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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团队的一封信
多么精彩的一年！2018年是我们作为注册管理机构最成功、最具活力、最有趣的年份之一。
我们欢迎数以百万计的新.xyz采用者，通过社交媒体与支持者们建立更深的联系，走遍世
界各地参加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专注于寻找尽可能多的机会来支持创新并确保互联网
光明开放的未来。

第四季度的结束也标志着我们创建和制作XYZ季度报告的第一个全年。在编制2018年最
后一期XYZ季刊时，我们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XYZ和我们的采用者和支持者社区在
今年取得的成功。无论是.xyz创业公司获得的数百万投资，交易市场里均价数千的交易，
或者从各XYZ后缀注册的数百万个新域名，看到使命的达成和其传达的信息令我们十分自
豪。XYZ扎根沉淀而相信它的人一路向上。

我们希望把2019年的XYZ季刊做得更好。我们想知道你希望在未来的XYZ季刊中看到更多
哪些方面的内容。多亏了你们，我们的读者和关注者积极和热情支持，XYZ的成长才成为可
能。所以让我们知道你想听到什么。毕竟这是XYZ为其最热情的支持者制作的一段简报，我
们的目标是确保提供给大家最想了解的XYZ相关资讯。

感谢大家帮助XYZ的2018变得如此难忘而充满快乐，告诉我们你想在2019年看到什么！

— XYZ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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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YZ Team

https://gen.xyz/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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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引证：nTLDStats.com
² 引证：XYZ注册局内部统计
³ 引证：社交媒体平台分析
⁴ 引证：Namestat.org
⁵ 引证：NameBio.com

⁶ 引证：https://techcrunch.com/2018/02/20/homie/
⁷ 引证：http://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shebaxyz-
expand-southeast-asia-1539727
⁸ 引证：https://stdlib.com/blog/stripe-code-xyz/

1,664,384
个XYZ注册局所有域

名后缀新注册2

3,059

少于1%

个溢价域名被
注册2

的滥用率1

157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前三新顶级域名
是.xyz1

第一

700万

应用率快速增长
的顶级域名4

美元被奖励给XYZ
采用者6,7,8

780万

200

1,314

29%

次社交媒体印象3

多个代理商管理
有.xyz域名4

美元的二级市场
交易均价5

的年续费增长率2

无数
感谢致所有的XYZ
合作伙伴和用户2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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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马拉松为下一代互联网用户铺平道路
.xyz的一大使命是让新的互联网用户有机会为他们的网站获得超棒的域名。我们最喜
欢的方法之一是支持黑客马拉松，激发年轻学生对编码和开发的热情。

在2018年我们支持了位于世界各地的5个不同的黑客马拉松项目，为活动免费提供.xyz
域名以及T恤礼包。

产品铸造图片

Hustle N' Code 图片 Generation Girl 冬令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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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在4周年庆祝自由开放的互联网
6月，我们以一种我们认为最符合.xyz精神的方式庆祝了我们的四周年：继续我们在
线助力个人和企业的使命。我们举办了一项特别活动，使.xyz域名的多年注册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并向电子前沿基金会和清华大学的清华x-lab捐赠了超过10,000
美元。

XYZ社群对实现该募捐目标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为了与所有活动参与者庆祝，我们举
办了网站建设竞赛，并遴选了4位获奖者，他们不仅获得在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网
站推广而且还赢得了iPad Pro。如果你想了解这份乐趣，可以在我们的博文页面了
解到。

#XYZ紫人小队一枝独秀全年吸睛无数
@xyz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会熟悉喜欢玩乐的#XYZ紫人小队。这支才艺团队度过了
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年，参加了一些美国最大的娱乐活动，并为一些名人表演了
跑酷！这些紫色的小人精在洛杉矶的动漫展和E3上频频抢镜，在奥斯汀西南偏西音
乐节超过45万人的人群中翩翩起舞，与洛杉矶科技日的与会者们一同比拼极客精
神，并在义乌国际电子商务展和阿里巴巴云栖大会中吸引大量参会者驻足。

#XYZ紫人小队还在圣莫尼卡XYZ总部迎接了的一些著名来访者：世界闻名的哈林花
式篮球队，以及Ins网红及15次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Jugglin Josh。如果你想重
温这些乐趣，请查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或在Ins上关注我们@xyz。

