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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
中国石化、宝钢集团、中钢集团
奔驰汽车、丰田汽车、本田汽车
日本三菱、松下电子、日本神钢
索尼、佳能、KDDI、新加坡丰益集团
东芝、三井物产、中粮集团、住友商事
大众汽车、铃木汽车、普利司通、夏普 尼康、西铁城、三洋能源

爱普生、日本兄弟集团、美津浓
卡西欧集团、理光图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三菱电机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YKK、牧田（中国）有限公司
益力多、TDK、富士
欧力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能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世界500强齐声赞誉

在华日资企业市场占有率第一

中国行业标杆企业一致推荐

三一重工、中兴通讯、玖龙纸业
徐工集团、盾安集团、福田雷沃重工
中国长安汽车、中国重汽、步步高
神威药业、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香港廉政公署、华东电网、中国烟草、屈臣氏、7-11
珠江啤酒、特变电工、欧时力、周大福、美特斯邦威、老百姓大药房

迄今为止，超过20,000家企业用户一致选择IP-guard，

5,000,000余台计算机同时运行客户端，

在机械、电子、纺织、金融、政府、军工等超25个行业担任着终端安全管理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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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三大手机
生产商

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
制造商

全球第一大的功能
手机厂商

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
信)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全球知名的大型综合性跨
国企业集团

全球领先的生产影像与信
息产品的综合集团

2016年中国手机市场
出货量第一品牌

中国最大通信设备
上市公司

世界著名国际综合性电子
技术企业集团

数码通信的信息化程度高，且往往是其它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供应者，它的数据不仅包括自身
的信息，还可能包括大量客户的重要信息，如邮箱应用、社区应用等，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事件，
将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数码通信企业组织机构复杂、分支机构分布广、产品众多、部门间的办公模式、业务流程、组织
规模差异大，因此对文档安全防护系统的服务能力、系统稳定性、可扩展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Numeral/Communication
数码/通信

LIST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乐语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网龙股份有限公司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斗国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科创欣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鸿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雷易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与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得力风根上海代表处
广东天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美赛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爱普迪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今华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捷开通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赛龙通信技术游戏公司
深圳市博格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源富联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莱尔威通讯有限公司
深圳华瑞三和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讯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禾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摩尔菲（深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群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辉烨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程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汇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麦奇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台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岷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路拓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华讯方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凯贝奈特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海兰德维通讯技术
西安领先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镇江市瑞生康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研发(无锡)有限公司
珠海柯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漳州科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国虹通讯数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佳  能 松  下 索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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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VIVO目前是国内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在全球手机销量仅次于三星和苹果，排列第三。

十年来，OPPO&VIVO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不断创新，OPPO开启了手机自拍美颜时代创，推出电动旋转摄像
头和超清画质等拍照技术，为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了出色的手机拍照体验；VIVO也由原来的音
乐和拍照的单点技术突破，向智能手机的整体技术创新全面推进。

消除终端安全威胁，保护核心技术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OPPO&VIVO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信息安全威胁问题， 
OPPO&VIVO此次应用IP-guard终端安全管理产品，对全集团数万台终端计算机进行集中管控。对文档存储与使
用、网络应用以及外部设备接入等容易发生信息泄露的行为进行重点管理，同时建立完整的全程可追溯的审计
体系，确保核心技术以及业务信息安全无忧。

集中管控，对高风险行为重点防控
OPPO&VIVO：全球第三大手机生产厂商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致力于为全球电信运营商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解决
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满足全球不同运营商的差异化需求。

公司在全球共107个分支机构、7+1个交付中心、14个培训中心；7个区域客户支持中心，45个本地客户支持
中心；超过10,000名售后服务人员，3,000多家本地外包合作伙伴，是近年全球增长最快的通信解决方案提供
商之一。

去繁化简，打造信息安全堡垒
面对庞大的业务系统，内网信息安全管理日益繁杂，中兴通讯货比三家，最终凭着IP-guard专业的产品和服
务，特别是产品稳定、经验丰富、响应快速等多方面的优异表现，决意全集团使用IP-guard，与IP-guard携手
打造信息安全堡垒！

中兴通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

去繁化简，打造信息安全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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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最大的游戏研发
与运营企业

中国最大的独立
手游发行平台

中国领先的社交应用
开发和运营商

国内专业休闲旅游
预订平台

中国最具实力的游戏
内容提供商

领先的网络游戏内容
提供商之一

国内研发实力最强的网页
游戏公司之一

互联网的兴起，让各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游戏行业的大热，也正是因为它可以给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
乐趣。对于很多互联网和游戏公司来说，当前是发展的大好时机，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多。

互联网和游戏行业竞争激烈，片刻的懈怠都有可能错失很多良机，越发严峻的信息安全也给他们带来了
重重的考验。若企业花费大量精力推出的新产品信息被他人窃取，损失将难以想象。在全面发展重点业
务时，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完整可靠的终端安全管理方案，及时防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Internet/ information
互联网/信息

LIST

国内知名电商平台

北京市欧亚互动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嬉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奥络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时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逗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即科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省智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菲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惠星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华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网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灵云云计算有限公司
深圳市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蝶讯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傲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先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恒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掌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扑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邻友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讯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钱坤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钱吉通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匠动画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空间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悦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国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齐创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
苏州全维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智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高特网络有限公司
嘉兴果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趣玩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巨合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冰河（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领先的全方位IT服务
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东方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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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牛旅游网创立于2006年10月，为消费者提供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80个城市出发的旅游产品预订服
务，目前已成功服务累计超过1500万人次出游，在国内在线休闲游市场份额第一，在线旅游排名前三，并成功
在纳斯达克上市。

凭借在线订购旅游线路模式及兼有传统旅行社的线路优势，途牛网走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不断完善的新产
品和服务赢得了众多客户的信赖。

管控终端行为，保障业务数据安全
作为一个大型旅游预订平台，途牛网存储着大量的用户订单数据，这些订单数据以及各类新产品研发信息都是
途牛网的重要资产，而业务系统的顺畅运行更关乎企业的核心业务发展。为打造一个安全、高效的内网平台，
途牛网应用IP-guard的终端安全管理系统，对信息数据的保存以及使用进行全面管控，对内部网络IT设备进行
集中管理和维护，确保业务数据安全以及保障业务系统时刻顺畅。

唯品会率先在国内开创了特卖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并以“零库存”的物流管理与电子商务的无缝对接模式，短时
间内在电子商务领域生根发芽。同时唯品会与知名国内外品牌代理商及厂家合作，向中国消费者提供低价优质、受
欢迎的品牌正品。

每天100个品牌授权特卖，商品囊括时装、配饰、鞋、美容化妆品、箱包、家纺、皮具、香水、3C、母婴等，以低
至1折的深度折扣及充满乐趣的限时抢购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优质购物体验。2013年中国垂直女性时尚电商
市场份额中，唯品会以55.2%成为中国垂直女性时尚电商市场的领导者。唯品会所代表的线上特卖模式已经成为现
今中国三大主流电商业态之一。

