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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联系人 郭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nmgtxxh99@126.com 传真 0471-668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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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该项目为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声

明

本单位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内蒙

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

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资格条件，并履行了公示程序，

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将负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提名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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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可公开宣传）

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一级 IT 云资源池平台架构设计

1、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5G 时代的云数据中心，不仅是承载运营商基础网络及业务系统全面云化的“技术

底座”，更是其布局智能化与数字化产业的“核心抓手”。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础设

施新架构和新技术，提供高算力计算资源、高性能网络资源和多级存储等服务；并通过

支撑体系建设，明确服务门户、用户权限、资源管理、运营支撑四个统一，打通端到端

运营和运维一体化。IT 云资源池通过将 IT 基础设施资源整合，建设统一的 IT 云平台，

承载全网 IT 应用，促进各类支撑系统的能力提升，实现 IT 云资源池的统一规划和集中

运营。IT 云资源池平台架构设计对推进“扁平化架构、多点多活”为特征的“一云多

中心”目标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主要技术创新点：

2.1.率先提出模块化 SDN 组网方案，引入多协议自适应控制面技术，实现超大规模

资源池异构异厂家解耦部署。

2.2.创新提出 IT 云资源池标准网络流量模型，定义各场景接口功能及对应参数，

实现超大规模节点纳管，全局资源高效灵活调度。

2.3.建设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增强网络健壮性，优化网络管理和维护流程，进行

网络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故障定位精确度，提高故障解决效率，实现资源池网络可靠性

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网络维护工具自动化智慧化升级。

2.4.基础设施层计算、存储和网络采用国产化平台，并试点研究部分场景的国产网

络设备替换。率先开展自主可控网络设备和技术研究，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推进 IT 系

统端到端自主可控。

2.5.构建资源池全景视图，实现数据中心的可视化管理。

3、成果应用价值：

一级 IT 云资源池平台架构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完成数据中心内部网络、跨数据

中心网络等行业标准立项。已落地应用于和林云计算数据中心，投入使用 2 年以上，为

提高通信质量提供技术保证，促进企业发挥资源优势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带动企业信

息化建设，推动我国通信业朝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在增加税收收入、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所带来的社会宏观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从自治区经济发展来看，为政府信息化在 IT 云资源池架构方向提供

参考，加速 IT 服务交付速度，提高业务可视度与成本透明，增强 IT 自主创新能力以及

IT 系统平台自主掌控能力，为自治区在大型资源池建设方面提供范本，在推进科技进

步与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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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4.1 研究背景和总体思路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业务上云逐渐成为新型运营模式。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济领域

的基础设施，成为 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的核心载体。5G 时

代的云数据中心，不仅是承载运营商基础网络及业务系统全面云化的“技术底座”，更是其

布局智能化与数字化产业，促进社会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限于内蒙古独特区情，我

区数据中心建设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需引入网络新架构和新技术，提高网络灵活性、提

升网络性能、保证网络质量。

内蒙古移动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原则，构建基础设施新架构和新技

术，提供高算力计算资源和高性能网络资源，该项目率先提出模块化 SDN 组网方案，打破

VLAN 4K 限制，提升 FW/LB 等虚拟化能力，引入多协议自适应控制面技术，解决区域集中资

源池建设和多节点资源池融合问题，实现万级服务器共享资源池网络部署。针对 IT 云业务

需求和网络需求，归纳总结形成 IT 云资源池标准网络流量模型，并定义各场景接口功能及

对应参数，指定北向标准接口（网络部分）用于云管平台和网络设备对接，统一北向接口，

实现超大规模节点纳管，全局资源高效灵活调度。并建设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进行网络健

壮性增强，同时优化网络管理和维护流程，进行网络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故障定位精确度，

提高故障解决效率，实现资源池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网络维护工具自动化智慧化升

级。面对基础设施层计算、存储和网络等应用，采用国产化平台，并试点研究部分场景的国

产网络设备替换。率先开展自主可控网络设备和技术研究，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推进 IT 系

