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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云解决方案专家

• 微软金牌合作伙伴，连续多年荣获微软最佳CSP合作伙伴

• ISO9001服务质量体系认证企业

• 专注于为企业提供基于微软云的解决方案与服务，助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 资深专家团队，遵循高标准服务于全球客户

30+

国家

500+ 60000+

企业 客户

100%

满意



连续多年获得微软认可

微软金牌合作伙伴

Gold: Datacenter
Gold: Cloud Platform
Gol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Gold: Small and Midmarket Cloud Solutions
Gold: Cloud Productivity
Silver: Collaboration and Content

查看详情 >> 微软官网诺未简介

2020最佳CSP合作伙伴

2020最佳SA合作伙伴

2019最佳CSP合作伙伴

2018最佳CSP合作伙伴

2017最佳云解决方案供应商

2016最佳CSP合作伙伴

···

微软荣誉认证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lution-providers/partnerdetails/%E4%B8%8A%E6%B5%B7%E8%AF%BA%E6%9C%AA%E7%BD%91%E7%BB%9C%E7%A7%91%E6%8A%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_ac0589cc-88b5-4bc5-8a31-83adbacb4d9a/c9fefbfd-8547-471b-8426-3b9414d2b985


获得微软与客户的一致好评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优秀的云计算服务商能极大程度的加速你

的转型速度。诺未是微软在云计算领域合作多年的金牌服务商，我们有过多次

密切的项目合作，诺未的专业性和服务能力深受我们认可。

Mira Zou

PDM, Microsoft China

“

”

非常感谢诺未的 Match He 同事热心帮我处理问题。他非常认真负责且有耐心。

为了帮我解决问题连自己的休息时间也牺牲了，我非常感动。他以及他公司提

供的IT helpdesk 服务是我遇到的最好的。

“

”
May Zhong

工商企业评级部总经理，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查看视频 >> 微软官方视频 – 诺未M365 客户案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4MDM4NDAzNg==.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0.dtitle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4MDM4NDAzNg==.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0.dtitle


我们传递价值

“ 诺未的目标是传递价值，我们愿意深入了解客户业务，

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与服务助力客户成功。 ”