打造专属内网安全系统，防范信息泄露
高速的业务发展，以及在全国各地不断增加的分公司和物流管理中心，给唯品会的网络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
全民关注信息安全的当下，唯品会经过多方对比测试，最终选择IP-guard布局终端安全系统，通过对核心业务部门
进行加密管理，对企业内网的网络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以及对IT系统统一运维管理，确保数据的绝对安全，保证网络
时刻运行顺畅，提高工作效率降低IT运维成本，切实打造出更牢固可靠的终端环境。

途牛网：国内专业休闲旅游预订平台

打造安全、高效终端平台 打造牢固安全终端，防范信息泄露
唯品会：国内知名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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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电子光学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期，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强劲，
为电子光学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电子光学行业自身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的原
材料生产、中游的设计、到下游的制造加工，整个行业的最大利润点在于产品设计与应用创新。

因而，电子光学类企业，尤其是以研发设计为主的企业，机密信息资产保密需求强烈，对于知识
产权和创新成果的保护关系到企业的核心利益，甚至生死存亡。

Electronic/optical
电子/光学

LIST
国内最大的NAND FLASH

研发和制造厂商
中国领先的手机芯片

供应商之一
世界领先、国内最大的集

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

中国大陆最大LED晶片
制造商

世界三大背光模板
生产商之一

全球最大玻璃镜片
生产厂家之一

透明玻璃投射电容技术
领导厂商

全球第五大模组
生产厂家

世界领先的锂离子电池
生产者和创新者

中国亿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波士顿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柯尼卡美能达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理光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松下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全志科技日月光集团瑞昱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三洋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德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日东精密回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惠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欧陆通电子有限公司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顺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
可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惠州信利智能显示有限公司
惠州天宝电子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普思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锂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茂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日立集团
卡西欧计算机株式会社
兄弟集团
TDK集团
广州市保伦电子有限公司
捷星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村田集团 Murata （全球各子公司）
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龙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名幸电子（武汉）有限公司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光宇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思科技
LENS TECHNOL OGY

宁德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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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应用越来越多，基于特色工艺的微机电系统却是智能化的核心之一，现在国内已不乏在集成电路行业深耕探索的企
业，IP-guard目前就与世界领先、国内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在终端信息保护方面进行了深入合作，为中芯
国际的集成电路发展扫除障碍。

中芯国际（纽交所代号：SMI，港交所股份代号：981）总部位于上海，拥有全球化的制造和服务基地，是技术最先进的集
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可以提供0.35微米到28纳米不同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与技术服务。中芯国际在上海、北京、天津、深
圳、江阴以及意大利均建有200mm-300mm晶圆厂，为专注于晶圆和模组代工，中芯国际已经与绍兴市政府、盛洋集团共
同出资设立合资项目公司。

保护核心技术安全
为更好保护中芯国际研发技术及业务信息安全，中芯国际此次应用IP-guard终端安全管控系统，对重要信息技术进行加密保
护，同时对终端操作应用进行规范管理，IP-guard全面的管控功能、稳定的系统性能，帮助中芯国际实现了更安全、透明可
控的信息保护，让项目的推进更顺畅。

为“芯”路保驾护航
中芯国际：国际一流集成电路制造企业

长江存储是国内最大的NAND FLASH研发和制造厂商，也是世界领先的NOR Flash晶圆制造商之一。作为一家专
注于3D NAND闪存芯片设计、生产和销售的IDM存储器公司，长江存储为全球工商业客户提供存储器产品，广泛
应用于移动设备、计算机、数据中心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

2017年，长江存储通过自主研发和国际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成功设计并制造了中国首批3D NAND闪存芯片，这
是中国主流芯片中研发制造水平最接近世界一流的高端存储芯片，实现了中国存储芯片“零”的突破。目前长江
存储在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均设有研发中心，专利技术已经累计超过500多项。

保护专利技术安全
芯片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长江存储一直在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进行产品研发，为更好保护这些技术信息安
全，长江存储已全面应用IP-guard终端安全管理产品对终端进行规范管控，通过对终端应用进行规范和管理，可
以有效防范各类泄密风险，结合IP-guard的敏感内容识别技术以及日志审计，可以实现更有针对性且又透明化的
技术保护。

长江存储：国内最大的NAND FLASH研发和制造厂商

保护专利技术安全

长江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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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环境

东  芝

互联网信息化的高速发展，让家电家居企业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然而与之伴随的挑战也不少。
家电家居企业在转型信息化管理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发信息以及业务数据大量集中在应用系统
中，如果没有做好安全管理，很容易被有心人窃取，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伤害。

大部分信息安全威胁其实就在企业内部，仅仅对网络边界进行防范并没有什么效果。家电家居企
业在重点发展业务的同时，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终端安全管理系统，防范信息安
全威胁。

electric appliance/Home Furnishing
家电/家居

LIST

山东小鸭集团
艾美特集团
广州联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能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虎生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信力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泛仕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市拓璞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亮艺照明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家和家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塔祈巴那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马斯登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帝尔照明有限公司
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索顿飞羽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吉豪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厚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雁阳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新文行灯饰有限公司
重庆兄弟装饰集团
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慈溪先锋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朗格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宏大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松下万宝（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北京特普丽装饰公司
上品橼(HK)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星易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鸿侨傢俱有限公司
亚来（上海）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康玛尼奥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臣智能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汇川金属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铭灯饰有限公司
湖北盛世欣兴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公司
重庆玛格家居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金品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热水与中国菜厨电
专家

中国最大的民营空调生产
基地和出口创汇企业之一

日本家电制造业巨头

松下环境系统集团海外最
大的生产企业

小家电领军企业 全球最大的专业化
空调企业

日本市场占有率第一 智能卫浴领导品牌 知名卫浴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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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9月13日，前身是中日合资企业，2003年变更为日本松下独资
企业。2005年吸收合并北京松下精工有限公司作为分公司，2015年成立苏州分公司，成为松下环境系统
集团在海外最大的生产企业。松下环境长期致力于室内空气环境研究领域，不断钻研积累了世界领先的经
验和技术，旨在以全球NO.1的品质和技术力量为优化世界人们的室内空气质量做贡献。

松下环境主要企划、设计、制造、销售Panasonic品牌的换气送风机、空气净化器、浴霸、全热交换器组
件、风幕机、柴油排气系统触媒等产品，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换气扇类产品在美国业界最先获得“Energy 
Star”荣誉称号，公司的产品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松下环境有着完善的管理体系，相继获得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ISO27001及其他国内外
认证，无论是品质、环境保护、职业安全还是信息安全管理，都按照国际标准化管理。早在2010年，松下
环境就开始部署IP-guard的安全管理产品对终端进行规范化管理，率先实行信息数据安全管控，保障了企
业业务的高速发展。