统端到端自主可控。

“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一级 IT 云资源池平台架构设计”可用于统筹规划省级资源池

建设，实现资源统一调配，逐步打破以区域（省公司）、以用户（专业公司/直属中心）为单

位的分散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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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4.2 主要技术创新点及其主要内容

4.2 主要技术创新点及其主要内容
4.2.1学科分类名称：520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

知识产权类别：论文、标准规范目录。附件序号：4、6。

率先提出模块化SDN组网方案，引入多协议自适应控制面技术，实现超大规

模资源池异构异厂家解耦部署。

（1） SDN在一级IT云资源池部署方案

在私有云资源池网络引入SDN时，根据网络采用虚拟机还是物理机分为三种

场景，分别为纯虚拟化场景，非虚拟化场景以及混合场景。

图 1 SDN组网图

采用 SDN组网，私有云资源池网络分为底层（Underlay）网络和 SDN重叠

网（Overlay）网络。Overlay网络是 SDN集中控制范围，包括 SDN硬件交换机、

虚拟交换机、SDN网关、增值业务网元等。

（2）资源池组网方案

资源池网络采用层次化、模块化设计，整个资源池网络在架构设计上分成出

口层、POD互联层和各 POD网络。

出口层：负责与外部网络的互联，保证资源池内部网络高速访问互联网或其

他外部网络，并对资源池内网和外网的路由信息进行转换和维护，包括连接

CMNET和 IP专网等。

POD互联层：负责实现多个 POD之间的互联互通，包括南北向汇聚交换机

和东西向互联交换机。南北向汇聚交换机对各 POD访问外部网络的流量进行汇

聚，然后统一出口送往出口层，送往 CMNET的流量经过外层防火墙，用于 NAT

转换和安全防护。东西向互联交换机负责跨 POD流量访问。

POD：根据资源池规模，划分多个 POD。按照部署服务器的类型不同，分

为业务 POD和存储 POD。业务 POD内部署计算节点服务器，采用 SDN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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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POD单独部署 OpenStack模块、SDN控制器和 SDN转发设备。存储 POD

内部署云存储服务器，采用传统组网。

一级 IT 云创新模块化组网架构，实现万级服务器共享资源池网络部署。采

用 CLOS多级架构实现全节点网络设备互联，以标准模块为粒度进行建设和复制

形成“物理独立、逻辑统一”的大型数据中心网络，这样一方面突破管理节点纳

管能力，解除组网规模的限制；一方面采用标准模块复制的扩容方式使得后续建

设和交付周期更灵活，同时减少设备扩容对已有业务的影响。区域中心内部利旧

运营商骨干网络，并创新设计云专网接入方案，以实现 IT 云资源池互联互通的

专用网络。

图 2 区域中心内部模块化组网方式

图 3 IT 云资源池区域中心互联示意图

4.2.2学科分类名称：520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应用。知识产权类别：标

准规范目录。附件序号：6。

梳理IT云业务需求和网络需求，归纳总结形成IT云资源池标准网络流量模

型，并定义各场景接口功能及对应参数，指定北向标准接口（网络部分）用于云

管平台和网络设备对接，统一北向接口，实现超大规模节点纳管，全局资源高效

灵活调度。

一级IT云资源池采用中国移动自研IT云管平台进行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编排，

云资源资源管理平台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网络编排，负责数据中心网络资源的统

筹和调度。管理平台在模块化网络设计中表现为“统一管理模块-局部管理模块”

扁平化架构，每个标准建设单元内部集成局部管理模块，标准建设单元之间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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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模块进行拉通。局部管理模块作用于建设单元内部，负责对单元内资源

