cn

5. 小鱼易连云视频会议 https://www.xylink.com（软硬件一体推荐 ）

6. 华为云WeLink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welink.html

三、沟通协同

1. 钉钉 https://www.dingtalk.com

2. 企业微信 https://work.weixin.qq.com

3. 倍洽 BearyChat https://bearychat.com

4. Teambition · 团队协作工具创导者 https://www.teambition.com

5. 明道云 https://www.mingdao.com

6. Worktile - 软件开发、项目管理及协作工具 https://worktile.com

7. Tower - 提升协作效率，打造高效团队 https://tower.im           

8. 飞书 https://www.feishu.cn

9. TAPD-腾讯敏捷产品研发平台 https://www.tapd.cn

四、白板工具

1. 比幕鱼- 简单易用的在线白板 https://bimuyu.tech/

2. GitMind - 在线免费思维导图软件https://gitmind.cn/



第三部分

疫情专题报道



这是不期而遇的新挑战、突如其来的新考

验——正值跨年之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力量联防联

控，八方资源紧急支援，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展

开一场全国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信息系运维行业协会，在西安市工信局的领

导下，在西安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响应国家号召

和西安市社会组织倡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助力抗

击疫情：

第一、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

不扣执行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把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在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以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

第二、带头停止举办各类年会、团拜、展览、

交流及大型会议等公众聚集性活动。一律停止

举办赴外地集体活动，不得外出特别是到有疫

情的地方开展参观交流和现场捐助活动。

第三、带头关注最新疫情动态，学习疫情防

控知识，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教育引导身边群

众不信谣、不传谣，科学认识疫情，消除恐慌

情绪，形成有效防控疫情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四、带头提高防病意识，做好个人防护，

外出一律戴口罩，不随意处置使用过的一次性

口罩；做好公共卫生、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

勤洗手、勤消毒、勤通风；出现发热、咳嗽、

气促、胸闷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向有关

部门报告。

第五、带头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并教育引

导身边群众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无特殊情况不

串门、不集会、不聚餐，切实减少不必要的外

出活动，不去公众聚集场所。

第六、带头配合各业务主管单位和各级政

府切实加强疫情防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可采取手机信息、媒体报道、广告栏宣传等新

型媒体形式，在本行业、本领域宣传疫情防护

知识。

第七、积极支持会员企业以各种方式助力

当地疫情防控,依法依规开展好慈善志愿募捐

活动，积极配合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安排。所募捐的

款物应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或武汉市红十字会接

收，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不派工作人

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了全国亿万人

民的心，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关

注、关心、支持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体现了社

会大爱和守望相助的精神。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空气中充满着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信息，没有了往常的

走亲戚，没有了聚会，没有了热闹的街景...这其中，有人埋怨、有人恐慌，有人却行动

了起来了！

有这样一群IT经理人：北京的、上海的、苏州的、杭州的、深圳的、西安的、福州

的、天津的......