管控更规范，更高效！
松下环境：松下电器最大的换气送风系列产品的生产基地

东陶创立于1917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生产、销售民用及商业设施用卫浴、洁具及相关设备的企业。在近百年的
发展过程中，东陶TOTO以其尖端的科技、卓越的性能、致力于环保的企业理念，赢得了全球用户的共同信赖。
在中国地标性建筑，如中国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中，都
可随处见到TOTO的身影。

效率与安全并举
在东陶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的营业所之间，每天都会传递大量的数据，但由于距离的原因，东陶目前无法对所有的
计算机进行统一管理与维护，同时信息的安全性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了提高企业在终端安全的防护水平，保障
公司的稳步发展，东陶希望加强对全国所有营业所的计算机的整体管理，保护内部信息的安全使用。

IP-guard经过分析为东陶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终端安全管理解决方案，提高了全国范围内计算机资源利用与管理
的效率，保护了内部机密信息传递与使用的安全，增强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IP-guard高度易用性，为东陶节约
了大量操作负担，在效率与安全之间达到了平衡。

东陶TOTO：智能卫浴领导品牌

规范上网行为，加强终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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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化妆品品牌 亚洲第一化妆品集团 中国知名中药牙膏品牌

世界一流的婴儿用品专家 家用清洁及卫生消毒产品
的行业领导者

全球最知名的保鲜盒
生产企业

中国最大的塑料管道及塑
料挤出生产设备的

制造企业之一

中国最大的改性塑料
生产企业

国内最大玻璃瓶生产厂家

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白猫有限公司
上海日昌产业有限公司
上海柏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雅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露凡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常春藤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丽婴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克缇(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庄信万丰(上海)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名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东爱婴岛儿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东海橡塑（广州）有限公司
松泽化妆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巴德士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栋方日化有限公司
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标美硅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明辉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爱你士化妆用具有限公司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维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珀莱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实联化工有限公司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
安婕妤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澳宝化妆品(惠州)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美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乐美达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隆成小天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阳光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日化化工行业属于快速消费品领域，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日用品消费
国和生产国，国内市场竞争也是十分激烈。如何准确的把握市场动向，如何准确了解消费者的需
求，以达到在竞争中的不败地位，是每个日用化工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

随着日化化工行业企业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总部与各个分支机构需要实时信息传输和资源的共享。
在数据交互传输工程中存在大量的核心配方、专利、重要客户信息以及财务数据等方面的敏感电
子文档，机密文档防护要求较高。

Daily-use /chemical
日化/化工

LIST
乐  扣

贝 亲
威露士

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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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高白、普白、翠绿料等综合日用玻璃制品的大型民营玻璃容器制造企业。
在全国拥有12家全资子公司，年产能达285万吨。

华兴玻璃客户遍及世界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中国首家玻璃制造行业国家实验室，先进的生产设备
及生产工艺⸺全面配置自动验瓶机、自动装瓶机等高科技自动化生产设备，掌握小口压吹、三滴料、轻量化等
玻璃制做核心技术。

加密管控文档，保护重要技术安全
随着信息安全风险的不断演变，华兴玻璃在钻研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对技术信息的保护也非常重视。现在
华兴玻璃就应用IP-guard加密产品对重要技术信息进行加密保护，同时对文档操作以及设备应用进行管控，防止
机密信息被外泄。除此之外，IP-guard还帮助华兴对资产设备进行统一智能化管理，让管理员可以从繁杂的运维
工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在重要事项上。

今天的资生堂不仅在日本，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其产品已在全世界85个国家销售，成为亚洲
第一、享誉全球的化妆品集团。

在国内，资生堂已开设了近195家高档百货店形象专柜，销售包括护肤、彩妆、美体、香氛、男士等不同种类的综
合产品。高品质、高形象、高服务的宗旨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主动防卫，保护信息安全
资生堂一直致力于美肌和秀发的研究，研发出了许多革新商品和美容方法。面对层出不穷的信息安全威胁，资生
堂选择了主动防卫，保护研发成果，让美丽不泄密。在众多的信息安全产品中，资生堂选择了稳定性更好、功能
更齐全的IP-guard为其研发成果进行严密保护，同时对终端的泄密风险点进行全面防控，确保美丽不泄密。

华兴玻璃：国内最大玻璃瓶生产厂家

加密保护信息技术，杜绝泄露危机

保护研发成果，为美丽保密
资生堂：亚洲第一化妆品集团

资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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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羽绒生产商                        “茄克专家”七匹狼 中国民族运动品牌

中国休闲服饰龙头企业 中国女装著名品牌 韩国著名成衣品牌

著名的内衣厂商 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
拉链制造商之一                        

世界领先的运动器具、服
装和鞋类生产商

北京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地素时尚股份（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菲姿服饰有限公司
万邦(清新)鞋业有限公司
广东新一系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新怡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原上服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哥弟时尚服饰研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曼妮芬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赢家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轩服装有限公司

Dr. Kong Footcare Ltd.
宁波博洋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梵蒂诗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维莱特纺织有限公司
福建顺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依曼丽内衣有限公司
佛山市足迹鞋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曼妮芬制衣有限公司
富绅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梦燕制衣有限公司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以纯集团
九牧王（中国）有限公司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沙驰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雪豹服饰有限公司
福清洪良染织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居梦莱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山东冠世针织有限公司
青岛红妮集团服饰有限公司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巨大的市场需求加速了纺织服饰企业的产业转型。许多企业开始由单纯的产品加工向品牌和零售
环节渗透，加大产品研发的投入。而随着网络的高度发达，人、数据和各种事物已经以不同方式
联入网络，新的协作方式导致信息的流转变得更为复杂。

对纺织服饰企业而言，进行商务活动时始终面临着各种风险，这些风险是固有的，不仅存在于企
业与客户以及合作伙伴的日常接触之中，也存在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作为纺织服饰企业商务活
动的重要组成系统，同样也无法避免各种风险的威胁。

Fashion textile
纺织服饰

LIST

衣恋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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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拉链（以下简称“YKK”）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拉链制造商之一，代表着行业标准，因为采
用日本精确的工艺，原料和管理方法，虽然YKK价格是其它牌子拉链的10倍左右，但目前YKK仍是拉链
行业最大的市场份额拥有者。

1995年，YKK在中国境内投资的第三个拉链生产基地⸺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发展壮大后的深
圳YKK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健全的管理体制，公司秉承了一贯追求优良品质的传统，结合中国市场
的特性生产出高品质的金属、尼龙、树脂拉链以及扣具、钮扣产品，满足中国市场全方位的需求。

部署IP-guard所达到的效果
为保护内部涉及到核心竞争力的机密文档，YKK应用了IP-guard提供的全方位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体
系，通过IP-guard实现了对机密文档的可控、可见、可查，实现机密数据的安全流转，同时严格控制
泄密渠道，达到了高强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YKK铸造了坚固的信息安全防护城。