部署、操作、回收、监控和统计分析；统一管理模块作用于整个数据中心，对外

呈现统一界面和用户交互，对内和局部管理模块进行交互，利用局部管理模块调

用资源。

统一管理需要建立在接口统一和模型统一的基础上，通过梳理IT云业务需求

和网络需求，归纳总结形成IT云资源池标准网络流量模型，并定义各场景接口功

能及对应参数，指定北向标准接口（网络部分）用于云管平台和网络设备对接，

实现租户跨网络节点网络资源自动开通，实现资源池化服务，保证资源随选和可

信互访，也可杜绝烟囱式的建设模式化，实现网络开放，推动生态发展。

由于运营商网络存在特殊安全设计要求，云管平台设计开发分级多组管理调

度算法，采用全局-网络节点-安全域三级管理，能够按照安全域要求进行资源开

通和配置，包含双层异构防火墙的启用以及安全域和安全子域的精细化管理。

图4 IT云资源池扁平化管理示意图

4.2.3学科分类名称：520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应用。知识产权类别：论

文。附件序号：5。

建设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并进行网络健壮性增强。同时优化网络管理和维

护流程，进行网络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故障定位精确度，提高故障解决效率，实

现资源池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网络维护工具自动化智慧化升级。

新型网络架构下，网络服务的模式已经从传统烟囱式基于业务进行定制的模

式转向软件结合通用基础设施平台的交付模式，具体表现为能够利用网络虚拟

化，基于通用网络业务模型，实现多租户云化网络的自动发放。随着新型网络实

际部署落地，新型网络的健壮性、可管理和维护性也提出新的要求。

一级IT云资源池建设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并进行网络健壮性增强，网络可

靠性体系包含设备、网络和系统层面。设备层面加强核心部件冗余设计、组件支

持热插拔、设备支持不中断升级等；组网层面设备和链路的冗余配置方式、协议

选择以及结合实际情况的多对出口网关冗余和多活部署，保证节点或者是链路故

障时实现网络的快速收敛；系统层面完善编排层、控制层和转发层各类设备实际

运行时的可靠性机制，具体包含各层级数据一致性对账机制、配置并发保护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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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巡检机制等。通过可靠性设计和技术，一方面提高系统容错能力，异常场景下

网络仍然能够稳定运行，甚至实现快速切换；另一方面在变更和割接等场景下，

网络快速恢复，尽可能不影响业务。

一级IT云资源池在新型网络管理模式和自动化维护工具方面进行探索，应对

网络转型。借助于知识图谱量化，引入大数据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发挥自动化

和智能化能力，一级IT云构建IT云数据中心服务台，优化网络管理和维护流程，

进行网络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故障定位精确度，提高故障解决效率。

（1）系统管理方案

1、VPN 接入网关

采用VPN接入网关，为资源池运维人员以及用户、承载的应用系统的运维人

员通过互联网远程访问提供接入手段。

2、远程集中维护

同时提供两种手段实现远程集中维护。第一种，通过PC服务器的IPMI端口

实现对PC服务器的集中监控和管理；第二种，通过IP KVM功能实现对具有IP

KVM接口的服务器的集中监控和管理。

3、网管要求

网管系统对资源池系统中相关各类对象的管理模式如下图所示。网管系统对

资源池系统中相关各类对象的管理先通过远端资源管理模块完成，即资源池系统

的各类对象首先与远端资源管理模块实现网管连接，远端资源管理模块收集各类

对象的网络管理信息（配置信息、性能信息、告警信息），上报至云资源管理平

台，云资源管理平台再根据网管系统的要求，通过与网管系统的接口将相关信息

和数据传送到网管系统。

图5 网管系统对资源池系统各类对象的管理模式

（2）资源管理平台远端资源管理模块

云资源管理平台远端资源管理模块架构如下图：



第 9页/共 37页

图6 远端资源管理模块架构

远端资源管理模块接收并执行云资源管理平台发送的资源管理指令，代理资

源访问操作，对资源池系统内部的各类资源系统和各类设备进行监控和管理。

远端资源管理模块通过各类资源服务模块的接口实现对资源池系统中的各

类设备的集成管理。

远端资源管理模块同时提供告警、监控管理等运维功能，并提供系统故障现

场处理以及集中化平台故障下的应急接入。

目前在一级 IT云资源池上部署了云资源管理平台远端资源管理模块

（Openstack），实现对POD内各类资源系统和各类设备的监控和管理。

4.2.4学科分类名称：520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工程。知识产权类别：标

准规范目录、论文。附件序号：6、7。

云资源管理为强化创新驱动，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解决卡脖子”问

题，响应党中央有关“掌握创新和发展主动权，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的号召，中国移动一级IT云建

