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后报告

2019.12.26  北京国宾酒店   



会议介绍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以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IT技术的发展，IT系统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部分。因此，运维作为IT系统安全、高效、稳定运行的保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在不断探索着
新模式、新技术、新实践。

为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促进运维新技术、新理念实践落地，加强行业内经验交流分享，由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云计算标准和开源推进委员会（CCSA TC608）主办，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支持的2019运维大会将于
2019年12月26日在北京国宾酒店召开。

本次大会将邀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领导、运维行业相关厂商、用户代表莅临现场，并针对企业IT运维发展、
运维优秀案例、DevOps标准及优秀实践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大会亮点：
发布成果：《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
发布评估结果：《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第六批评估结果、金牌运维专项评估结果
揭晓评选活动结果：
1·2019运维行业年度领军人物
2·2019运维行业年度卓越贡献技术专家
3·2019运维行业年度优秀技术专家
4·2019运维行业年度先进团队
5·2019运维行业年度优秀案例
解读标准：《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标准
主题演讲：多领域技术大咖宝贵运维经验分享



指导单位 主办单位

组织架构

协办单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云计算标准和开源

推进委员会

支持单位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北京荣诺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日程安排

主持人    栗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 云计算部主任 

9:00-9:05 大会致辞  潘峰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秘书长

9:05-9:20 2019运维行业年度优秀案例暨《DevOps能力成熟度模
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公布盛典

何宝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
董伟

迅达云成 CTO 

9:20-9:40 权威发布并解读《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 栗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云计算部主任

9:40-10:10 腾讯游戏全球化运营的技术挑战 刘亚飞
腾讯游戏海外技术运营团队负责人

10:10-10:40 百度智能运维技术演进和落地实践 曲显平
百度智能运维负责人

10:40-10:50 短歇

10:50-11:20 京东云DevOps平台实践 郑永宽
京东云产品研发部总监

11:20-11:50 《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标准解读 牛晓玲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云计算部运维业务主管



日程安排

主持人  董伟 迅达云成 CTO 

13:30-14:00 工行一站式研发支撑平台建设及实践 潘玉峰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资深经理

14:00-14:30 金融云开发中台架构与应用场景 陈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工程师

14:30-15:00 招行DevOps转型能力建设和实践 陈展文
招商银行总行信息技术部DevOps推广负责人

15:00-15:30 转型之路：北京移动面向5G的技术运营中台实
践

朱世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技术运营中台项目

经理

15:30-15:40 短歇

15:40-16:10 打造券商“金融科技”基础核心竞争力 李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效能提升专家

16:10-16:40 组织级敏捷在中信银行的新实践 李红涛
中信银行DevOps实施牵头人

16:40-17:10 DevOps在中国电信DICT体系的探索和实践
杜忠田

中国电信集团数字化应用能力中心研发管理部总经
理

17:10-17:40 华为云SRE AIOps实践 王峰
华为SRE智能运维负责人



演讲嘉宾

12月26日上午
主持人：
栗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云计算部主任 

潘   峰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秘书长

何宝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
董   伟
迅达云成CTO

栗   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云计算部主任

刘亚飞  腾讯游戏海外技术运营团队负责人

曲显平  百度智能运维负责人

郑永宽  京东云产品研发部总监

牛晓玲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云计算部运维业务主管



演讲嘉宾

12月26日下午

潘玉峰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资深经理

陈   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大所工程师

陈展文  招商银行总行信息技术部DevOps推广负责人

朱世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技术运营中台项目经理

李   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效能提升专家

李红涛  中信银行DevOps实施牵头人

杜忠田  中国电信集团数字化应用能力中心研发管理部总经理

王   峰  华为SRE智能运维负责人



演讲嘉宾合集



演讲嘉宾合集



现场直击-开场视频 颁奖视频



2019运维行业年度评选



2019运维行业年度评选



现场直击-签到处



现场直击-大会现场



现场直击-签到处



媒体宣传-微信宣传小视频

上午演讲剪辑小视频 颁奖环节剪辑小视频 下午演讲剪辑小视频



媒体宣传-网站专题banner投放

C114专题投放

机房360专题投放 数界网专题投放

中国信息产业网专题投放



媒体宣传-权威媒体文章发布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IT168 http://software.it168.com/a2019/1122/
6092/000006092826.shtml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新浪VR http://vr.sina.com.cn/news/hz/2019-
11-22/doc-iihnzahi2544118.shtml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网易新闻客户端
https://c.m.163.com/news/a/EUIV87QJ
0514ADM9.html?spss=newsapp&spsw

