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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服务伙伴计划 

1.1 什么是软件服务伙伴计划？ 

物理和数字世界的融合，使得当今世界的每个行业都已面临数字化的变革，这种变革

的挑战压力和发展的动力，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商业、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模式。企

业的形态、组织和架构都面临重新的定义。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潮流中，不仅运营商，其他行

业也都希望能够使用、借助数字化的技术，帮助提升效率和发展的动力。 

数字化变革和云服务变革正阔步而来，传统软件产品厂商正积极拥抱这一机遇和挑战，

加速组织和战略调整，推进数字生态演进；云服务战略促使软件产品产业链交易数字化，一

批新型数字产业玩家涌现；合作商业模式变得更加灵活简洁，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生态商业诉

求。 

 “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Huawei Software Service Partner Program, SSPP）

面向全球招募，旨在培育和发展基于华为数字运营平台、数字使能平台、融合视频平台的咨

询、客户化定制、集成实施、和管理服务伙伴，以期共同提供满足和超越客户期望的联合解

决方案及服务。通过加入该计划，您将获得华为全球领先的软件平台全面的销售培训、开发

使能培训、专业认证和服务支持，并将能分享华为全球运营商市场，以及双方共同拓展更广

阔的行业市场，共享商业成功。 

1.2 覆盖的伙伴类型 

当前阶段，SSPP 主要针对如下伙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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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V（Delivery Service Vendor，交付服务提供商，提供基于华为软件平台的集成实

施与定制开发服务） 

SI（System Integrator，系统集成商，兼具 DSV 能力，同时提供跨企业产品的集成与

咨询服务） 

MSP（Managed Service Provider，管理服务提供商，提供多厂商产品的运维与管理

服务） 

1.3 计划内容 

SSPP 将向 DSV/SI/MSP 伙伴开放华为软件产品与解决方案的服务业务，帮助伙伴基于

华为软件平台提供客户化开发、集成实施和管理服务，加速伙伴理解华为合作业务生命周期

管理流程、伙伴等级设置标准与相关权益，并向伙伴提供技术与市场资源，使伙伴与华为共

同面向客户以最优价值组合提供高质量服务与支持，加速客户数字化转型变革。 

华为将会定期更新 SSPP 指南，并通过华为官网，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伙伴最新变化。

如有疑问，请与对应的合作联盟经理联系并取得帮助。 

1.3.1 可获取的华为技术、产品与方案 

当前阶段，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涵盖的技术、产品与方案如下： 

产业生态圈 产业生态圈业务领域 发布状态 

企业商业运营使能 

(含 BES 和 CBS) 

企业商业运营使能 DSV 已发布 

企业商业运营使能 SI 待发布（Coming Soon） 

企业商业运营使能 MSP 待发布（Coming Soon） 

大视频(融合视频) 大视频客户端 DSV 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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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大数据 Universe DSV 已发布 

 

1.3.2 产品简介 

I. BES（Business Enabling System）商业使能系统 

 

Huawei BES – 商业使能系统，是 BSS 产品线打造的新一代运营支撑系统，实现运营

商数字化运营转型。 

BES 系统的整体设计是使用 COTS 模式进行，将每一个子系统，以及子系统的模块进

行功能分拆，然后再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进行相应的组合，可以大规模的减少定制开发，缩

短 TTM。 

BES 解决方案主要分为三大解决方案：BES for Telco，Digital CRM，Digital Partner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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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CBS（Convergence Billing System）融合计费 

 

 

CBS 系统提供丰富的面向全用户、全网络和全业务的计费账务能力，给运营商提供了

一条高效、可靠的收入管道。 

CBS 定位为一个端到端，可帮助电信运营商降低总成本，增加收入的统一、融合的计

费系统。CBS 灵活的计费和账务引擎可以帮助电信运营商在个性化市场竞争当中扩展市场

份额，而快速出账能力可提升运营效率并降低费用。CBS 的实时业务能力可以帮助电信运

营商提供高质量的客户体验，从而确保客户的忠诚度。 

在电信运营商此起彼伏的各种增值服务竞争的背后，CBS 不仅是帮助运营商赢得竞争

的基本条件，也是支撑各项电信业务顺利运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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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ybrid Video 融合视频平台 