设国产化试点子域，积极开展自主可控网络技术研究。

国产化试点子域采用端到端国产化设备，包含基础设施层和平台层。基础设

施层计算、存储和网络采用国产化平台，并试点研究部分场景的国产网络设备替

换。特别在集中式全闪存场景开展高性能以太网技术和设备研究，利用以太网络

技术增强，实现存储网络的高性能和高可靠，并提高其易用性。另通过试点国产

交换芯片，完善其端口镜像等通用功能，推动自主可控的交换设备成熟。

图7 国产化子域系统架构示意图

4.2.5学科分类名称：520计算机科学技术，计算机工程。知识产权类别：其

他。附件序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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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规模庞大的资源池进行统一管理，实现对资源、机房环境等一站式

精益管理能力，本项目还依托于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资源池的全景视图，

实现数据中心的可视化管理。

构建物理对象3D模型，实现对数据中心园区、楼宇、机房、机柜、设备、

端口和配线的精细化管理；精益管理大屏，将全量资源、告警、性能、动环、监

控等数据集成于一体，构建多层级、可下钻管理能力，打造一级IT云全景视图大

屏。进一步解放一线运维人力，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

图8 数据中心可视化子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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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1 直接经济效益

5.1.1 直接经济效益汇总（金额单位：万元）

年 份

项目收入（其中创收

外汇额（以美元计

算））

项目利润 上缴的税收 节支总额

2021 年 20629.821（0） 0 1167.7257 0

2020 年 22635.3309（0） 0 1281.2451 0

2019 年 0（0） 0 0 0

累 计 43265.1519 0 2448.9708 0

效益产生单位

第*候选单位 单位名称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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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1.2 主要完成单位直接经济效益（金额单位：万元）

第 1 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

年 份

项目收入（其中创收

外汇额（以美元计

算））

项目利润 上缴的税收 节支总额

2021 年 20629.821（0） 0 1167.7257 0

2020 年 22635.3309（0） 0 1281.2451 0

2019 年 0（0） 0 0 0

累 计 43265.1519 0 2448.9708 0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限 800 字）

计算方法和计算依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相关一级 IT 云项目服务合同

支撑材料种类：合同

附件序号：2、3

声明：本单位确认以上财务数据真实可靠，同意全力配合后期经济效益数据抽查工作，并愿意

承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责任。

效益产生单位财务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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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2 推广应用情况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遵

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本项科技成果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新架构和新

技术，构建了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

截止 2022 年 8 月底，该资源池已部署计算、存储、安全、备份等各类型设备 41747 台，

现已成为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内部最大的数据中心和北方重要数据枢纽。尤其近两年，已累计

完成资本开支超 16 亿元，进一步发挥了后疫情时代“新基建”的重要作用，直接为内蒙古

移动公司创造集团业务收入超 4 亿元。

此外，基于云计算技术高效、便捷、共享等优势，通过连接全国的计算机网络，资源池

已为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内部 24 个一级部门和省公司租户提供安全、稳定、高效、共享的 IT

基础资源，承载了包括常用的行程卡、携号转网等全国性重要业务系统 406 套。积极响应了

国家“算力网络”、“东数西算”等重大战略实施，也助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进一

步打造好“和林格尔新区”、“中国云谷”等国家级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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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效益、推广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5.3 社会效益

1.落实“云战略”的需要

通过云计算技术可以降低系统建设和运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信息处理能力。

同时，采用云计算技术实现业务和服务创新，有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2.落实“集中化”战略的需要

中国移动通过“建设成本最低、维护成本最低、运营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高”来打造

低成本高效运营的电信运营管理体系，通过建设集中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系统，不断提升

工作效率和能力，从而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最优秀的、最卓越的公司。通过云计算技术建

