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公司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二 编辑：
康源 校对：
筱华 美编：王祯磊

金山顶尖：做中国最优秀的信息服务提供商
北京金山顶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金山顶尖”
)成立于 1998 年，目前注册
资本 5000 万元，是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
技园区核心地带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0 年在新三板成功挂牌(股票代码：
430064)。公司自成立以来，
稳健发展，
以
信息系统集成、互联网软件开发、信息技
术服务为主要业务，
通过物联网、
云计算、
信息融合、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的应用，致
力于为教育、
能源、
医疗、
政府等行业用户
提供先进的智慧校园、
智慧能源 、
智慧医
疗、
智慧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公司目前拥
有几十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和专
利技术。

六大优势凝聚企业核心竞
争力
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于庆洲博士从学
校毕业就供职于北大方正集团，
是金山软
件事业部负责人，与裘伯君、雷军等共事
多年，逐渐形成了“IT 服务社会的理念”，
待时机成熟，
创立了金山顶尖公司。经过
多年发展，
形成了独具金山顶尖特色的核
心竞争力。
一是较强的创新能力。公司多年来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拥有一支追求卓越的
研发创新团队。核心团队长期服务能源、
教育、医疗以及政府行业，对这些行业有
长期、
深入、
全面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能
保证公司研发的行业应用产品不仅具有
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而且能准确地把握并
满足客户现实或潜在的需求。公司现有
外观设计专利 1 项，
实用新型 4 项，
软件著
作权 65 项。
二是完善的研究开发体系。技术中
心下设 4 个部门，涵盖产品方案、软件项
目管理、
技术研发、
市场研究等内容，
研发
人员都具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并有多人为
行业技术专家。与此同时，
公司在技术研
发方面与多家科研院所和著名院校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三是优秀的管理团队。公司拥有一
支具有创新意识和战略眼光的管理团队，
且团队成员凝聚力强，稳定性高，积极引
导公司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研发自主创新
产品。
四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公司注重内
涵发展，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以此
为根本来凝聚人心、完善团队，形成强大
的团队战斗力。
五是广泛的客户资源。二十多年来
积累了教育、
能源、
医疗、
政府等各行业的
大量客户，包括大量的大型高端客户，如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等。
六是丰富的系统集成项目经验。公
司已完成众多石油石化信息化项目及教
育、医疗行业具有标杆意义的项目，在业
界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口碑，
成为金
山顶尖靓丽的名片。

独特商业模式+优秀技术
团队助推企业快速成长
目前，公司主要的商业模式为咨询、
设计、实施与维护。咨询：通过向客户提
供业务设计、
系统规划、
方法论模型、
同行
成功经验等方面的咨询建议，
了解客户目
标，发掘客户需求，创造市场机会或者提
前获得业务信息。设计：从客户需求出
发，根据客户的应用模型提出系统架构、
项目开发方法和过程及预期结果，
与客户
确认项目方案，
并根据项目方案设计具体
的系统开发方案与计划。实施：软件方
面，
根据设计要求进行以基础软件为平台
的按需定制与再开发、
安装、
运行测试；
硬
件方面，根据设计要求进行设备采购、网
络与硬件的安装与设置、
系统调试。所有
软硬件安装完毕后进行系统开通和工程
验收。维护：系统实施完毕后，将根据具
体情况按后续的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设
备、软件的升级服务，并对客户进行持续