2018新闻摘要

https://www.eff.org/
http://www.x-lab.tsinghua.edu.cn/en/
https://gen.xyz/blog/4years
http://
https://www.instagram.com/harlemglobetrotters
https://www.instagram.com/harlemglobetrotters
https://www.instagram.com/jugglinjosh
https://gen.xyz/yt
https://instagram.com/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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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College和.Security在行业
活动中大放异彩
拒绝被.xyz超越，2018年对我们的其他后缀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汽车行业迎来
了美国国家汽车经销商协会（NADA），全国独立汽车经销商协会（NIADA）和佐治亚
州独立汽车经销商协会（GIADA）各自的年度展会，如此盛势.Cars，.Car和.Auto域名
当然不会缺席。诸如Atlanta.Cars这样的极品域名当场即被经销商收购，他们渴望在
竞争对手之前推出他们的网站。

2018新闻摘要

NIADA

XYZ家族的最新成员.Storage在自助存储协会贸易展上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的团队
在展会上遇到了许多存储业务的企业家，并得知他们已经获得了例如Mele.Storage
这样的.Storage域名。

在线安全是当今互联网领域的一个主要关注点，目前也正是.Security和.Protection
前往RSA会议的最好时机。会议上行业的领导者聚集在一起讨论技术安全中的各种
重大问题。

.College是Educause的年会参展商和其他参会者熟悉的面孔。.College团队与已经
获得.College域名的许多大学和学院重聚，并帮助其他人注册了他们的第一个域名。

https://go.cars
https://go.storage
http://www.mele.storage/
https://go.security
https://go.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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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与全球域名行业活动保持联系
在作为注册管理机构4年来所取得的成长和成功中，我们的注册商和代理商合作伙
伴一直与我们在一起，并分享着同样成功。与此相仿，创新者和开发者们也是我们
域名后缀的首批采用者之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最投入的终端用户建立紧密的
关系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尽可能参加与他们面对面联系的
活动的原因。2018年我们参加了许多此类活动，包括Namescon、中国全球域名峰
会、Domain Pulse、Cloudfest、ICANN 61、Wordcamp LAX、中国互联网大会以及全
国大学生互联网+创业和创新大赛。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热情的合作伙伴和终端用
户分享我们的感激之情，并计划在2019年参加更多此类活动。

2018新闻摘要

中国互联网大会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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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ship.xyz

Starship.xyz的成功与业务扩张是2018年
TechCrunch、福布斯、商业内幕、电讯报、华盛顿邮
报、旧金山纪事报、Buzzfeed、The Verge、Venture 
Beat、Engadget、BBC、每日邮报、TechWire等诸多新
闻媒体的“日常”报道。 Starship.xyz的自动投递合作
伙伴新增了DoorDash和Tesco，并推出了应用程序。
另外还在政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以确保我们的
未来梦想，即让自动送货机器人为我们鞍前马后成
为现实。

https://Starship.xyz

Starship

PublicSpace.xyz

2018年蒸汽波亚文化受到了新的普及，服装公司
PublicSpace.xyz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地进入公众
视野。随着他们的设计被 Clevver、Cosmopolitan、 
Allure、 Esquire、 Food&Wine、 Daily Mail和
Bustle所展示并进入数百万新潜在客户的眼
帘，PublicSpace.xyz正在吸引来一大波人气，进一步
扩大其受众并在2019年继续增长独特而富有创意的
粉丝群。