设内部 IT 系统资源池，正是推动集中化、降低建设成本、提高运维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3.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具有技术驱动和技术垄断的特征，中国移动可以通过

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打造 IT 软硬件系统核心研发团队，自主拥有互联网业务核心技术平台，

建立面向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研发和试验环境等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对新业务需求的快速

响应，有效保障企业信息安全和提高效率，增强 IT 自主创新能力以及 IT 系统平台自主掌控

能力，提高风险抵御和控制能力。

4.促进我国信息化发展

互联网业务和移动数据业务近几年在我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力的信息沟通手段，随着其业务种类的不断增多和信息量的不断增大，目前需要有力

的手段更好的保证业务的超前性及可靠性。本项目的建成，可以间接提高中国移动的信息化

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企业网络管理效率和管理层次，促进了企业发挥资源优势创造良

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带动企业信息化建设，推动我国通信业向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5.维护和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效益

移动通信是为社会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作为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向前发展必然带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好的

国民经济效益。本工程建成后可以为提高通信质量提供技术保证，促进企业发挥资源优势创

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带动企业信息化的建设，推动我国通信业朝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从国

民经济角度来看，本项目在增加税收收入、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所带来的社会宏观经济效益

十分可观。

本项目的建设为政府信息化在 IT 云资源池架构方向提供参考，加速 IT 服务交付速度、

提高业务可视度与成本透明，增强 IT 自主创新能力以及 IT 系统平台自主掌控能力，为自治

区在大型资源池建设方面提供范本，有效推进科技进步与经济建设，对吸纳就业，培养人才，

促进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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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支撑材料目录（限 15 个）

序号
知识产权（标准

规范）类别
名称 国家（地区）

授权号

（标准

规范编

号）

授权公告日

（标准规范发

布日期）

发明人（标准规范

起草单位）

权利人（标准规

范起草人）

应用方式（自

用、生产销

售、技术开

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

务、实施许可

等）

1 企业标准
网络健康度评估技

术白皮书

ODCC-20

21-0300

1

2021-09-15
中移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顾戎，程宇

1 论文

浅谈

ISO27001

标准在公

司IT支撑

系统信息

安全管理

中的应用

中国新通

信

2018（第 4

期）

129-130

2018-04

-20
李岩 李岩 李岩，陈慧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2 论文

面向运营

商IT整合

的融合支

撑网络安

全域研究

科学技术

创新

2018（28）

65-66

2018-08

-09
李岩 李岩 李岩，杨秋雁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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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文

A Control

Unit for

Emotiona

l

Conversa

tion

Generati

on

IEEE

Access(I

F 3.367)

2020,8(12

):43168-4

3176

2020-03

-01
杨瑞 马志强

马志强，杨瑞，

杜宝祥，陈艳

内蒙古工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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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目录（限 5个）

序

号
审批文件名称 产品名称 审批单位 审批时间 批准有效期 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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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直接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限 10 个）

序号 完成单位 支撑材料种类
支撑材料名称

（限 20 字）

涉及的技术

或产品名称
支付方 效益产生时间 收入（万元） 备注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合同

（协议）

IT 云机房托管及

配套服务合同

T云机房托

管及配套、

现场运维支

撑服务

中移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20-01-01 21354.0858

共计两个合同，

分别为：中移动

信息 2020 年 IT

云机房托管及

配套服务合同

（内蒙古）、中

移动信息 2020

年 IT 云现场运

维支撑服务合

同（内蒙古）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

古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合同

（协议）

机房托管及现场

维护服务合同

机房托管及

现场维护服

务费

中移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2021-01-01 19462.0953

合同名称：中移

动信息

2021-2022年 it

云机房托管及

现场维护服务

合同（内蒙古）

支撑材料收入合计（万元） 40816.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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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排名顺序 1 单位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500007566830

405
法定代表人 马险峰 所在地区 呼和浩特市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单位类型 企业

联 系 人 李岩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移动电话 15104718832

通讯地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甲 39

号
传 真

电子信箱 liyan8@nm.chinamobile.com 邮政编码 010010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承接一级 IT 云资源池平台架构设计、建设、运维、

