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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虚拟化 VM 及应用交付基础架构提供商

美国 Citrix 思杰系统
思杰系统公司
系统公司来宁
公司来宁拓展
来宁拓展业务
拓展业务，
业务，寻找合作伙伴

VM Leader Citrix Explores Nanjing Business
2010 年 9 月 19 日，美国 Citrix 思杰系统公司国际部高级
思杰系统公司国际部高级经理
高级经理（
经理（program manager，
manager，
负责管理 Citrix 公司 30 个产品项目）
个产品项目）魏力群抵达
魏力群抵达南京
抵达南京，
南京，考察南京
考察南京的
南京的软件企业
软件企业，
企业，探讨业务
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寻找相关的合作伙伴，
寻找相关的合作伙伴，受到南京政府部门
受到南京政府部门和多家企业
政府部门和多家企业的热烈欢迎
和多家企业的热烈欢迎。
的热烈欢迎。下午魏经理
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秦淮区 1865 创意产业园，
创意产业园，将 1865 年 9 月李鸿章创建的金陵机
器制造局这一历史文化产物改建成现代产业园
器制造局这一历史文化产物改建成现代产业园，
这一历史文化产物改建成现代产业园，魏经理感触深刻，
魏经理感触深刻，赞叹不已。
赞叹不已。
魏经理作为 Citrix 公司国际部高级
公司国际部高级项目经理
高级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现负责公司 30 多个产品的国际化订制
与软件外包业务。
与软件外包业务。他分别获得吉林工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本科和硕士学位，
分别获得吉林工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本科和硕士学位，美国
Florida Atlantic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大学计算机硕士和
大学计算机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
计算机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 MBA。
MBA。此次，
此次，
魏经理代表公司来中国考察软件企业的发展
魏经理代表公司来中国考察软件企业的发展现状
软件企业的发展现状，
现状，进一步探讨软件行业的发展方向，
进一步探讨软件行业的发展方向，并寻
找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有实力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Advantages concentrate in Nanjing
中午，
中午，秦淮区副区长刘伟，
秦淮区副区长刘伟，招商局陈光辉局长，
招商局陈光辉局长，雷明副局长等设宴招待魏经理。
雷明副局长等设宴招待魏经理。午宴
中，刘区长详细的介绍了南京在“
刘区长详细的介绍了南京在“软件”
软件”和“硬件”
硬件”方面的投资优势。
方面的投资优势。南京作为中国的六
朝古都，
朝古都，素有“
素有“江南佳丽地，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都”
金陵帝王都”的美誉，
的美誉，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
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南京分为
11 个区，
个区，2 个县，
个县，有 5 个国家级开发区，
个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发展综合实力
经济发展综合实力位于二线城市前
综合实力位于二线城市前列
位于二线城市前列，是国际上
看好的 21 世纪亚洲环太平洋地区最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之一。
世纪亚洲环太平洋地区最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之一。软件产业排名全国第四，
软件产业排名全国第四，世界
500 强中已有 100 多个项目落户南京
多个项目落户南京。
落户南京。人才资源更是跻身全国三强，
人才资源更是跻身全国三强，简单的可以用“
简单的可以用“56789”
56789”
来概括：
来概括：


5 - 50 所高校



6 - 600 所研究机构



7 - 70 多万在校大学生



8 - 80 位两院院士



9 - 9000 多位海归高端
多位海归高端人才
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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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峰大厦，世界第七高楼（450 米）

南京基础设施建设齐全
南京基础设施建设齐全，
齐全，且拥有很大综合运输优势，
且拥有很大综合运输优势，四条国道和九条省道交互于此
四条国道和九条省道交互于此；
交互于此；
即将完工的南京
即将完工的南京火车南站是亚洲最大的
届时辐射面达北京、
上海、广东、
广东、新疆、
新疆、
南京火车南站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
火车南站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
火车站，届时辐射面达北京
辐射面达北京、上海、
黑龙江等 20 多个省、
多个省、市、自治区，
自治区，是中国的铁路运输中心；
是中国的铁路运输中心；南京港是长江和中国内河第一
大港口，
大港口，是华东地区重要的水陆中转港口和江河联运的枢纽；
是华东地区重要的水陆中转港口和江河联运的枢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是中国重
要的干线机场，
要的干线机场，华东地区的主要货运机场，
华东地区的主要货运机场，与上海虹桥机场、
与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互为备降机场。
浦东机场互为备降机场。