https://PublicSpace.xyz

Public Space

https://www.starship.xyz/
https://techcrunch.com/2018/08/27/autox-is-using-its-self-driving-vehicles-to-deliver-groceri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banker/2018/06/22/a-revolution-in-last-mile-deliveries/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tarship-responds-to-san-francisco-regulations-on-delivery-robots-2018-5
https://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2018/10/31/worlds-first-robot-delivery-service-launched-milton-keyn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18/11/01/want-get-your-packages-delivered-via-robot-now-theres-an-app-th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18/11/01/want-get-your-packages-delivered-via-robot-now-theres-an-app-that/
https://www.sf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Robots-from-Starship-to-carry-food-on-corporate-12870950.php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allysonlaquian/doordash-delivery-robot
https://www.theverge.com/2018/10/31/18044738/starship-technologies-robot-package-delivery-price
https://venturebeat.com/2018/10/31/starship-technologies-launches-commercial-package-delivery-service-using-autonomous-robots/
https://venturebeat.com/2018/10/31/starship-technologies-launches-commercial-package-delivery-service-using-autonomous-robots/
https://www.engadget.com/2018/10/31/starship-launches-robot-package-delivery-service/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beds-bucks-herts-46045365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5690341/Co-op-using-tiny-self-driving-Starship-robots-deliver-shopping-Milton-Keynes.html
https://www.wraltechwire.com/2018/02/09/watch-out-for-robot-deliveries-another-state-moves-to-approve-uber-of-things-video/
https://www.starship.xyz/
https://www.publicspace.xyz/
https://www.facebook.com/clevver/videos/10157460959054554/
https://www.cosmopolitan.com/style-beauty/a20717203/lacroix-bathing-suits/
https://www.allure.com/story/lacroix-swimsuits
https://news.google.com/articles/CAIiEF1ZKhLZwK4qbOekVOUDEU0qGQgEKhAIACoHCAow-rX7CjCMjvQCMNut0wU?hl=en-US&gl=US&ceid=US%3Aen
https://www.foodandwine.com/news/lacroix-swimsuits
https://news.google.com/articles/CBMibmh0dHBzOi8vd3d3LmRhaWx5bWFpbC5jby51ay9mZW1haWwvYXJ0aWNsZS01NzM3MTI3L0xhQ3JvaXgtc3dpbXN1aXRzLXRoaW5nLXRoYW5rcy1MQS1iYXNlZC1jbG90aGluZy1icmFuZC5odG1s0gG-AWh0dHBzOi8vd3d3LWRhaWx5bWFpbC1jby11ay5jZG4uYW1wcHJvamVjdC5vcmcvdi9zL3d3dy5kYWlseW1haWwuY28udWsvZmVtYWlsL2FydGljbGUtNTczNzEyNy9hbXAvTGFDcm9peC1zd2ltc3VpdHMtdGhpbmctdGhhbmtzLUxBLWJhc2VkLWNsb3RoaW5nLWJyYW5kLmh0bWw_YW1wX2pzX3Y9MC4xI3dlYnZpZXc9MSZjYXA9c3dpcGU?hl=en-US&gl=US&ceid=US%3Aen
https://www.bustle.com/p/lacroix-bathing-suits-exist-theyre-as-instagrammable-as-the-drink-that-inspired-them-9089627
https://www.publicspace.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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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ba.xyz

孟加拉国的一体化服务平台通过将所有类型的经过
验证的专业人员与有相应需求的消费者联系起来，为
该国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Sheba.xyz不断扩展服务
和引进新技术，频频出现在孟加拉国最受欢迎的新
闻媒体Prothom Alo、The Daily Star、Independent 
Bangladesh以及United News of Bangladesh。继
2017年获得微软和Facebook投资后，他们在2018年
还获得了来自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特许经
营商1,000,000美元的投资。

https://Sheba.xyz

Sheba.xyz

麻省理工大学是顶级的理工科大学，以其技
术开发和研究实力而闻名。该学院创立的
Engine.xyz是一家价值2.5亿美元的创业孵
化器，专注于支持“硬核技术”类型的公司。在
2018年麻省理工大学的Engine.xyz多次受到
Fortune、Xconomy、TechXplore和Tech Startups等
主流媒体的报道。新的一年Engine.xyz孵化的公司
正在展开双翅，将更多的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Engine.xyz