运营工作，推进 IT 云资源池标准网络流量模型落地，推进基础设施层计算、存储和网

络的国产化应用，并试点研究部分场景的国产网络设备替换，与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共同合作构建 SDN 组网架构，建设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开展自主可控网络设备

和技术研究，构建资源池全景视图，实现数据中心的可视化管理，落实网络强国战略。

目前，该项目已落地应用于和林云计算数据中心，为 24 个一级部门和省公司租户提供

安全、稳定、可靠的 IT 基础资源，为提高通信质量提供技术保证，带动企业信息化建

设，推动我国通信业朝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3

声明：

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

提名材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将负

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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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顺序 2 单位名称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14MA01FDC

X1R
法定代表人 徐海勇 所在地区 区外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单位类型 企业

联 系 人 郭志斌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

6
移动电话 1781061909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英才

北三街 16 号院 16 号楼 1006 室
传 真

电子信箱 guozhibin@chinamobile.com 邮政编码 100033

对本项目实质

性贡献、与其他

候选单位的合

作情况说明（限

300 字）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验证环境的构建、测试验证的执行和效

果评估。在平台试运营阶段，整理平台优化需求，在优化阶段对平台进行产品管理等。

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完成平台架构的设计、构建 SDN 组网架

构，建设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开展自主可控网络设备和技术研究，构建资源池全景

视图，实现数据中心的可视化管理，落实网络强国战略。

目前，该项目已落地应用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云计算数据中心，为 24 个一级部门

和省公司租户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 IT 基础资源，为提高通信质量提供技术保证，

带动企业信息化建设，推动我国通信业朝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主要贡献及合作情况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声明：

本单位同意主要完成单位排名顺序，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已按要求对

提名材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

本单位承诺，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将负

责核实查证并出具调查核实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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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1 姓名 刘虹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10108197211216340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核建

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7

电子邮箱 liuhong@chinamobile.com 手机 13501059820

毕业学校 北京工业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党委委员、董事

会董事、副总经

理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2003、2005、2006、2008、2022 年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励 5 项，2017 年电信大数据

司马优秀成果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础设施

新架构和新技术，构建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项目带头人，负责

审核项目可行性研究，统筹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中各类资源，总体协调解决项目落

地实施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指导具体建设、运营、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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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2 姓名 蒋善宝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1319197304190818

毕业时间 1995-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

甲 39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jiangshanbao@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9804716869

毕业学校 长春邮电学院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通信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副总经理

熟悉学科 通信网络技术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邮电部科技进步奖 3 项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

础设施新架构和新技术，构建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项目带头人，

负责审核项目可行性研究，统筹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中各类资源，总体协调解决项

目落地实施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指导具体建设、运营、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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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3 姓名 滕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10204197603132238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金泽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0

电子邮箱 tengbin@chinamobile.com 手机 13701072353

毕业学校 辽宁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经济师 行政职务
管理信息系统部

副总经理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多次业务服务创新奖励、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础设施

新架构和新技术，构建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项目带头人，牵头

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设计文件及总体实施方案，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实施中遇

到的各类问题，指导具体建设、运营、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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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4 姓名 乔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2626197102012110

毕业时间 1994-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贝尔

南路 5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qiaodong@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3848199699

毕业学校 北京邮电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信息技术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信息技术部总经

理

熟悉学科 信息技术系统性应用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奖励、大数据星河奖、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内蒙古移动各

类创新奖励及专利等 20 余项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

础设施新架构和新技术，构建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项目带头人，

牵头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设计文件及总体实施方案，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实施

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指导具体建设、运营、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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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5 姓名 陈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203197909170613

毕业时间 2011-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贝尔

南路 5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chenyi@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3704752688

毕业学校 内蒙古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通信、信息技术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信息技术部副总

经理

熟悉学科 通信网络技术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

础设施新架构和新技术，构建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项目带头人，

牵头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设计文件及总体实施方案，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实施

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指导具体建设、运营、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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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6 姓名 陈春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50628197904036032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9023