“时尚专家，美丽顾问”是欧时力一贯的形象定位。欧时力从电影、音乐、绘画等各类艺术中汲取灵感，结合潮流
激发创意，展现女性自在自信、由心而发的优雅摩登气质，吸引着无数成熟、自信兼美艳、高贵的现代时尚女性。

发展至今，欧时力获得业内以及客户的无数赞誉。在03、04、05年的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上，欧时力是唯一中国服
饰代表，欧时力也曾担任第53届世界小姐大赛中国总决赛的服装总设计，为历届中国小姐成功设计形象，众多知名
主持人亦是欧时力的忠实拥护者。

多管齐下，保障信息安全
欧时力自1999年上市以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国内市场发展壮大，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大连、成
都、重庆、杭州、西安、长沙等几十大城市的知名时尚商城拥有专店，明星店辐射全中国。专店越来越多，管理也
更加繁琐，为更好服务与客户，欧时力联手IP-guard搭建完善的终端管理体系，实现对各专店的IT资产集中管理，
及时解决各种网络突发问题，大大提高IT管理效率；同时通过对文档、上网行为、聊天工具、移动存储设备等进行
严密管控，及时防范核心机密信息的泄露。

YKK：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拉链制造商之一

YKK筑起坚固的信息安全防护城

完善终端管理，保障信息安全
欧时力：中国女装著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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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食品制造行业将传统的工艺设计、原材料加工以及产品生产等加工程
序进行了智能化，将工艺设计人员从大量重复、繁琐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其拥有更多精
力从事新产品的研究与创新。同时大量工艺生产资料的数字化，也为企业的信息安全保护提出
了要求。

目前食品行业在信息安全保护方面力量薄弱，专业信息技术人才匮乏，给企业计算机系统的维
护带来诸多不便，同时造成内部机密信息处于各种互联网风险之中，亟需管控。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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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全球第五的食品
饮料生产企业

世界最大的粮食、食用油
及农产品供应商、

贸易商之一

全球单厂最大的啤酒
酿造中心

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
口公司

全球乳业10强，中国乳业
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中国销量最大的啤酒企业

全球十大食品企业之一 乳酸菌巨头益力多 二锅头类白酒品牌
价值第一名

日清(上海)食品安全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高砂鉴臣香料有限公司
上海汇海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小川香料有限公司
上海八融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味之素食品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
广东俊杰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富隆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牧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卷烟厂
深圳市纯水一号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蒙自源饮食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烟草公司仙桃市公司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东方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卷烟厂
成都棒棒娃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口水娃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金记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长谷川香料有限公司
无锡养乐多乳品有限公司
江阴味禧协和食品有限公司

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黄则和食品有限公司同安分公司
福建蜡笔小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好邻居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郑州四维粮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棒棰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堀江大和屋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营洋食品有限公司

Food manufacturing
食品制造

益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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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鱼”、“胡姬花”、“福临门”、“鲁花”��这些大家熟悉或者使用过的食用油品牌背后，闪现着同一
个跨国集团⸺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的身影。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是世界最大的粮食、食用油及农产品供应商、贸易商之一，全球500强，年营业额100多亿美
元。20世纪80年代末，丰益国际集团开始了中国粮油市场的开拓，在中国累计投资40余家粮油食品以及相关业务
的生产加工企业。

历经严格挑选，IP-guard为丰益排忧解难
在办公信息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丰益集团的业务系统规模越来越庞大，结构越来越复杂，为了保障内部信息的
安全，保证业务系统正常运营，丰益集团需要一套高质量、低运维、功能强大与稳定的终端管理系统。丰益集团
对供应商的挑选异常严格，最终溢信科技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选，第一期为丰益集团成功部署过万客户端。

IP-guard为丰益集团提供全面终端安全解决方案，帮助丰益集团严格保护内部信息安全，有效规范企业网络行为，
大力提升工作效率，为企业实施更多战略性计划供予重大支持。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利集团）是中国乳业行业中规模最大、产品线最健全的企业，国
家520重点工业企业之一。伊利集团是唯一一家同时符合奥运会及世博会标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
海世博会提供服务的乳制品企业。2014年，伊利集团跻身全球乳业10强，成为了目前唯一一家进入全球10强的
亚洲乳品企业，不仅创造了中国乳企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也取得了近年来亚洲乳企的最高排名。

三重保护，灵活易变
不断创新，是伊利的使命。伊利集团旗下有纯牛奶、乳饮料、雪糕、冰淇淋、奶粉、酸奶、奶酪等1000多个产
品品种，产销量、规模、品牌价值居全国第一，伊利对其每一款产品相关的所有信息都有严格的保密制度。高度
信息化的办公环境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信息安全风险，伊利在强化生产的同时也认识到企业终端安全的重要性。

为保护各类机密信息的安全，伊利选择了采用IP-guard提供的全方位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体系，通过加密、管控
以及审计对核心配方以及各类敏感数据进行全面安全管理，防止信息通过内部U盘、移动硬盘、邮件、IM工具等
可能泄密的渠道被有意无意泄露。IP-guard强大的功能模块帮助伊利规范企业内部的上网行为，统一化管理IT资
产，让企业能根据自身的需求营造安全又灵活易变的终端环境。

三重安全保护，为“创新”护航
伊利：全球乳业10强，中国乳业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金龙鱼：世界500强，国内最大食用油供应商

保护机密信息，管理上网行为



汽车汽配制造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在为企业运营管理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
战。尤其是电子文档信息如何能更有效、更安全的流转和使用已成为汽车汽配制造业所关心的问
题，文档信息的安全传输也随之成为一项重要的业务需求。 

传统防止病毒、外界入侵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明显不能满足汽车汽配企业的安全要求。为此需要
针对汽车制造企业的特点，制定完整的终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使企业信息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Automotive/auto parts
汽车/汽配

LIST
世界著名的德国汽车品牌 世界四大汽车生产商之一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汽车

生产厂商

世界最大的轮胎及橡胶产
品生产商

世界第七大汽车制造商 排名第三的微型汽车
生产厂商

国内规模最大的皮卡和
SUV专业厂商

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五
大汽车集团之一

中国最大的客车
制造商之一

爱信精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丰田纺织（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瑞松北斗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铠龙东方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捷太格特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本田技研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延锋彼欧汽车外饰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广州豪进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斯坦雷电气有限公司
广州华德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广州阿尔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白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丰爱汽车座椅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加特可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限公司
广州提爱思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大冶摩托车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东箭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创丰盛汽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鸿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英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天津爱德克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隆鑫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AW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世联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杭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
大连万宝至马达有限公司

日本碍子株式会社（NGK）
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泰国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长春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武汉本田制锁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肇庆本田金属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安驰安驭铝合金车轮有限公司
无锡新纪元汽车贸易集团
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
东风渝安车辆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常熟）零部件有限公司