他们是找IT生态战略委员会的成员，遍布在全国各个城市的IT企业家们，他们发起

了“疫情和公共卫生安全专项小组”决定支援武汉。

基于IT人本有的热情温度和对整个生态体系的信任关系，他们在第一天发起就凑了

一笔钱21200元，并且还持续有IT界的爱心人士不断加入，他们一起拉了一个群，起名

叫「2020“找IT、战疫情”爱心捐助群」，目前已经 46位IT界的精英们行动了起来。

节约时间，就是抢救生命 。 本次IT服务行业的爱心捐赠活动只持续3天，27日、28

日、29日；然后会将这笔属于他们IT界人士的爱心通过武汉红十字会/武汉慈善总会（

以物资或现金）的方式捐赠给疫区的医院。物资主要是口罩，因为特殊时期，很多次联

系的供应商都无法保障，只能联系武汉周边的工厂，辗转多个渠道，通过IT行业的生态

资源，最终联系到了医用防护口罩1元/个，具体物资的采购合同还在不断落实中！有很

多货源都被和这些IT经理人有同样目的的人们抢走的，不过，“只要能捐出去就是胜利

，谁捐都一样”！

如果不是疫情特殊时期，这些精英们将会奔赴疫区一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当地

医院的IT运维提供无偿的服务，争取保障抢救生命的信息通道。



疫情发生之后，发热门诊成了医院最忙碌的部门，不断有人前来问诊检

测，又祈祷着能平安无事地离开，在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下，医护人员们为了

把每个病患诊断清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不及吃饭、顾不上喝水，

这样的情景不仅在武汉发生着，同时也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发生着，你们的样

子我们深深的记在心里。

人来人往的窗口中我们甚至无法看清你们的脸，但却能感受到疫情之

下，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身上所迸发的坚持的力量，你们是天生如此无惧无畏

吗？进入疑似病人留观区的心情如何？不，你们有的是90后，有的抗击过

SARS疫情，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家人被感染，有的自己已经被感染，你们坦

诚的给我们说，“怕！当然怕！”，但即使害怕，你们却毅然决然地一次次

踏入“战场”，当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害怕，早已被抛掷脑后，只剩下对

病患负责的决心，正是因为你们的样子，病患才能重拾信心，与病魔战斗。

正是因为你们的样子，病患的治愈率在不断上升。正是因为你们的样子，才

会有阖家团圆的时候。

疫情多严峻，你的笑容就有多感动。平凡多伟大，你的背影就有多动

人。虽然你带着口罩但你的样子我们会记得一辈子，你们有的是外省支援武

汉的逆行者，你们有的是武汉本地的逆行者，你们在中国新年这个中国人阖

家团圆的时候义无反顾前往武汉，前往自己的工作岗位，你们有的剃成了光

头，有的剪了留了几年的长发，你们一天就睡3到4个小时，你们为了不影响

工作带了成人尿不湿，你们有的因为长时间带口罩和护目镜脸上被勒出了

深深的痕迹，你的母亲看到说能恢复吗，你笑着说可以的，以后还是你那

个美丽漂亮的乖女儿。我还记得，小女孩跟着爸爸给自己的妈妈送饭的时

候，只能摇摇隔空一抱，我还记得有记者在采访你们的时候，你们有的人

累的已经说不出话，我还记得，有一个和我一样也是90后，她是瞒着自己

的父母到武汉的，在到了武汉以后，父母才知道，当记者说让你给父母说

几句话的时候，你说，我的眼泪已经在眼睛里打转，我不能哭，因为我的

护目镜会起雾，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知道护目镜起雾之后，你需要更换

护目镜，更换防护服，更换口罩，更换手套，这些都是紧缺的，我还记得，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院长金定宇，在你爱人也不幸感染，在身患渐冻症的情

况下，你依然奋战在一线，我还记得你在得知自己同为医生的好朋友不幸

感染时眼角的泪和毅然的转身。你们的样子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样子我们

不会忘记。

我想对你们说，请你们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一定也要保护好自己，同

时也要休息好，不能病人康复了，你们却倒下了。你们是父母的孩子，你

们是孩子的父母，你们舍小家为大家，为患者点燃生的希望，为弱者撑起

爱的晴空。你们的样子，你的样子，我们记得。我们期待着，同时也盼望

着，在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的春日，再与你相拥。（原创人：找ＩＴ众创

平台李鹏）

你的样子 原创作者：李鹏



除夕夜，寝不安席

新冠病毒突袭而来，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

它的危力足以让整个世界“唯”此而动！

新年的第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全国启动一级响应，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面前，展示出坚定的政治决心和人民意志

及时有力的措施，令世人惊叹！

武汉及全国各地的新冠病毒在蔓延

时刻触动着每一个国人的神经

武汉及全国各地的确诊数据在暴增

时刻牵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

病毒无情，人有情

全国上下心连心

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在行动

落实疫情重要指示精神

实际行动践初心，担使命

全方位，多举措，抗击疫情

时刻关注疫情新动态、新形势

及时发布疫情新政策、新知识

带头停止举办各类公众聚集活动

带头普及宣传各种防控防护知识

带头响应抗击疫情线上联合服务行动

带头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不串门，不聚餐

停工不停学，隔离不割爱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在行动

聚力担当，共克时艰

向全国IT行业企业助力

免费提供线上培训与考试认证

助力IT行业企业工程师提技能，增服务

大公无私，守望相助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在行动

防控疫情，驰援武汉

联动行业企业，社会各界，募捐行动

畅通爱心渠道，众志成城，携手同心

万众一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战“疫”情，练内功

信息系统运维行业协会在行动

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向全国IT企业家提供线上企业经营管理培训

助力IT企业家渡难关，脱危机，学会逆流而上

疫情爆发，多少人奋战在防控疫情最前线

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大江南北

他们，来自子弟兵队伍，海陆空医院

他们的安危牵动着身后无数家人的心

礼赞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

礼赞奋战在一线的逆行者

是他们用生命温暖着人间的大爱

让我们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让我们坚定信心，万众一心，战胜疫情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原创作者：周淼



第四部分

协会会员企业展示



西安名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注

册资本 500 万元，由了解 IT 行业发展与掌握网络前沿技术的优秀人才及海外

留学归国人士、硕士研究生共同组建。公司拥有与业界同步的信息资源、标准

的技术服务规范、高品质的研发质量和快捷迅速的反应，并与当前国际前沿信

息技术应用保持同步，可满足不同行业多层次的信息应用与服务需求。

公司专注于企业信息技术服务领域，是集桌面技术服务、网络运维服务、

信息安全服务、互联网软件服务为一体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公司，是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和陕西省科技创新型重点企业。公司为各行各业的企业提供全面专

业的信息化及网络应用解决方案，包括：桌面级应用、网络服务应用、网络安

全应用、防火墙与安全网关技术、互联网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同时提供终身

技术支持。

西安名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通过自主技术研发的 “找IT众创平台”，是将IT服务商与企业

用户通过LBS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连接的B2B全国服务交付云平台，包括

企业 IT 资产生命周期管理系统、IT 外包服务电子信息系统等技术获得

国家11项著作权，是陕西省重点创新型科技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8年获得西安市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公司打造出针对 IT 服务领域

