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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Intelling Data Technology Co.,Ltd

公司简介



广东中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企业。

企业定位：晓屋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

产       品：晓屋

产品领域：互联网共享经济

拥       有：发明专利 10  著作权59  外观设计 2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广东中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Intelling Data Technology Co.,Ltd

创始团队



涂继来 董事长 创始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转业军人

陈乐华 CEO  创始人

华南理工大学自动控制工程学士

晓屋创作者

创始团队
Founding team



企业发展历程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rocess

2012年2月，企业注册成立；

2017年1月，企业登陆新三板，股票代码870708；

2019年，退出新三板，启动企业转型，研发晓屋产品；

2020年1月，企业获得战略投资2,300万元；

2020年6月，第1个晓屋网点在广州大学城落地

2021年7月，第100个晓屋网点在山东东营孤岛镇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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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屋简介



“晓屋”源自“小屋”的谐音，是中标数据公司创新提出、构建并运营的一款基础

设施（外形类似一个公共电话亭），其利用5G、物联网、云计算、远程视频等技

术手段，整合软件、硬件等相关资源，建立安全、可信、可共享的业务办理环境，

为用户提供一种全新的非接触但又“面对面”远程服务模式。在全国各地任意一个

晓屋即可快速实现跨城通办、异地可办。以互设政务晓屋作为跨城通办事项载体，

目前已经在北京、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山东、广西、海南等9省21个城市共

设置160台5G+VR“政务晓屋”，可办事项超过9000项。同时探索在港澳等地区

布点“政务晓屋”，进一步实现跨境通办、跨国通办，将更多“跨城通办”服务事

项纳入政务晓屋，打破地域界限和行政壁垒，开启“服务无界”新时代。

关于晓屋
About of Xiaowu



晓屋的由来
Origin of Xiaowu



晓屋相信的未来

未来，人们的生活里，
服务方式只有 2 种

+

服务综合体

附近--晓屋

人人服务

手机

随时随地

人机服务 购买服务
共享使用

政府机构
商业机构

未来的服务设施，
是向“服务综合体运营商”
购买服务，共享使用

营业大厅
客户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以“视频”方式
向人们提供

“面对面”式服务

Xiaowu believes in the future



晓屋SaaS服务
Xiaowu SaaS service



渠道优势
Channel advantage

服务机构 时间成本 建设成本 办理成功率 业务覆盖面

政务服务大厅 ×

网办

自助机

晓屋办



不会办 来晓屋
I won't do it. Come to Xiaowu

Q:政务事项不会办?

A:晓屋帮您来解决

晓屋将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1、远程导办
2、面对面服务
3、代填代写
4、无障碍适老化
5、全国通办
……后续我们将为您开发更多项服务



晓屋的客户与用户
Xiaowu's customers and users



① 闪约-小程序 ③ 适老-刷身份证

志愿者云窗口

② 预约-小程序

“晓屋”微信小程序

首次使用需实名认证

服务云窗口 
代办服务

用户预约使用模式
User reserv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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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屋商业模式



                  

内置5G通讯和流量

有线宽带（选接）

零耦合

不接入任何客户系统、客户数据和客

户网络，不参与任何客户数据的传

输、计算和存储。

网办应用辅办（同屏指引）

网办应用代办（远程输入）微信扫码开门（闪约\预约）

身份证开门（仅限50岁以上）

证件照（背景识别）
收件仓（EMS收件）

实时视频与音频传输加密

服务过程监控（存储180天）

视频人像美颜、音频降噪

材料审核

手机应用辅办（同屏指引）

电子影像

晓屋整体介绍
Xiaowu overall introduction



机构与晓屋合作模式
Cooperation model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Xiaowu

② 云窗口人员 云窗口电脑（摄像

头、麦克风、互联网）

机构 A

① 网点投放（共享使用） ③ 晓站开设--政务晓
店开设--商业

机构 D

④商业推广

机构 B

机构 C

（政务类/金融类）

（政务类/商业类）

（金融类/投资类）

（商业类）



商业服务 政务服务

机构提供服务模式
Institutional service model

服务模式 现在到达
（闪约）

预约到达
（预约） 备注

A 云窗口常态值守适用于高
频服务

B 云窗口按需值守适用于低
频服务

C 高频服务人员
充足



服务模式 属性 备 注

平台开设晓店
（小程序端） 必选 品牌展示/服务商品展示

开设云窗口
（PC端安装软件） 可选

晓屋硬广 可选 外立面、投屏、物料等包装

落地推广活动 可选 社区/园区/街道/村居/政务中心

商业合作内容
Business cooperation content

触达云窗口（全国） 预约方
式可调整 可与用户联线咨询



主页轮播图

活动海报

上新板块

商业服务模块

商业合作内容
Business cooperation content



商业合作内容
Business cooperation content

可设咨询入口

开设晓店 服务产品 产品详情



网点 覆盖10省20个地区166个网点，客户投放占
92%。
网点分布：广东78%，山东13%，北京4%，其他3%。
2021年网点数量同比增长：195%。

晓站 74+晓站，政府机构97%，其他3%。
晓站服务7,000+项，政府服务93%。
2021年晓站服务同比增长：308%。

晓屋布局
Xiaowu lay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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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屋媒体报道



广东广州：“政务晓屋” 市民身边的“云”政务服务大厅 2021-05-26

【来论】政务“晓屋”畅通政务服务“毛细血管” 2021-03-18

番禺区5G+VR“政务晓屋”搭建全国一体化云政务服务平台 2021-05-19

大兴首间“晓屋”虽小，社保卡补换等13项便民业务都能办 2021-02-21

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媒体报道
media coverage

晓屋被全国各大媒体报道次数 300+，网页

搜索量达 630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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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屋获奖荣誉



入围“2021 年省直机关工作创新大赛
决赛”

获评“2020年广州市市域社会治理十
大创新项目”

获奖荣誉
Awards



获奖荣誉
Awards

• 5G+VR“政务晓屋”创新经验，三十多次登上“学习强国”

• 荣获“2020年广东省政务服务创新案例”

• 获评“2020年广州市市域社会治理十大创新项目”

• 入选“2021年广州市复制推广第二批改革创新经验清单”

• 入选“2021年番禺区十件民生实事项目”

• 入选“2021年广州市数字经济领域优质应用场景示范项目”

• 荣获“第九届广东省市直机关工作创新大赛二等奖”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