 

 

Hybrid Video Solution 是指运营商混合利用多种传送网络(DVB、IP 等)，融合多种来

源的内容，使用统一的 EPG 门户，为用户提供丰富业务体验（视频业务、音频业务、增值

业务、互联网业务等）的解决方案。Hybrid Video Solution 包含 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IPTV（IP Television）、OTT（Over the Top）三个主解决方案。 

华为长期关注 TV 市场的发展，全面理解客户需求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对 DVB、IPTV、

OTT 等业务形态均有深入研究和成功案例。因此华为能够提供开放架构、全业务、可扩展

的端到端的 Hybrid Video Solution, 覆盖 DVB、IPTV、OTT 三种业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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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Universe 大数据分析平台 

 

Universe Suite 是面向运营商数字化领域，依托华为资源优势（行业经验、技术优势、

服务优势）， 打造业界竞争力第一的大数据分析产品套件，汇聚、共享、运营电信行业营销

领域专业化知识，成为运营商大数据领域首选合作伙伴。 

1.3.3 伙伴合作范围 

 客户化定制 集成服务 

BES DSV 实例化、业务、接口以及部分扩展

功能等的开放定制 

基础设施集成&应用环境维护 

方案集成与验收 

接口 

实例化 

数据迁移 

报表等 

CBS DSV 定制开发层：使用基线提供的 IDE

工具，用类脚本语言编排组织客户

化特性需求  

数据配置层：通过Web 界面配置

基础设施实施 

方案集成与验收 

报表 

实例化 



 

 

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指南 公开 

 

2016-6-23 华为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 10 页, 共 23 页 

实现，纯数据，无需编译 数据割接 

Hybrid Video 

DSV 

对外提供标准 API 接口的方式，

将多屏客户端定制开发等工作开

放给第三方合作伙伴，由伙伴单独

与客户签订合同并完成多屏客户

端的开发与交付工作 

基础设施集成 

方案验收与测试 

业务与数据迁移 

方案上线 

技术导入与移交 

知识传递等 

Universe DSV 通过对外提供标准 API 接口的方

式，将 BDI 流程、报表、仪表盘、

客户模型、营销场景等定制开发工

作开放给第三方合作伙伴，由伙伴

完成以上流程、模块的开发与交付

工作 

基础设施集成 

方案验收与测试 

业务与数据迁移 

方案上线 

技术导入与移交 

知识传递 

 

1.3.4 伙伴等级要求 

华为根据合作伙伴的商业价值与专业成熟度设置伙伴级别，包括认证伙伴、优选伙伴、

和高级联盟伙伴。所有的伙伴需要首先在华为官网注册并申请加入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

（SSPP），我们将根据SSPP伙伴等级要求匹配和认证伙伴相应的级别。当伙伴尚未获得SSPP

最低等级要求时，将被直接认证为注册级伙伴直至满足 SSPP 所规定的级别要求。 

伙伴级别 伙伴要求 

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伙伴提供全球化业务并对高端客户具有强的影响力（仅被

邀请参加，承诺满足高级联盟要求） 

高级联盟 

双方在全球或某区域达成联盟合作共识，实现： 

• 获得华为>2 个产品专家认证人数累计>80 人，30%获得中

级认证 

• 具备华为>2 个产品>10 个成功独立项目交付实践 

• 年度合同价值>$1M 或年度市场影响合同价值>$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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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绩效评估 8.5 分 

优选伙伴 

双方在特定领域或某区域达成合作共识，实现： 

• 获得华为专家认证人数累计>30 人，30%获得中级认证 

• >3 个成功独立项目交付实践，或某专项模块>5 个成功项目

交付实践 

• 年度合同价值>$300K 或年度市场影响合同价值>$1M 

• 综合绩效评估 8 分 

认证伙伴 

双方在某领域或某区域达成合作共识，实现： 

• 获得华为专家认证人数累计>10 人 

• 通过某领域/解决方案的集成服务能力认证或客户化定制产

品能力认证 

• 综合绩效评估 8 分 

注册伙伴 在华为官网注册但尚未同意达成上述等级要求的伙伴 

 