Justin Lu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提高生产力

借助现代化的生产力工具，随

时随地进行高效地工作

数字化转型

通过定制化云应用解决方案，帮

助您的企业快速上云，加速数字

化转型进程

提升安全性

通过积极的安全策略，主动监测和

防御潜在风险和威胁，全方位保障

您的企业信息安全

聚焦业务提升

资深行业专家为您提供全面的IT

服务与运维，释放您的产能，让

您专注于业务发展

我们解决您的问题，助力您的业务发展



通过数字化手段助力企业发展与变革

Microsoft 365 是一套完整、智能

的微软云端解决方案，为员工提供

一流的生产力工具，激发员工灵感，

安全协同办公。

Microsoft 365 Azure Cloudyes

Azure 是微软提供的可扩展的云服务

集合，我们根据企业需求，为企业

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并提供构建、

管理和部署等服务。

Cloudyes 是诺未自主研发的云服务

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云

产品购买、资源监控、账单管理等

服务。

Power Platform 

Power Platform 是一个独立的服务平

台，我们利用数据可视化、可操作的

数据驱动应用程序和低代码自动化功

能来改善业务流程。



提供在云转型路上的最佳建议

立足于业务的长期发展，我们的咨询

顾问结合企业现状提供针对性的需求

分析指导意见

需求分析

通过对基础架构的详细评估，我们帮助您进

行合理的架构设计，包括简单的迁移和全面

服务的云迁移

架构设计

通过连接器和低代码的应用开发，将应用

与数据相连接，实现流程的现代化，提高

整个组织的灵活性

应用开发

明确架构后，我们的技术团队会帮助您

把应用程序，数据和基础结构等安全稳

定的迁移到云上

迁移部署

我们的云专家将主动监控、优化、维护、

确保可用性并提高云环境的性能，而您只

需要专注于您的业务

日常运维

随着威胁、法规和云服务的不断发展，安

全控制也会进行更新，我们确保您的架构

始终安全并合规

安全与合规



Microsoft 365

• Windows

• Office 365

• Enterprise Mobility + Security

• Azure

• ERP+CRM等SaaS平台

通过集成微软最先进的各种技术和平台帮

助企业提高生产力并节约成本

了解客户需求，订阅合适的云产品



了解客户需求，订阅合适的云产品

Azure

• Windows

• Office 365

• Azure 云平台

结合微软国内/国际版产品提供一个先进

的桌面管理平台



通过验证的管理方法,定制迁移与部署

关注业务

我们关注客户的业务发

展，基于客户的业务模

式提出合理的上云方案

重视安全

我们重视客户的信息与

数据安全，在云部署前

进行多维度评估

项目管理

我们的资深项目经理帮

助您高效地管理整个项

目流程，确保项目正常

完成

最佳实践

我们已经成功为200+企

业完成云部署与迁移服

务，累积了丰富实践经

验



高标准的项目执行流程

调研分析

我们评估客户的现有基

础架构，进行多维度的

调研和分析

上云设计

利用调研和分析中的结

果，制定合适的部署实

施策略，拟定执行方案

实施落地

使用自动化的迁移工具

支持您进行平稳的过渡，

并优化您的部署环境

交付验收

进行全方位验收，确保

整个项目的云部署迁移

过程安全无遗漏



全方位运维服务，释放客户精力

诺未从账户安全、Microsoft 365 安全、云

安全、数据安全、防勒索等多个维度部署安

全基线，对客户信息进行的全方位防护

诺未提供从IT基础架构、设备部署、应

用安装、技术支持等多方位的日常运维，

确保客户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诺未为客户提供基于 Microsoft 365 的

日常运维，解决客户在使用过程中遇

到的各类问题

Microsoft 365 运维 云架构运维 安全运维



专业的团队，高质量的运维标准

资深的运维团队 24*7*365支持

专业的运维平台灵活的支持方式

我们的运维团队由经验丰富且经

过认证的专业人员组成

24*7*365在线响应，不限次数

的支持请求

微信、电话、邮箱等多种方式，

灵活选择

与Cloudyes平台打通，进行一

站式云管理



专业管理工具，实现一站式云管需求

诺未自主研发的Cloudyes云管平台，集购买、账单、

监控、支持、报告、工具六大模块与一体，免费开放

给所有客户使用，帮助您一站式管理您的企业云。

Cloudyes

诺未智能云管平台

Cloudyes让IT人员在一个平台上实现对云的统一

管理，进而提升管理效率，解放生产力。



敏捷开发，打造企业数字化创新闭环

将企业日常办公协作、流程管理、

业务管理等转移到线上，为企业

数字化转型垫定数据基础

借助先进工具连通业务环节，实现

业务自动化，提升数据传递的时效

性以及准确性

基于企业的真实数据进行整理和分

析，以此进行业务预测，做出正确

的商业决策

借助定制开发，满足企业的个性化

需求，打通数字化转型的所有环节，

打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闭环

数字化办公 业务自动化 商业智能 定制应用开发



为什么选择诺未

客户高度满意

诺未为全球30多个国家超过500家企业提供过服务，获得客

户的一致好评，客户续费率位居行业领先。

创新型团队

诺未是一支年轻且专业的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拥有过硬的

专业背景，在工作中不断进步与创新。

先进管理理念

诺未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不断提升自

身实力，更好的服务客户。

以客户为中心

诺未所有成员拥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并始终围绕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等核心价值观开展工作。

卓越服务能力

诺未遵循SLA提供服务，并定期开展内外部培训，提高每

位员工的专业素质与服务能力。

“我们愿意利用在云计算领

域的深厚累积帮助客户解决

问题，为客户带来价值。”

—NovaTech Team

We Deliver Values 我们传递价值.

√

√

√

√

√



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产品与服务

上海

+86 021-22065380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21弄

银亿滨江55号1402室

北京

+86 010-53605669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

首城国际5号楼c座938室

香港

+852 94019304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17号

海港城环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楼06室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