号国通大厦
邮政编码 518048

电子邮箱 chenchunsong@chinamobile.com 手机 13823389826

毕业学校 南京邮电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基础平台部副总

经理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多次科技创新奖励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加强对规模庞大的资源池进行统一管理，实现对资源、机房环境等一站式精益管

理能力，依托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资源池的全景视图，实现数据中心的可

视化管理。完成需求调研和整理，牵头开展系统开发和部署。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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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7 姓名 程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104197707130537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核建

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7

电子邮箱 chengyu@chinamobile.com 手机 13901010635

毕业学校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移动私有云 SDN 规模网络实践 “最佳案例”和“年度人气”；私有云新型网

络系统可靠性技术 优秀项目奖；网络健康度评估技术白皮书优秀项目奖；2021 年数

博会黑科技奖； 2021 年开放数据中心优秀项目奖；2021 年 DC-Tech 创新先锋，

“2021-2022 年优秀解决方案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资源池计算、存储资源架构规划、研究，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研究。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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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8 姓名 阮前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5012219760301431X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核建

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7

电子邮箱 ruanqian@chinamobile.com 手机 13910507631

毕业学校 重庆建筑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基础平台部副总

经理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多次科技创新奖励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资源池网管系统需求收集，牵头完成各类网管系统建设、推广，总体协调建设、运

营、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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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9 姓名 张永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2601197803020116

毕业时间 2005-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贝尔

南路 5 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电子邮箱 zhangyongtao@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3722111886

毕业学校 北京邮电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通信、计算机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信息技术部副总

经理

熟悉学科 计算机存储技术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科技创新奖励 4 项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为积极践行创世界一流“力量大厦”总体部署，推进系统统筹规划、资源统筹配置，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遵循“架构先进、运营高效、内外兼顾”的原则，通过引入基

础设施新架构和新技术，构建面向基础设施云服务的 IT 云资源池平台。牵头进行项

目方案评审，SDN 组网架构评审，协调项目落地实施。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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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10 姓名 单雪岩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102197802011119

毕业时间 2000-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

甲 39 号
邮政编码 010000

电子邮箱 shanxueyan@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3947133092

毕业学校 内蒙古大学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信息技术 技术职称
其他中级职

称
行政职务

信息技术部云计

算室主任

熟悉学科 信息技术系统性应用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内蒙古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梳理 IT 云业务需求和网络需求，归纳总结形成 IT 云资源池标准网络流量模型，并

定义各场景接口功能及对应参数，指定北向标准接口（网络部分）用于云管平台和

网络设备对接，统一北向接口，实现超大规模节点纳管，全局资源高效灵活调度。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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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11 姓名 李岩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0302198504113518

毕业时间 2013-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贝尔

南路 5 号
邮政编码 010000

电子邮箱 liyan8@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5104718832

毕业学校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信息技术 技术职称
其他中级职

称
行政职务

信息技术部云计

算室副主任

熟悉学科 分布式处理系统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内蒙古移动公司科技进步及专利奖励 10 余项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云资源管理为强化创新驱动，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解决卡脖子”问题，响

应党中央有关“掌握创新和发展主动权，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掌握

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的号召，推进中国移动一级 IT 云建设国产

化试点子域，积极开展自主可控网络技术研究。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4、8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第 32页/共 37页

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12 姓名 李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群众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40106198706161211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核建

大厦 3 层
邮政编码 100037

电子邮箱 liyangit01@chinamobile.com 手机 13810172017

毕业学校 北京交通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工程师 行政职务 项目总监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1、2020 年 9 月，参与起草的《网络健康度评估技术白皮书》获得开放数据中心标准

推进委员会颁发的“2020 年度 ODCC 优秀项目奖”；

2、参与项目《防火墙策略自动化审计工具》，成功申请专利 1 项，软著 2项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负责资源池网络架构规划，牵头具体解决项目落地后运维工作，指导属地开展具体

运维工作。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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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13 姓名 杨瑞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群众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52631199501096040