1.3.5 伙伴权益 

按照不同伙伴级别，华为将提供相应的伙伴权益以帮助伙伴更好地成长，它们体现在如下阶

段：伙伴使能、方案构建、市场营销、联盟销售、履行与服务、合作治理。 

伙伴权益 认证伙伴  优选伙伴  高级联盟 特别激励 

伙伴使能  

在线讲堂 Y Y Y  

华为课室专家大讲堂 Y Y Y  

伙伴专属讲堂 N Y(有偿) 
Y(有偿

20%off) 

 

个人认证  Y(有偿）  Y（20%off） Y(30%off) 2016 免费 

商业合作赋能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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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最新产品信息  Y Y  Y  
 

华为产品路标分享 N Y Y  

华为开发者社（含远

程实验室，开发工具

包，技术文档） 

Y  Y  Y  

 

伙伴使能优惠券 N Y Y  

方案构建 
定制产品集成验证 Y Y Y  

合作方案扶持基金 N Y Y  

市场营销 

使用“华为认证伙伴”

标志  
Y Y Y 

 

华为网站品牌呈现  Y Y  Y（排列靠前）  

华为展厅及华为全球

重大市场活动品牌呈

现  

N Y  Y  

 

华为客户大会、内部

会议等邀约发言、参

展  

N  Y  Y  

 

赞助伙伴营销活动 N N Y  

市场基金 N  N Y    

联盟销售 

年度商业计划 N Y Y  

联合Go-to-MKT 计

划 
N N Y 

 

更多销售机会分享 N Y Y  

专属销售技术支持 N N Y  

履行与服务 

免费基础技术支持  Y  Y  Y   

有偿高级技术支持 Y Y Y  

专属技术代表 N N Y  

技术服务优惠券 N Y Y  

合作治理 

华为合作 Sponsor  PDT Level SPDT Level BU Level  

专属联盟经理  N  N  Y   

Sponsor 定期会议 Y Y Y  

华为管理团队年度圆

桌会谈 
N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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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SV 伙伴合作指南 

2.1 加入软件服务伙伴计划 

2.1.1 注册与申请 

伙伴可以通过如下途径，申请加入软件服务伙伴计划 

途径一（推荐）：(i)通过华为官网提交申请，入口链接：

http://www.huawei.com/cn/partner，注册账户信息，并按要求提交相关公司文件，(ii) 伙

伴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获取用户 ID 和密码，(iii) 伙伴申请加入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iv) 伙

伴提交相关的调查问卷，计划书等以便获得参与资格。 

途径二：向软件服务伙伴计划联盟合作经理咨询，并索取相关申请文档，填写完整，并

通过联盟经理提交。审核与审批 

通过上述途径，华为获取伙伴注册信息和申请材料后，对伙伴公司资质，软件行业的服

务能力进行初步审核，针对满足条件的伙伴将进行在线审批。 

2.1.2 签署伙伴计划合作协议 

通过审批后的伙伴将与华为签署伙伴计划合作协议 PPA（Partner Program 

Agreement）与 NDA(Non-Disclosure Agreement)，加入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并进入

伙伴使能环节，获取相应的培训和资质认证。 

2.2 参加赋能培训 

2.2.1 商业合作赋能 

商业合作赋能将使伙伴清晰了解本业务的合作政策，包括不限于华为合作流程、不同合

作阶段对伙伴的要求、伙伴可以获取的权益支持、商业合作模式、可获取的华为资源、合作

行为准则、双方合作治理架构等。 

http://www.huawei.com/cn/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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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通过典型的合作业务案例，帮助伙伴方便地找到对应的合作场景和优秀实践，

使伙伴能够快速理解并能更容易更高效地与华为推进合作进程。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不定期举办合作沙龙活动，分享最新的业务政策、项目经验、和技