南京火车南站

南京禄口机场

集经济，
集经济，人文，
人文，历史，
历史，政治于一身的南京，
政治于一身的南京，也顺理成章的成为 2014 年第二届青少年奥
年第二届青少年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
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
的举办地，届时，
届时，南京将会在此基础上跨越更大一步，
南京将会在此基础上跨越更大一步，将迎来发展的又一个
崭新的春天
崭新的春天。
春天。

Citrix Manager Wei visited 秦淮 QinHuai 1865 Industrial Park

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快报

3

下午，
下午，魏经理在陈光辉局长等
魏经理在陈光辉局长等的陪同下参观了 1865 创意产业园，
创意产业园，创意园前身是清朝洋
创意园前身是清朝洋
务运动期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
有着中国“
“民族军事工业摇篮”
务运动期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有着中国
民族军事工业摇篮”之誉，
之誉，浓厚的“
浓厚的“兵工厂”
兵工厂”
色彩，
色彩，让这个已经 142 岁高龄的厂区平添了无限的神秘感。
岁高龄的厂区平添了无限的神秘感。
1865 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两江总督李鸿章移署金陵。
两江总督李鸿章移署金陵。为了强固国力，
为了强固国力，壮兵
利器，
利器，投巨额银两，
投巨额银两，将苏州洋炮局迁来南京，
将苏州洋炮局迁来南京，在城南扫帚巷一带拆民房圈地，
在城南扫帚巷一带拆民房圈地，建造厂房数
十间，
十间，其中有机器正厂、
其中有机器正厂、左厂和右厂、
左厂和右厂、炎铜厂、
炎铜厂、木工大厂等，
木工大厂等，成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
成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
目前，
目前，园区内共有清朝、
园区内共有清朝、民国、
民国、建国后不同年代各具特色的各类建筑 60 余幢（
余幢（其中清
代文物建筑
代文物建筑 7 幢，民国时期建筑 24 幢），整个园区内部及周边地区人文历史景观丰富
，整个园区内部及周边地区人文历史景观丰富。
整个园区内部及周边地区人文历史景观丰富。园
区内 7 幢清代文物建筑与众多民国时期建筑已
幢清代文物建筑与众多民国时期建筑已整修出新，
整修出新，彰显其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沧
桑感，
桑感，昔日的清代工厂变成了今日的创意产业园。
昔日的清代工厂变成了今日的创意产业园。园区分为时尚生活休闲、
园区分为时尚生活休闲、科技创意研发、
科技创意研发、
工艺美术创作、
工艺美术创作、酒店商务、
酒店商务、科技创意博览 5 个功能区，
个功能区，致力于建造成国内知名的融科技、
致力于建造成国内知名的融科技、
文化、
文化、旅游、
旅游、商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活地标和创意产业中心。
商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活地标和创意产业中心。

魏经理参观 1865 创意产业园，
创意产业园，对万科公司员工读书室
对万科公司员工读书室的内部设计赞不绝口
员工读书室的内部设计赞不绝口。
的内部设计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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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Citrix

思杰系统公司是美国上市公司（
思杰系统公司是美国上市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纳斯达克股票代码：CTXS）
CTXS），属于世界虚拟计算和云计
算技术领域的前三名大型企业，
算技术领域的前三名大型企业，是全球领先的虚拟化及应用交付基础架构提供商。
全球领先的虚拟化及应用交付基础架构提供商。公司专
注研发世界先进的虚拟技术和云计算技术，
注研发世界先进的虚拟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开发 Virtual Machine 虚拟计算和云计算的软
件，支持个人桌面、
支持个人桌面、终端服务器、
终端服务器、网络系统、
网络系统、移动互联网设备，
移动互联网设备，云计算系统，
云计算系统，企业协同等
关键应用。
关键应用。思杰客户包括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思杰客户包括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99%的全球财富
99%的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
强企业，以及全球数
万家小企业和专业个人用户。
万家小企业和专业个人用户。思杰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在 10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1 万家合
作伙伴，
作伙伴，2008 年的年收入达到 16 亿美元。
亿美元。目前，
目前，公司在美国拥有 7,000 多员工，
多员工，在北京、
在北京、
上海、
上海、深圳设办事处，
深圳设办事处，在印度设有一个 500 多人的软件技术研发中心。
多人的软件技术研发中心。

Citrix 公司网站：
公司网站：英文 www.citrix.com 中文 www.citrix.com.cn

思杰公司软件产品
思杰公司软件产品交付中心
公司软件产品交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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