=1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中华网科技 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19112
1/kejiyuan0129415064.html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IT时代网 http://news.ittime.com.cn/news/news_
31296.shtml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科技网 http://news.aakz.cn/xinwen/cy/2019/11
22/4177.html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中国信息产业网 http://www.cnii.com.cn/conference/20
19-11/21/content_2194982.htm

2019/11/22 2019金牌运维榜强势来袭！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nnews.us/
2019-11/22/c_114806551080.html



媒体宣传-权威媒体文章发布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nnews.us/2019
-12/12/c_114806551097.html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新浪VR http://vr.sina.com.cn/news/hz/2019-12-
12/doc-iihnzahi6981304.shtml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网易新闻客户端 https://c.m.163.com/news/a/F06GHN210517
H1S8.html?spss=newsapp&spsw=1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中华网科技 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191212/keji
yuan0129429970.html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IT时代网 http://news.ittime.com.cn/news/news_31608.
shtml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科技网 http://news.aakz.cn/xinwen/cy/2019/1212/41
82.html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中国信息产业网 http://www.cnii.com.cn/conference/2019-
12/09/content_2197246.htm

2019/12/12 国内首部《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即将发布 IT168 http://software.it168.com/a2019/1212/6104/
000006104294.shtml



媒体宣传-权威媒体文章发布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nnews.us/
2019-12/24/c_114806551103.html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 新浪VR http://vr.sina.com.cn/news/hz/2019-
12-12/doc-iihnzahi6981304.shtml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网易新闻客户端
https://c.m.163.com/news/a/F15IKNM9
0514ADM9.html?spss=newsapp&spsw

=1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 中华网科技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191224
/home0129438551.html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 IT时代网 http://news.ittime.com.cn/news/news_
31777.shtml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 科技网 http://news.aakz.cn/xinwen/cy/2019/12
24/4189.html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中国信息产业网 http://www.cnii.com.cn/xxtx/201912/t2
0191224_142052.html

2019/12/24 这些大咖都来了！2019运维大会有多重磅？ IT168 http://software.it168.com/a2019/1224/
6112/000006112249.shtml



媒体宣传-权威媒体文章发布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nnews.us/2019

-12/27/c_114806551108.html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新浪VR http://vr.sina.com.cn/news/hz/2019-12-

27/doc-iihnzahk0358920.shtml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网易新闻客户
端

https://c.m.163.com/news/a/F1NFMALT051
7H1S8.html?spss=newsapp&spsw=1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中华网科技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191227/ho

me0129441836.html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IT时代网 http://news.ittime.com.cn/news/news_3188

8.shtml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科技网 http://news.aakz.cn/xinwen/cy/2019/1227/4

192.html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中国信息产业
网

http://www.cnii.com.cn/hz/201912/t201912
27_143389.html

2019/12/27 2019运维大会在京召开
发布《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持续交付评估结果 IT168 http://software.it168.com/a2019/1227/6114/

000006114201.shtml



媒体宣传-权威媒体文章发布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nnews.us/2

019-12/27/c_114806551107.html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新浪VR http://vr.sina.com.cn/news/hz/2019-12-

27/doc-iihnzhfz8698233.shtml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网易新闻客户端 https://c.m.163.com/news/a/F1DOLC8O

0517H1S8.html?spss=newsapp&spsw=1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中华网科技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191227/

home0129441837.html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赛迪网 http://www.ccidnet.com/2019/1227/1050

6366.shtml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科技网 http://news.aakz.cn/xinwen/cy/2019/122

7/4191.html

2019/12/27 《企业IT运维发展白皮书（2019年）》正
式发布！ IT168 http://software.it168.com/a2019/1227/6

114/000006114198.shtml



TH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