术动向等；以及组织分享华为销售管理流程、营销管理流程、研发管理流程、服务管理流程，

以帮助有需求的伙伴建立和提升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对齐华为业务运作。 

2.2.2 企业技术赋能 

1）远程实验室： 

为开发者提供了 7×24 小时的免费的云化实验室环境，借助远程实验室自助管理平台，

开发者不需要购置华为产品便可基于远程实验室针对相关产品进行二次开发，并实现远程对

接测试认证。目前基于公司 eSDK 平台，华为软件正在建设 DSV 云化远程实验室，构筑全

云化、多租户隔离的环境和集成测试服务，实现一键式接入和 10 分钟快速获取，高效支撑

主流产品的 DSV 开发、集成验证，体验，演示等场景。目前已上线 BES, Video，CBS 和

DigitalCube。伙伴入口链接：http://developer.huawei.com/cn/ict/remotelab 

如果您在远程实验室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华为开发者中心：http://devcenter.huawei.com 

华为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822-9999（转二次开发） 

华为技术支持邮箱：esdk@huawei.com 

2）工具和文档： 

华为向 DSV 伙伴提供开发和集成工具，以支撑有效的服务活动。开放的工具包括，开

发工具，数据迁移工具，实例化配置工具，自动化部署工具，自动化测试工具，压力测试工

具等。同时提供相应的文档支撑。 

3）开发者社区-论坛 

DSV 伙伴可通过开发者社区论坛发问题求助，华为轮值专家将与您互动，及时巡查，

监督问题进展，保证 5*8 的问题服务响应。当前暂开放视频终端 UI 定制开发，伙伴入口链

接 http://117.78.34.180:3289/community/jump.action?method=index&loacltimezone=-480，目前

http://developer.huawei.com/cn/ict/remotelab
http://devcenter.huawei.com/
mailto:esdk@huawei.com
http://117.78.34.180:3289/community/jump.action?method=index&loacltimezone=-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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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支持 Chrome 浏览器。后续将纳入华为官网开发者社区 http://developer.huawei.com/cn/统

一管理。 

2.2.3 企业技术专家赋能 

企业技术专家赋能是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依托华为培训平台，聚

焦合作伙伴能力发展需求，帮助提升合作伙伴技术专家基于华为产品与平台的专业技能、从

而快速承担项目交付任务，让学习促进能力发展，让能力发展推动企业进步。 

我们将向伙伴提供多种培训赋能方式，伙伴可结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1) 在线讲堂： 

当前，部分专业课程已发布上网，伙伴在申请权限和获取账号后，登录华为网站：

http://e-learning.huawei.com/eclass ，根据自身知识结构上网学习和考试。 

2）华为课室专家大讲堂： 

华为也会定期在华为办公地组织现场专家培训课程，以方便学员更加高效高质量获得整

体的培训知识框架与课程知识要点，并通过沙盘演练等方式使学员快速熟悉实践经历，给予

学员与老师充分的现场互动机会。 

3）伙伴专属讲堂： 

针对有需求的或特定伙伴，华为可以针对性提供有偿专属培训服务，为伙伴定制课程，

并安排高级专家互动，帮助伙伴按需提升技能。 

针对以上不同方式具体培训方案，培训入学要求，报名/受理，培训费用，培训时间和

地点等详细规则，请向合作联盟经理获取《软件服务伙伴计划培训认证管理规定》。 

无论伙伴选择哪种类型的培训赋能方式，在获取华为产品与平台服务能力构建的必要知

识后，企业技术专家可以报名参加华为专业考核，在考核通过后，华为将颁发相应的专家资

质认证证书。 

http://developer.huawei.com/cn/
http://e-learning.huawei.com/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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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服务能力认证 

2.3.1 企业服务能力认证 

为了更好地联合伙伴共同服务客户，帮助客户成功，华为将对伙伴进行严格的企业服务

能力评估和认证。我们将从如下方面进行重点考核： 

1) 服务能力：具备清晰的交付方法论，交流标准流程，明确的责任矩阵；具有风险管

控能力，软件领域成功交付经验 

2) 认证的技术专家资源池：具备关键的项目经理、系统架构师、开发工程师、测试工

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并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华为认证证