的标准化和培训认证体系，已经得到全国IT行业内数百家企业的认可，

同时通过了ISO9001、ISO14001、ISO20000、ISO27001 四项标准化

体系认证。在2019年正式在全国创新创业板正式挂牌，股权代码

E01594。作为一家专业的企业IT外包服务商，一直协助企业从IT规划、

方案设计、设备选型、网络运维网络分析到安全管理的一站式服务而闻

名于业界，获得中国重点推广著名品牌以及中国IT服务行业最佳典范品

牌。



西安名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通过全国各省进行线

下布局，达到线上对接、在线

派单/接单、在线支付、线下服

务的一站式标准化IT服务交付

体系，构建了全国IT服务生态

体系，目前已经可以覆盖全国

32 个省市、近 300多个城市，

建立了十五个省级运营中心，

是国内最大的 IT 服务交付生态

平台。

联系电话：400-029-1600   029-82081818

公司官网： www.chinamsit.com

找IT官网： www.zhaoits.com

地 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中段橡树星座B2401

2018年成功举办中国首届IT服务生态峰会，峰会在西安市举行，媒体总浏览

量达到165万次。会后，参会90%的企业参与了全国IT服务生态体系的建设，与各

平台、各省市、各运营中心进行了多维度的合作与项目对接，通过会议倡导的创

新型思维进行了转型升级，生态体系中的 IT企业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近100

亿。



陕西凯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凯笙”）位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智慧城市、

物联网智能综合平台开发的高新科技企业。承接国内外各类大中型机电安装

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调试、

维护工作。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厚的实践经验,

已成为能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具备电子与智

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安全技术防范壹级资质、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专项乙级资质、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城市亮化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资质、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多项资质，被同时评为西安

市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AAA级信用企业”，内部实行项目经理负

责制，全面实行质量监督和系统化管理。牢固树立“质量重于泰山”的意识，

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官 网：http://www.ksznkj.com

电 话: 029-86681999 029-88896711

地 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52号宝德云谷国际A座18层

陕西凯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凯笙始终围绕“讲究诚信，强调合作；以人为本，客户至上”的

发展思路，秉承“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的企业理念，将

领先的科学技术与产品、技术服务应用于建筑工程中。公司参与了丝

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场馆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

典主会场建设及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建设等多个大型复杂的工

程，不断分析总结经验、整合资源，与多家国内外著名的软硬件厂商

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5〕61号）于2015年8月10日公布。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一

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下综合管廊并投入运营，反复开挖地面的“马路

拉链”问题明显改善，管线安全水平和防灾抗灾能力明显提升，逐步消除

主要街道蜘蛛网式架空线，城市地面景观明显好转。

我司承接西安市综合管廊项目，包括常宁新区、北沈、沣经、科技路、

西部大道等路段，共计20公里。

经典案例——综合管廊项目

经典案例——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项目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的

主会场，同时也是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的主会场。

是呼和浩特市重要的公益性民生基础设施，其将成为首府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市民休闲度假的新场所、展示民族特色和社会进步的新窗口。

我司打造的智能化景观照明工程，场馆亮化造型美观，为整个场馆注入了

新鲜的生命力，为呼市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已成为当地城市建设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白鸟团队于2015年组建，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应用融合进产业和实际场景，现已在数据安全与共享、供应

链金融、正品校验（溯源）、行为记录（数据上链）、版权确权（存证）等场景提供服务，且已生成平台层

可复制化推动。白鸟将区块链培训产品化，给政府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梳理与培训区块链落地脉络。在产品方

面不断挖掘单项赛道，目前已开启数据传输安全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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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近40项成熟区块链应用落地案例

•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杭州大江东空间信息技术研究院共同组建杭州标链科技有限公

司，将多光谱技术民用化

• 拥有国家密码学商用牌照和军民融合产业牌照授权

• 技术团队平均有7年左右的开发经验，擅长互联网、物联网、AI、区块链等技术开发

徐来 首席科学家

在区块链、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国际顶级专家

• 美国艾尔康宁AI研究院院长

• 曾任世界银行集团高级数据科学家

• 美国国际应用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华盛金融科技）

• 中国科学院中科雁栖湖企业创新智库秘书长与信息技术高级顾问

• 美国徐氏科创基金会执行长



• 数据上链，真实防篡改

• 数据加密，保障安全性

在高速公路各信号站安装白鸟密盒，通过传感器收集来往车辆相关信息（车辆种类、颜色、重量、车牌等），

数据通过区块链技术上传白鸟密盒服务器，运用于用于交通领域或拓展至多领域。

白鸟密盒

特性

适用客户：交通相关企业、政府部门

数 据 安 全 性 将 在 原 来 的 基 础 上 提 高 8 0 % 以 上

案例:白鸟区块链密盒-已在浙江国际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发布



联系电话：029-68826253

协会网址：http://www.isota.cn 

投稿邮箱：zhoumiao@isot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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