毕业时间 2020-07-01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471-2301827

通讯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

甲 39 号
邮政编码 010000

电子邮箱 yangrui9@nm.chinamobile.com 手机 18347950109

毕业学校 内蒙古工业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IT 云系统维护 技术职称 其他职称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计算机神经网络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A Control Unit for Emotional Conversation Generation》2020 年发表 IEEE

Access 论文（Sci 期刊二区）;

《基于位置感知的情感对话生成模型研究》2020 年发表中文信息学报论文（中文核

心）;

《Enhancing Integrity Modeling for Emotional Conversation Generation》2021

年发表 SCI 期刊论文;

《一种基于循环神经网络的蒙古语语言模型》2021 年国家专利；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优化网络管理和维护流程，进行网络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故障定位精确度，提高故

障解决效率，实现资源池网络可靠性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网络维护工具自动化智慧化

升级。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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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顺序 14 姓名 郭志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派名称 中共 民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0104198102280270

毕业时间 归国人员 否

工作单位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级单位 办公电话 010-52686688-2886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子邮箱 guozhibin@chinamobile.com 手机 17810619093

毕业学校 北京邮电大学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现从事专业 计算机及其应用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

熟悉学科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其他学科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第一发明人 授权专利 10 项

2021 年 TMForum 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催化剂项目奖

参加本项目的起始时间 2016-03-01 参加本项目的完成时间 2020-07-01

对本项目

实质性贡献

（限 200字）

研究解决项目落地中相关难点，开展创新管理、专利管理，牵头整理项目材料

主要贡献支撑材料（附件编号）：1、2

完成人声明：本人同意主要完成人排名顺序，严格遵守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且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如产生

争议，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如有材料虚假、科研失信、

违规违纪等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候选

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材料虚

假、科研失信、违规违纪等行为，对该

候选人被提名无异议。如产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完成人必须亲笔签字，要求使用签字笔，字迹清晰可辨认，请勿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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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诚信承诺书

本项目参加 2022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项目第一完成人、

第一完成单位做出如下承诺：

1.本提名书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内蒙古自治区

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

具体要求（含年度提名工作手册）填写，保证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2.本提名书所提交的知识产权支撑材料归国内所有或与国外共有，均已征得

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和完成人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明人、代表作作者的同

意，并已告知如本年度获奖，上述支撑材料将不得用于以后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科

学技术奖的提名；

3. 本提名书所提交的主要科技创新及所有相关支撑材料均未在国家科学技

术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或者被提名项目中使用过。

4.本提名书所涉及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符合科研诚信有关规定。

因未如实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本人（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字）：

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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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目录

附件请按如下顺序排列（限 40 个）：

1. 主要知识产权支撑材料；

2.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业批准文件；

3. 直接经济效益支撑材料；

4. 其他附件

序号 目录名称 附件名称

1 其他附件 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pdf

2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1_IT云机

房托管及配套服务合同

中移动信息 2020年 it云机房托管

及配套&现场运维支撑服务合同

（内蒙古）.pdf
3 经济效益支撑材料目录：2_机房托

管及现场维护服务合同

中移动信息 2021-2022年 it云机房

托管及现场维护服务合同（内蒙

古）.pdf
4 论文目录：1_浅谈 ISO27001标准

在公司 IT支撑系统信息安全管理

中的应用

浅谈 ISO27001标准在公司 IT支撑

系统信息安全管理中的应用.pdf

5 论文目录：2_面向运营商 IT整合

的融合支撑网络安全域研究

面向运营商 IT整合的融合支撑网

络安全域研究.pdf
6 标准规范目录：1_网络健康度评估

技术白皮书

数据中心网络流量技术白皮书.pdf

7 论文目录：3_AControl Unit for
Emotional Conversation Generation

A_Control_Unit_for_Emotional_Co
nversation_Generation.pdf

8 其他附件 诚信承诺书.jpg

9 其他附件 完成单位情况.jpg

10 其他附件 完成单位经济效益.jpg

11 其他附件 项目收入明细表.jpg

12 其他附件 【精益管理系统（云翊）】工程内

贸软件采购合同-签字版.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