书 

3) 质量保障：具备完善的 QA 流程，对交付有端到端的质量控制机制，和保障措施；

质量保证体系通过 ISO9000 或 TL9000 或 CMMI3 级及以上认证 

4) 企业资质：公司成立 2 年以上，中国公司人员规模>50 人，海外公司人员规模>20

人，年度销售额>300 万人民币（海外：50 万美金），公司连续两年财务盈利 

2.3.2 方案集成测试认证（如涉及） 

华为要求参与多屏定制的伙伴需要通过华为预集成计划，通过预集成，合作伙伴可以对

华为平台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可以通过预集成提前识别开发中的问题，并及时获得华为的专

业技术支持。 

预集成的流程如下： 



 

 

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指南 公开 

 

2016-6-23 华为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 17 页, 共 23 页 

 

 预集成范围为 3 个必选特性+N 个可选特性： 

1) 必选特性：登录、直播和点播是每个项目中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功能，完成此

三个功能有助于伙伴了解与华为平台集成的基本流程；伙伴也可以熟悉华为播

放器，同时借此了解使用自研播放器的厂商的播放器能力；  

2）可选特性：可选特性是必选特性的增强，通过这些功能的集成让合作伙伴更了

解华为平台的业务，也更能充分地评估伙伴的能力。 

2.4 签署商业合作协议 

当伙伴启动企业服务能力认证时，华为合作联盟经理会同步启动华为与伙伴的商业合作

协议洽谈，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合作业务领域、合作区域、合作范围、合作模式、双方责

任与义务、合作治理、合同管理、商务条款、法务条款、相关附属文件及模板等。 

当伙伴通过企业服务能力认证，同时双方完成商业合作协议谈判，双方将正式签署商业

合作协议，确认商业合作关系，成为华为认证伙伴。 

2.5 上市准备 

华为与伙伴签署商业合作协议后，双方将为联合上市作进一步准备，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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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客户的营销文档：联合解决方案 offering，主打胶片，案例，Demo，软

文等 

2) 华为与伙伴合作基线：合作范围 SOW，合作分工界面，商业模式等合作框架 

3) 销售定价策略：双方在定价策略，定价模式和销售策略上达成一致，满足客户

答标要求 

4) 方案和资源准备度：伙伴解决方案与华为平台完成集成验证；伙伴具备一定数

量和质量的获得了华为专业认证的资源 

2.6 企业评级，徽标和证书授予 

DSV 伙伴等级，徽标和证书分为三类：认证伙伴，优选伙伴和高级联盟伙伴。 

伙伴加入华为软件服务伙伴计划，双方签署商业合作协议，并经评估合作上市资料与信

息齐备，上市准备达到既定要求后，华为将根据综合评估结果，给伙伴定级并颁发相应级别

的伙伴徽标和证书。伙伴可以根据华为徽标和证书的使用规则，应用到所需要的场景。 

2.7 发布合作关系 

2.7.1 华为 Marketplace 平台官方发布 

华为联盟经理将审视伙伴上市准备度，当满足华为上市基本要求后，伙伴认证信息与合

作领域将会被正式发布到华为 MarketPlace 平台。 

华为全球客户与伙伴都将可以很方便地通过 MarketPlace 获取伙伴认证信息，识别双

方合作关系，了解伙伴合作方案。针对感兴趣的伙伴及其合作方案，客户不仅可以进行评价、

评分，也可以直接向伙伴发起咨询，建立线索机会。 

2.7.2 新闻发布 

华为与伙伴合作关系通过 MarketPlace 平台正式发布后，针对有新闻发布需求的伙伴，

可以基于华为提供的新闻发布稿模板提交新闻发布申请，并在华为联盟经理帮助下按照华为

的新闻发布流程完成所需的新闻发布审核与审批。为了保障华为与伙伴双方权益，我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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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伙伴只有在对应的华为联盟经理书面确认新闻发布审批通过后，才可以进行相应批准