https://Engine.xyz

The Engine

https://www.sheba.xyz/
https://en.prothomalo.com/corporate/news/182859/Sheba.xyz-Service-at-your-doorstep-24-7
https://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sheba-launches-new-app-marking-independence-day-1553716
http://m.theindependentbd.com/post/171724
http://m.theindependentbd.com/post/171724
http://old.unb.com.bd/tech-news/Robi-signs-agreement-with-Shebaxyz%C2%A0/75512
https://www.sheba.xyz/
http://fortune.com/2019/01/10/tough-tech-katie-rae/?xid=gn_editorspicks
https://xconomy.com/boston/2018/10/31/moonshots-tough-tech-and-not-falling-in-love-with-your-robot/
https://techxplore.com/news/2018-05-startup-zapata-quantum-software.html
https://techstartups.com/2018/05/17/quantum-software-startup-zapata-computing-launches-out-of-harvard-announces-5-4-million-seed-round-co-led-by-the-engine-and-pillar/
https://www.engine.xyz/
https://www.engine.xyz/
https://engine.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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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X项目的Chronicle于2018年进入网络安全领
域，是一家为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网络犯罪而建立的公
司。在接受CNBC采访时提到Chronicle能够“......与大
多安全团队合作并将他们变成一个伟大的安全团队”
，该公司的目标是重新定义网络安全的格局。

Chronicle.security

https://Chronicle.Security

Chronicle Securi

Get to know more of our end users
www.gen.xyz/live

https://www.cnbc.com/2018/08/23/alphabet-chronicle-cybersecurity.html
https://chronicle.security/
https://chronicle.security/
https://chronicle.security
https://gen.xyz/live


wonderland.xyz

driver.xyz

tomross.xyz

ocean.xyz

负责协助尼基弗洛雷斯和亚伦卡特等流行歌
星职业生涯的洛杉矶娱乐经理人。

该癌症治疗技术简化了全球癌症患者的治疗
途径。

在其个人网站展示相机和写作技巧的著名摄
影师和作家。

一家获得科技传奇人物比尔盖茨赞誉的设计
公司。

XYZ社群聚焦

#周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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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en.xyz/blog/wonderlandxyz
https://gen.xyz/blog/driverxyz
https://gen.xyz/blog/tomrossxyz
https://gen.xyz/blog/oceanxyz
https://gen.xyz/blog/wonderlandxyz
https://gen.xyz/blog/driverxyz
https://gen.xyz/blog/tomrossxyz
https://gen.xyz/blog/oceanxyz


milk.xyz

ziggurat.xyz

moon.xyz

appmaker.xyz

与时尚和娱乐界知名人士合作的流行时尚与文
化博客。

无需编码知识便可轻易构建移动和网页应用程
序。

为品牌和社交媒体影响者之间创造财富合作
关系的平台。

数字媒体管理公司，代理明星包括Rooster 
Teeth和Slow Mo Guy的Gavin Free。

XYZ社群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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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网站

https://gen.xyz/blog/milkxyz
https://gen.xyz/blog/zigguratxyz
https://gen.xyz/blog/moonxyz
https://gen.xyz/blog/appmakerxyz
https://gen.xyz/blog/milkxyz
https://gen.xyz/blog/zigguratxyz
https://gen.xyz/blog/moonxyz
https://gen.xyz/blog/appmakerxyz


AandB.xyz

ottia.xyz

backhouse.xyz

jigsaw.xyz

加拿大尼亚加拉湖畔屡获殊荣的自然餐厅，被
Conde Nast Traveler和旅行生活等评选为顶级
餐厅。

利用其软件将在线隐私控制权归还给消费者的
数据技术公司。

在其网站上分享丰富行业知识的优秀数字营
销机构。

旨在满足企业可能拥有的每一种制造需求的
一体化“制造机器”。

XYZ社群聚焦
14

stilettomeup.xyz
扩张自己品牌帝国并展示成功背后秘密的时尚企
业家。

https://gen.xyz/blog/aandbxyz
https://gen.xyz/blog/ottiaxyz
https://gen.xyz/blog/backhousexyz
https://gen.xyz/blog/jigsawxyz
https://gen.xyz/blog/stilettomeupxyz
https://gen.xyz/blog/stilettomeupxyz
https://gen.xyz/blog/aandbxyz
https://gen.xyz/blog/ottiaxyz
https://gen.xyz/blog/backhousexyz
https://gen.xyz/blog/jigsawxyz


有任何问题吗 ？

给我们写信吧 hello@gen.xyz

我们希望听到你的声音！
在www.gen.xyz/contact和我们联系吧。

XYZ网站域名

mailto:hello%40gen.xyz?subject=
http://www.gen.xyz/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