普利司通

苏州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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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由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风汽车公司各持股50%组建，主要从事微
型货车、微型客车、商用车、紧凑型MPV、SUV、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

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0年至今，东风小康微车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行业“前三甲”。截
止2016年年底，东风小康系列产品市场保有量已突破300万辆。东风小康是中国首家相继通过欧III、欧
IV、欧V认证及欧标整车认证的中国微车品牌，微型汽车远销欧洲、美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6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保障创新技术安全
东风小康拥有完整的产品研发体系，销售服务网络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市和一些比较发达的县级区域。

技术创新以及不断完善优势功能是东风小康业务发展的重要保障，面对不断变化及危害越发严重的信息
泄露风险，东风小康此次应用IP-guard加密产品对全集团研发生产资料进行强制保护，确保资料信息在
研发过程、流转外发以及生产应用中也能时刻安全。同时，东风小康还应用IP-guard终端安全管理产品
对企业总部以及各分支网络的终端计算机进行统一管理，规范网络应用行为，消除信息泄露风险。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汽集团”），总部在北京，是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2017年世界五百强
企业排名第137位。主要从事整车制造、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研发、教育和投融资等业务，是北京汽
车工业的发展规划中心、资本运营中心、产品开发中心和人才中心。

北汽集团先后自主研制、生产了北京牌BJ210、BJ212等系列越野车，北京牌勇士系列军用越野车，北京牌
BJ130、BJ122系列轻型载货汽车，以及欧曼重卡、欧V大客车等著名品牌产品，合资生产了"北京Jeep"切诺
基、现代品牌、奔驰品牌产品。

应用IP-guard管控终端行为
北汽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涵盖了技术研发、整车制造、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教育和投融资等业
务，是中国汽车产品门类最为齐全的汽车集团。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安全威胁、网络应用不规范也成为北汽信息化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北汽总
部及旗下各分公司全面应用IP-guard终端安全管理产品，对重要文档的操作应用进行管控，防止核心技术信
息泄露，同时对总部及各重要业务分公司的终端行为进行管控，规范员工的网络行为，最大程度消除信息安
全威胁。

东风小康：微车行业前三甲

统一管理终端，完善信息保护体系

规范终端，保护信息安全
北汽集团：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五大汽车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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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机电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中国未来的经济优势仍然在制造业。目前，制造
业正经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重大阶段。IT能够给处于特殊时期的机械机电行业带来什么？

首先，管理上的蜕变，IT规范化帮助机械机电行业企业规范员工计算机、网络行为，有效地分配
资源、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再者从业务模式蜕变来分析，知识产权对于机械机电行业
企业来说日益重要，企业在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密管理，一旦受到打击可能
就是致命的。由此不难发现IT规范化对于机械机电行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Machinery/electromechanical
机械/机电

LIST

中国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远轻铝业有限公司
中冶赛迪股份有限公司
中远重工有限公司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重工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广兴牧业设备集团
深圳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沃斯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牛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招商局重工有限公司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天田(上海)机床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
大连东芝产业机器系统有限公司
重庆渝安集团
重庆银钢集团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电力机车电机有限公司
珠海市艾森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久保田建机（无锡）有限公司
昆山六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科尔本施密特活塞有限公司

日本兄弟机床有限公司
威海三进船业有限公司
万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
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南方路机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信浓马达有限公司
佛山恒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新伟祥工业有限公司
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沪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亿达日平机床有限公司
苏州托克斯冲压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欣奕华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全球第二大工程机械
生产商

世界最大的混凝土
机械制造商

全球领先的驱动技术
制造商

世界一流的传动产品
制造商

中国市场上规模最大、实
力最强的电梯企业之一

中国最大工业阀门
制造商与出口商

全球领先的电子和电气
产品制造商

世界上最大的专业数控
系统生产厂家

全球领先的电机产品
供应商

三一重工

日立电梯纽威阀门

33 34

小松制作所小松制作所



大洋电机创办于2000年，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属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和百强民营企业，是我国微电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是全球
同类电机产品的大型领先供应商。

大洋电机广泛应用于家电、汽车、摩托车、电机机车、面包机、
自动控制等行业，产品涉及单相电容异步电动机、罩极电机、直
流电动机、单相串激电动机、外转子电容运转单相异步电动机等
六大系列五百多个品种。公司产品远销五大洲39个国家，并与国
内外行业知名品牌及世界500强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IP-guard一体化管理终端安全
对于当前复杂难防的信息技术泄露问题，大洋电机也并不松懈，
应用IP-guard一体化终端安全管理产品，从数据根源对数据进行
加密保护，确保数据随时随地都处于保护状态；对企业所有终端
行为进行管控，限制移动设备使用，规范网络应用，让员工更专
注本职工作；同时对IT设备进行集中管理维护，快速解决网络故
障，确保各系统业务运行顺畅。

发那科

构建完整信息安全保护体系
发那科：机器人行业全球第一

一体化管理终端安全行为
大洋电机：全球领先的电机产品供应商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是由上海电气实业公司与日本著名机器人制作厂
商FANUC株式会社联合组建的高科技合资企业，秉承发那科公司
的技术优势，并以强大的工程集成及技术服务能力，为广大的工业
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成熟可靠的工艺方案与完善的技术服务。

全球工厂自动化行业领先的发那科以其强大的研发、设计及制造能
力，为用户提供高可靠性的创新的机器人、机器人自动化工程、全
电动注塑设备、高精度电火花加工机、小型加工中心及自动化加工
成套工程，帮助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发那科公
司同时提供革命性的软件、控制及视觉系统，并将其完美的融入自
动化工程。

消除终端泄密风险，保护核心研发技术
核心研发技术是机器人行发展基础，对专利技术的保护更为重要。
除了防范常见的网络攻击，内鬼窃密、外发泄密、恶意篡改等也在
时刻威胁着信息的安全。发那科此次选择IP-guard的终端安全管理
产品，通过对企业终端的网络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以及对核心研发
部门的机密信息进行有效管控，有力地消除了威胁信息安全的泄密
风险。



医疗/卫生/药品

大型综合性医院

全国大型药品零售
连锁企业

国内技术实力最雄厚的三
级甲等医院之一

国内技术水平最高的中药
科研、生产基地

亚洲规模最大、历史最悠
久的医疗美容集团医院

大型现代医药企业集团

集医疗、教学、科研为
一体的现代化大型

综合性医院

中国最大的“化学原料药
生产基地”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
业综合实力百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8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2医院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抗体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华东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绿谷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立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博润医疗集团
湖南省省直中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济困医院
清远市人民医院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双和医院
南海第六人民医院
普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百裕科技制药有限公司
大理州人民医院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
柳州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联诚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医疗卫生行业向来是先进的IT技术应用的先头部队，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已从单纯以财经为主线的
模式转变成以医疗信息为主线，包括医疗信息、经济信息、药材物资等各种信息；从新药的研
制与开发到生产管理，从供应链管理到客户关系管理，IT技术在医疗卫生产业的应用无所不包。