内容的新闻发布。 

2.7.3 Logo 使用 

作为世界最有的价值的品牌之一，华为 Logo 在全球行业客户中具有强大的识别度。每

一个认证的伙伴，都可以申请华为 Logo 的授权，通过伙伴等级 Logo 来突出与华为的合作

关系。合作伙伴在使用华为 Logo 时，需要得到华为的审核与书面同意。 

合作伙伴 Logo 除在 Marketplace 展示外，还将在华为各类全球会议和活动中择优展

示。展示前，华为将会征得伙伴书面同意。 

2.7.4 营销活动 

针对经华为认证的合作伙伴，华为将通过系列的营销活动向伙伴提供面向华为全球客户

与伙伴的营销渠道，帮助伙伴持续提升品牌价值，扩展商机。华为年度营销活动包括但不限

于：华为公司旗舰大会，MWC（Mobile World Congress），TM Forum，全球/区域创新

转型峰会，TVConnect, IBC 等。 

2.8 管理销售与交付 

2.8.1 华为主导的项目机会 

1） 通过定期的华为-伙伴合作管理会议获取潜在的项目合作管道信息与伙伴要求 

2） 通过对应的联盟经理获取潜在的项目合作管道信息与伙伴选择要求 

3） 伙伴支持华为完成项目投标与合同谈判 

4） 伙伴与华为签署项目合同 

5） 伙伴与华为共同完成项目交付，保障客户成功 

2.8.2 伙伴主导的项目机会 

1） 登陆华为伙伴平台注册合作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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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联盟经理验证项目合作机会 

3） 华为指派投标支持技术与商务人员 

4） 支持伙伴进行 POC/DEMO 演示 

5） 支持伙伴完成项目投标 

6） 支持伙伴完成项目合同谈判 

7） 签署项目合同 

8） 支持伙伴完成项目交付，保障客户成功 

2.8.3 管理交付履行 

为了更好地保障客户成功，华为将联合伙伴通过持续的流程改进和优化、伙伴基于华为

产品能力与知识的提升、伙伴专家团队建设与发展来共同提升面向客户的服务交付质量。我

们将从如下方面向伙伴提供支持： 

1) 项目销售合同质量 

2) 客户需求管理 

3) 项目实施计划与资源部署计划 

4) 服务 KPI&SLA 

5) 服务工具 

6) 项目管理方法与质量保障 

7) 其它 

2.9 获取华为专业服务支持 

华为在交付阶段面向合作伙伴提供两类技术支持：基础服务与高级支持服务。当前

提供 TAC 热线支持合作伙伴项目交付过程中的集成交付环节的远程技术问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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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合作伙伴需要建设自己的技术支持团队，解决内部的工程交付问题。当问

题无法在合作伙伴及交付项目组内部解决时，可以向华为求助。 

2.9.1 基础服务 

     华为提供 TAC 技术服务热线，为合作伙伴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持。合作伙伴通过 TAC

热线及 iCare 系统获取华为的远程技术支持服务。 

   建议技术支持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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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高级服务 

   DSV 伙伴面向客户与华为提供交付服务时，可以通过购买华为高级专业服务来补齐

或加强自身交付服务能力，提升客户成功保障。 

伙伴可以通过联系对应的联盟经理进一步了解高级服务内容，及相应的高级服务购买

流程与相关权益。 

2.10 提升与演进合作关系 

2.10.1 合作治理架构 

针对经华为认证的 DSV 伙伴，华为将指派相应的联盟经理帮助伙伴与华为建立合作治

理架构，以建立双方沟通渠道、沟通机制、升级渠道，组建联合工作团队，定期/不定期组

织华为产品知识与路标分享，项目管道与项目目标协同，商业合作协同，合作管理会议，高

层会谈等。我们将根据双方合作阶段与协作情况，对联合治理架构持续改进和优化，以最大

程度提升合作效率、提升合作质量。 

2.10.2 伙伴绩效评价 

针对经华为认证的 DSV 伙伴，华为将从伙伴商业贡献(30%)、伙伴专业能力(40%)、保

障客户成功(30%)三大方面对伙伴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按半年度调整伙伴等

级，分配华为资源。 

1) 伙伴商业贡献：指华为与伙伴之间的年度累计合同金额，或联合销售场景（Co-Sell）

伙伴支持华为成功获取订单的年度累计合同金额 

2) 伙伴专业能力：伙伴通过华为培训和认证的专家资源的数量，质量，专业水平，以

及伙伴方案与集成服务的专业水平 

3) 保障客户成功：伙伴交付服务进度及时性，伙伴交付网上问题和事故解决速度，客

户满意度/投诉，客户成功案例等 

详细评估方案与细则，请向您对应的联盟经理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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