跟踪，维持客户关系，不断发现新的应用
需求，
改进系统，
提升管理。
金山顶尖研发与技术中心，
涵盖软硬
件开发、生产测试、技术工程、市场研究、
新产品开发等内容。现有许多年轻有为
的专职技术人员，
其中多人具有硕博学历
并有多人为行业技术专家。公司组织架
构、
人员配置都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公司
目前拥有 65 项软件著作权产品。
公司优秀的技术团队可以为客户提
供以下服务：
1、IT 咨询服务：IT 基础架构咨询服
务；网络安全咨询服务；数据中心咨询服
务；
云计算、
大数据咨询。
2、
系统运维服务：
IT 基础设施运维服
务；IT 应用系统运维服务；网络安全管理
运维服务；
内容信息服务；
综合管理服务。
3、系统集成服务：数据网络建设服
务；信息安全建设服务；安防视频监控建
设服务；桌面虚拟化云盘建设服务；数据
中心云计算建设服务。
4、软件开发服务：BS 类 软件开发定
制；CS 类 软件开发定制；移动 APP 软件
开发定制；
微信公众号开发定制。
公司的主要产品可以分为系统集成
产品和自主开发的软、
硬件产品。
其中，系统集成产品主要包括：学霸
2000 多媒体教学系统、机房预知性维护
系统、数字化智慧校园系统、物联网创新
实验室、教育云桌面应用系统、统一融合
通讯系统等。
自主研发的软、硬件产品主要包括：
世纪通 2000 校园网管理系统、金山顶尖
OA 网络办公系统、
IMP 信息管理平台、
DJ
系列中控系统、
触控一体机系统等。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公司仍将根据客
户的需求围绕系统集成业务进行产品开
发和市场应用，
同时强化软硬件开发与应
用业务及 IT 外包服务业务对系统集成业
务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在专注主营业务的
基础上，
巩固、
提高在教育、
能源、
医疗、
政
府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同时进军生产制
造、金融、电信领域，扩大利润增长点，力
争公司实现营业额及利润年复合增长率
30%以上，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
发展。
展望未来，金山顶尖将继续秉承“IT
服务社会”的宗旨，以做中国最优秀的信
息服务提供商为目标，
让高端的产品技术
成为公司发展的原生动力，
持续扩大企业
规模，全面提升员工福利，公司进入更高
层次的资本市场，给投资者以更多的回
报，力争成为客户最值得信赖、员工为之
自豪的 IT 企业和公众公司。

金山顶尖董事长于庆洲

【企业文化】
金山顶尖董事长于庆洲一直重视企
业的文化建设，把文化视作公司的魂魄，
多年来，形成了具有金山顶尖特色的文
化理念，凝聚着众多的金山顶尖人一起
前行。
公司愿景：做世界一流的信息技术
服务企业。
公司管理理念：一种简单和谐的工
作氛围，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一份有竞
争力的报酬 ，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机会。
公司使命：1、国内领先的信息技术
服务企业；2、成为一家最优秀的公众公
司；3、通过信息技术服务，以专业技术促
进客户事业进步。
企业精神：感恩、
利他、创新、卓越。
公司战略：整合国内外 IT 资源，立足
中国市场，以 IT 运维管理服务和应用软
件为核心，以自主产品为依托，以广泛的
战略合作伙伴为基础，全力打造中国 IT
系统集成和运维管理服务的航空母舰，
建立值得客户依赖的 IT 服务品牌，成为
中国卓越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

【公司发展历程】
1998 年 1 月 5 日，公司成立于北京中
关村核心商圈。
1998 年—2009 年，销售收入破亿元
大 关 ，顺 利 进 行 股 份 制 改 造 ，通 过
ISO9001 认证，获得安防工程一级资质。
2010 年—2012 年，成功登陆新三板，
确立教育、能源、医疗三大核心行业，完
成第二次融资，是北京市首批“四个一”
工程高成长企业，荣获首批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称号。
2013 年—2014 年，销售额突破 3 亿
元，荣获系统集成二级资质、音视频工程
一级资质，是双软认证企业，荣获十佳石
油化工行业解决方案商、十佳教育行业
解决方案商。
2015 年—2017 年，新签合同额突破 5
亿元，构建安全交付管理框架/提供云平
台服务，通过 ISO27001 信息安全认证，获
颁北京市校企合作教育基地；创建、提供
物联网服务，通过美国 CMMI 软件成熟
度 III 级认证。
2018 年—2020 年，以二十周年庆典
为起点，迈入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