然而，随着业务网应用的深入，内部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例如人员的非法接入、因员工滥用
移动存储导致的信息泄露，违规使用BT等P2P软件造成的带宽滥用等。为了保障终端安全，深
化医疗信息化的发展，医院迫切需要一套有效的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现代中药科研、生产为主的大型现代医药企业，是国内产销量最大、技术水平最高
的中药注射液、软胶囊、颗粒剂生产基地。“神威”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神威”品牌为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之一。公司先后荣获中国十大最受赞赏的医药企业、行业内最具成长力的自主品牌企业、中国十大行业百佳
雇主、2005年中国成长企业百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中药先进集体等上百项光荣称号。

完善防泄体系促进稳定发展
作为一间大型制药企业，神威制药较早开始了企业的信息化工程，激增的电子文档以及多种电子数据对终端的
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IP-guard融合多种技术手段的信息防泄露三重保护体系成为神威制药进行终端安全建
设的核心体系。

通过部署IP-guard，神威药业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改进：维护了核心竞争力、塑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IT运维更
加快速，这些无疑大大提升了神威药业的工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了神威药业稳定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
讲也为深受疾病困扰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福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始建于1971年，是国家卫计委直管的综合性三级甲
等医院。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爱婴医院、广东省文明医院、全国医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教育系统抗震救灾优秀集体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严格管控终端应用，保护数据信息安全
作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及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网络系统规
模一直在不断扩大，所拥有的各类医疗数据以及科研成果也非常的多，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各有不同，如何保
证终端应用合规，所有数据信息安全、完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通过IP-guard的终端管理系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可以对所有院区的终端进行统一管理，终端的各类网络
应用以及外接设备都能得到有效规范，这不仅能保证所有的终端应用都合规，防止终端应用被有心人利用泄露
损坏数据信息，还可以防止网络被他人破坏影响各类系统的正常运行。

多种技术手段，建立完善防泄体系
神威药业：国内最大的中药现代化生产基地之一

严格管理，打造安全、合规管控系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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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企业500强，最
大的船用钢板制造商

世界500强，日本工业三
大主力厂商之一

世界500强，国务院国资
委管理的中央企业

东北亚市场最具竞争力的
大型煤炭企业之一

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钢
铁联合企业

国家独资设立的特大型石
油石化企业集团

国内第三大油田

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厂商
之一

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

冶金/矿业

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
北京浦项爱希谛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液化石油气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理想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联磁磁业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汤浅蓄电有限公司
广东万家乐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星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广州利桦世纪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巴斯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江苏长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

中沙石化有限公司
中海油气石化有限公司
广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华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川电钢板加工有限公司
福建文创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爱克斯精密钢球有限公司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明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海南华金属有限公司
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
昆山宏洋金属有限公司
大连傅氏国际双金属线缆有限公司
光洋应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百施特金刚石钻头有限公司
哈尔滨天源石化工程公司
郑州市钻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西嘉华钛业有限公司
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容和煤矿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诺而达铜管有限公司
中山庆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能源矿产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军事斗争的焦点因素，其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地位
日益突出。数据是石油化工企业、特别是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的重要资产，信息数
据的安全管理和共享在石油企业中显得格外重要。石油企业在网络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
的同时，对信息化的依赖也日益加深，信息安全问题也开始凸显。

国家对大型能源系统信息化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满足等级保护中关于数据安全、网络安全、
应用安全、主机安全四个方面的安全建设，提升网络和信息安全的整体保密强度。

metallurgy/mining



作为日本工业三大主力厂商之一，世界500强企业，神钢集团在事业领域具有广泛的优势，业务内容涉及钢铁、焊
材、铝铜、产业机械、建筑机械以及工程技术等众多领域。神钢将丰厚的技术和员工的智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为客户提供他人所无法模仿的独家产品、技术和服务。

最近几年神钢把机械事业的战略重点放在了中国，并将独立的技术力量，以及生产销售、服务体制实现中国本土
化。在销售方面，神钢在华东、华南、华北都成立了销售、服务总公司，以及时、快捷的对应客户的各种需求。

管控泄密风险，规范网络行为
重点发展业务和不断创新的同时，神钢集团也意识到信息安全的严峻性。神钢集团应用IP-guard的技术支持，对
文档的操作行为进行严密管控，对可疑的泄密风险点进行及时封堵，确保核心机密安全。同时IP-guard根据神钢
的安全需要，帮助神钢规范企业内网的上网行为，集中化管理IT资产，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确保各分支业务系统
的顺利运行。

长庆油田勘探区域主要在陕甘宁盆地，勘探总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油气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70年，先后找
到油气田22个，其中油田19个，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54188.8万吨（含天然气探明储量2330.08亿立方米，
按当量折合原油储量在内）。从2003年到2007年12月，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就实现了从1000万吨到2000万
吨的大跨越，成为国内仅次于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的第三大油田。

贴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满足内网建设要求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进行，长庆油田内网产生大量的机密数据，为了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长庆油田对包括
IP-guard在内的信息防泄露产品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最终认定IP-guard强大的功能和高稳定性能够帮助其保
护内部知识产权，提升机密文档价值。

IP-guard为长庆油田提供了切合实际的终端安全解决方案，帮助长庆油田建立了一个稳固、高效的终端管理
平台，满足长庆油田长期以来机密信息保护的需求，实现业务模式集中、全面、有效的管理，以管理技术和
手段创新，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实力。同时，IP-guard专业、高效的服务机制更为后期的维护提供了高效、及
时的保证。

管理泄密风险，确保信息安全
神钢：日本工业三大主力厂商之一

建造全面、安全、高效的企业内网
长庆油田：中国第三大油田



国家测绘局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是国家测绘局唯一从事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与大地测量档案管理的专业单位，
亦是国家测绘局首批甲级资质测绘单位。业务范围涵盖GPS测量、水准测量、重力测量精密工程测量及形变测量
等数据处理，大地水准面精化，大地测量数据库建设与地理信息系统开发等诸多方面，在现代大地测量、常规大
地测量与物理大地测量等领域具有雄厚的实力。

数据中心曾先后完成近百项国家重大基础测绘项目与重要科技攻关项目，为我国大地控制基准的建立与维护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数据中心积极开拓市场，以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
务、可靠的质量赢得顾客的信任。

为了维护单位一贯的优良服务与市场信誉，保护好国家机密信息不受损害，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需要一套高质
量、高稳定性、高易用性的终端安全管理系统。IP-guard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出众的市场表现，成为大地测量
数据处理中心的信息安全保护的首选，为国家机密保驾护航。

山水比德是一家从事园林景观设计、建筑、规划的企业，被誉为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新锐景观设计公司之一，以及最
具设计魅力和创意表现的中国本土景观设计公司之一。

山水比德的业务遍布全国各地，在国内拥有庞大的业务网络，在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际市场也享有盛誉。
业务不断增长，公司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山水比德以广州起点，先后于青岛、昆明、上海、深圳等地成立了设计分
公司，团队规模已经超过500人。

对于设计公司来说，项目方案、设计图纸是最重要的信息资产，对于可能威胁到这些信息安全的安全风险进行提前
防控，才能杜绝重要信息被外泄。此次山水比德总部及各分公司全面采用IP-guard加密系统，对项目方案、设计图
纸等重要资料进行加密管理，同时对资料使用权限进行规范，防止资料信息被泄露。

高质稳定，信息安全首选
国家测绘局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心：
国家测绘局甲级资质测绘单位

加密保护核心机密
山水比德：国内知名景观设计公司

科研/设计院

国内唯一的航空动力控制
系统专业研究所

国家测绘局甲级资质测绘
单位

国家级专业从事家用电器
科研与开发的机构

国家机械行业技术、润滑
技术归口单位

国家从事海洋调查与研究
的主要单位之一

国内知名景观设计公司

天津地区电网设计行业
领军企业

中国军工电子行业的
骨干力量

国内技术力量雄厚的甲级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中船重工705研究所
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晶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吴泾化工总厂设计院
上海航天控制工程研究所（812所）
上海东方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上海爱诗意机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新西亚礼品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中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美国HOOP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政设计院
广州今太摄影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绿创汽车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达登数码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重庆雅凯斯凯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航天电子工程研究院
杭州明瑞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洲联集团
青岛青岛科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郑州水利设计院
新疆第二测绘院
天津市化工设计院
安徽省化工设计院
甘肃兰州市政设计院
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南通第四建筑设计院
南通贝斯特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全筑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旷世智源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胜利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近年来，科研以及设计院在科技建院、科技兴院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指导下，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设计院的现代化，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逐
步形成了一整套覆盖设计院各个业务和管理领域的信息化基础体系。

在此基础上，安全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于以知识成果为企业重要效
益来源的设计院所，尤显重要。设计行业存在大量设计文档、涉密基础数据、
成果数据等价值信息需要重点保护，特别是涉密基础数据已纳入国防战略信息
范围，更是需要重点防护。



金融行业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
最高的银行

中国大陆第七大银行

新生代寿险公司的
领军企业

世界领先的金融服务
集团之一

全国性综合类证券经营机
构，A类AA级券商

国内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
基金公司之一

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型期货
公司之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三菱东京日联银行
中国电力财务华中分公司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商业银行
山东日照银行
山东潍坊银行
温州商业银行
嘉兴商业银行
南通商业银行
广州商业银行
佛山农商银行
中山农商银行
顺德农商银行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日盛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证券集团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

日本横滨银行
日本瑞穗实业银行
野村资产管理株式会社
IBK企业银行
新韩银行
台新银行
台湾工银证券
台湾中小企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期货交易所
中美风险投资集团
乌克兰国家银行
乌克兰国家进出口银行
交通银行新加坡支行
康健人寿保险公司
国宝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时富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庆丰商业银行金融联合征信中心

金融行业注重服务手段的进步和金融创新，依靠信息化建设实现了城市间的资金汇划，消费
结算、储蓄存取款等多种服务，而且以资金清算系统、信用卡异地交易系统形成了遍及全国
的网络化服务。

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也对行业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金融监管机
构对金融行业加大了监管的力度，逐步出台了多个法律条规。金融关系到国计民生，信息安
全非同小可，尤其是对内部系统的安全监控尤为必要。



博时基金是一家经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其他业务，为客户提供专业投
资服务的资产管理机构。博时基金公司是目前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养老金资产管理规模在同
业中名列前茅。

博时基金也是国内最早涉足海外业务的基金公司之一，早在2008年初，博时基金就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获得QDII
业务资格。博时在QDII和QFII产品开发、人员配备、投资管理制度体系建设、风险控制交易、后台运作系统及境
内外托管行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安全可靠，保护企业数据安全
业务的多样化，以及各类信息数据的大量集中，博时基金迫切需要更有效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内部越发复杂的网络
系统进行规范化管理，以及对客户信息和业务数据等重要信息进行强有力的安全保护。IP-guard帮助博时基金打
造集中化的终端安全管理平台，简化IT管理，规范上网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同时IP-guard从多角度出发，严密
防范企业内网的各类网络泄密风险点，确保各类敏感信息数据安全无虞。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是中信银行总行在深圳设立的对信用卡业务进行统一管理、集中操作、独立核算的业务部
门，属中信银行总行一级部门，是中信银行信用卡业务全国总部，发卡规模和未清偿贷款余额在中小商业银行
中名列三甲。

一直以来，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坚持服务创造价值的理念，在行业和客户中间形成了广泛影响，先后多次荣获
亚太地区最佳呼叫中心、最受女性喜爱信用卡品牌、最佳商旅信用卡、哈佛《商业评论》管理行动奖金奖等多
项行业殊荣。

对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而言，业务数据与客户信息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需要一套功能强大的终端安全管
理系统对其进行全面保护。IP-guard完全满足其各项需求，为其业务快速发展与客户价值创新，提供了坚定的
安全保障。

防范泄密风险，保护核心数据
博时基金：中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数据安全，尽在掌握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最具竞争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之一



西电东送的重要门户 中国最大的水利水电施工
企业

现代化发电供热企业

中国上市公司百强 全球交通传输和电力基础
设施领域的领先企业

大型国有电网企业

五大全国性发电企业集团
之一

全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 世界变压器巨头

华东电网

能源/电力

中国杭申集团
中国沪光集团有限公司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兴供电公司
上海久隆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火电物资供应公司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辉电气有限公司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亚洲电力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供电局
汕头供电局
常州供电公司

清河电厂
国电哈尔滨热电有限公司
天津斯坦雷电气有限公司
云南省电力
河北三河电厂
内蒙准葛尔电厂
山东电力设备厂
山东济南发电设备厂
山东省海阳市供电公司
陕西榆林锦界国华电厂
金安桥水电站有限公司
南京固力发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迪威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电厂
常熟市铁塔有限公司

台湾东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中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科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杨柳青电力公司
天津港电力有限公司
天津国华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锦程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华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国华定洲电力公司
宁波捷尔天电气有限公司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市科惠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鄂托克前旗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行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支柱产业，也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础保障。电
力各个系统内的网络建设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也是各大电网和电力公司提升市场竞
争力保障业务畅通的关键。

目前，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发电企业在网络安全建设方面主要采用传统型的边界防护，如防火
墙，但在主动安全防护的策略部署方面，尤其是针对内部信息泄露风险的快速有效响应所需
的技术和管理措施方面，都还需要做进一步。

Energy/Power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唐集团设在黑龙江省的全资子
公司，现拥有13家所属企业，产业从组建时的单一火力发电，发
展为火电、风电、水电、城市供热等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局面。
近年来大唐黑龙江发电的各项工作均不断取得新成绩，企业发展
不断实现新跨越，电源结构得到优化，安全生产保持稳定局面，
连年实现盈利。

大唐黑龙江发电秉承“务实、奉献、创新、奋进”的大唐精神，
坚持“价值思维和效益导向”的核心理念，在发电业务上，大力
推进节能减排；在供热业务上，努力打造供热品牌，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获得政府和用户的双满意；在信息化管理方面，大唐发
电 充 分 意 识 到 网 络 信 息 安 全 以 及 网 络 规 范 化 的 重 要 性 ， 应 用
IP-guard的终端管理系统，全面规范企业内部网络的上网行为，
有效管理IT资产，及时防范各类可疑的泄密行为，保障了业务的
高效运转。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变压器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中国最
大的变压器、电线电缆、高压电子铝箔新材料、太阳能核心控制
部件研发、制造和出口基地。变压器生产能力超1亿KVA，跻身世
界前三位。

公司分别在新疆、四川、湖南、天津、山东、辽宁、陕西等地建
有九个现代化的工业园区，构建了“以输变电产业为主导、新材
料产业为支撑、新能源产业为亮点”的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
格局。特变电工从2005年开始部署IP-guard，目前特变电工在衡
阳 、 德 阳 、 新 疆 、 天 津 、 沈 阳 、 山 东 、 上 海 的 公 司 部 署 了
IP-guard终端管理系统，全面保护企业的信息安全。为企业内部
信息安全建立了一层全面而强大的信息保护网。

改善终端安全，
保障业务高效运转
大唐黑龙江发电：国内大型发电企业

全面而强大的终端保护网
特变电工：世界变压器巨头



中国联通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三地上市（纽约、香港、上海）、受境
内外证券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管和投资者的双重监督的电信公司，北京
分公司作为中国联通设在北京的分支机构，主要负责北京地区通信网
络的建设和运营。

公司成立10年来，按照“两新两高一综合”的发展战略，为早日成为
国际一流电信运营商而孜孜以求地探索，兢兢业业地耕耘，勇往直前
地创新。经过顽强拼搏和开拓，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上
升，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拥有2000余名员工，总资产
84亿元。

为了适应公司的战略发展，北京联通必须在信息安全方面部署与其相
匹配的防护措施。IP-guard将北京联通所有营业门店的计算机系统进
行集中管理，大幅度提升北京联通的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保护企业核
心竞争力。

集中管理，省力安全
北京联通：国内知名电信运营商

网络和客户规模全球第一
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中国唯一一家在纽约、香
港、上海三地同时上市的

电信运营企业

全球最大CDMA网络
运营商

北京联通
山西联通
广东移动
辽宁移动
贵州移动
联想移动
张家界移动
河南移动网络部

扬州电信
苏州电信
宁波电信
杭州电信
江苏电信南通分公司
四川电信互联网分公司

天津网通
石家庄网通
湖北省专用通信局
深圳市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电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江苏省电信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开发区分局

电信运营商
随着电信运营商业务支撑网的快速发展，运营商的业务支撑网积累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信
息、生产数据和运营信息等，运营商需要确保客户信息以及运营商业务经营分析数据的安
全，防止重要机密信息泄露。

运营商的组织架构规模庞大，分支机构以及营业网点繁多，而且都是由各自的运维人员进
行管理，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为确保业务终端的安全，必须对内部员工进行安全化的
统一管理，和规范员工对终端的操作行为。



贵州移动是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在贵州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于1998年8月独
资运营。公司下设9个地、州、市级分公司，89个县级分公司，经营网点
遍布全省各地，自办和委托代办的移动通信终端销售、修理、交费、办理
业务的营业点（厅）近4000个。领先的技术水平以及优质的运营服务，让
贵州移动快速成为省内最大的通信运营商。

为更好服务与用户，贵州移动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搭建了服务于五大市
场、十大行业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重点开展了无线城市、卫生信息化和
电子政务等信息化应用，出色保障了各类党政重要活动、社会活动和重点
工程建设等的通信畅通，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

在开创新技术以及优化服务水平的同时，贵州移动对信息数据化隐藏的安
全挑战也提前做出了防范。在部署了终端安全管理方面，贵州移动选择应
用更稳定、安全的IP-guard对总部以及各分公司网点进行统一管控。
IP-guard根据贵州移动的安全需要，独家打造了一套终端安全解决方案，
保障其为其核心业务数据安全。

优化终端环境,保障信息安全
贵州移动：贵州地区最大的通信运营商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随着电子政务的普遍应用，信息网络已经成为国家各级政府单位运行的基础设施之一。与其他
网络不同的是，政府部门的网络涉及国家各个层面的机密信息，其信息的保密性和可控性显得
尤为重要。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单位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和防护水平，多个国家机构发文，要求各个政府单
位应该以国家保密局颁发的BMB17-2006《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分级保护技术要求》与《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为评价基准，进行政府单位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是香港专门打击贪污的独立执法机构。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
贪腐盛行的社会。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
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
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

为了提高内网信息安全，增强新时期应对各种案件的能力，香港廉政公署需要对香港各分支机构的计算机系统进行
统一管理。IP-guard协助香港廉政公署部署了一套完备的终端安全系统，实时掌握公署的信用安全状态，为公署进
一步加强执法水平，维护社会秩序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湖南省财政厅是湖南省政府重要组成部分，共有21个内设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贯彻国家财税方针政策，起草地方性
财政法规，省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监督检查财税法规执行等等。

省财政厅关系全省千万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全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近年湖南省财政厅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以财政不断改革与创新为动力，积极推动社会服务、教育、经济等等各
个方面的发展，同时也在抗灾援建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湖南低温冰雪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的救助，
都离不开湖南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

为了在新阶段促进新型政务的良好运行，为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价值，湖南省财政厅需要加强
对内网的安全管理。IP-guard帮助湖南财政厅提高了终端管理效率，加强了日常办公的信息安全，为电子政务的进
一步开展肃清障碍，铺垫坦途。

管控严格，事时监控
香港廉政公署：全球知名政府机构

加强终端管理效率，有力促进政务运行
湖南省财政厅：国家重要政府部门

中国海事服务中心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上海航务管理署
上海卢湾检察院
上海闵行国家税务局
广州司法局
广州市邮政局
广东省农垦总局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监狱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香港廉政公署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
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厦门警备区
大连海事局
大连市地方税务局
金华市检察院
浙江义乌检察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
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威海市公安边防支队
山西朔州交警支队
山西省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
长沙市国土局
长沙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常德地税局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考试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
兰州市城关区政府
佛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中国最具影响和传播价值
的电视媒体之一

全球性网络科技企业全球"智能消费品"领域的
倡导者

中国最大的水果全产业链
企业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

         

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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