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处不在的联接

丰富的应用生态

普惠的数字技能

数字包容2

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者，华

为相信更便捷、更简单、更低成本的ICT技

术应用将极大地缓解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

消除数字鸿沟，加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的实现。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世界，我们希望每个

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都能从中获益，这

就是我们致力于推动数字包容的原因。

要确保全面的数字包容，联接是基础，

应用是关键，能力是保障。围绕着联接、应

用、技能三大核心，华为制定了TECH4ALL

数字包容行动计划，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

再让5亿人从数字技术中获益。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行动：

无处不在的联接：通过构建覆盖更广

泛、获取更便捷、使用更简单的联接，惠

及全球更多的地区与人口。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降低数字世界的接入门槛，让身处偏远

地区、极端环境以及其他接入受限地区的

人、家庭和组织都能够更平等地获得数字资

源，享受更好的数字体验。

丰富的应用生态：提供客户定制化的

ICT应用解决方案，易用的应用开发平台，

以及繁荣的产业生态，满足个性化、场景化

的数字技术应用需求，使数字技术惠及更多

的细分行业与特定人群。

普惠的数字技能：与全球范围内的政

府、企业、组织及当地社区合作，提高个

人乃至全社会的数字技能，为中小型组织

提升数字能力，协助政府提升本国的数字

经济竞争力，最终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均

衡发展。



联接是数字包容的前提，网络是实现联接的基础。

华为的数字包容战略，第一步就是要实现覆盖更广泛、

获取更便捷、使用更简单的联接。

据GSMA相关数据，超过10亿人还没有被移动宽

带服务覆盖，大约38亿人还没有接入互联网，占全球

总人口的一半。

无处不在的联接
联接未联接、改善可改善

斯 里 兰 卡 城 市 化 程 度 较 低 ，

8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且人口密

度也相对较低，这使得固定宽带覆盖

成本较高，直到2013年，斯里兰卡

全国的宽带渗透率也仅达到2.0%，

远远低于9.3%的全球固定宽带平均

51%的尼日利亚人居住在城

郊，那些地方通常是草原和森林等

网络隔绝地区，缺乏基本的通信条

件，相当于“信息孤岛”。由于手

机信号差，大部分居民不得不徒步

到几公里外的城镇去打电话。

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当地

的基础设施薄弱，很多地方缺乏供

电和输电资源，致使建造传统信号

塔的成本相当高昂。此外，尼日利

亚每用户平均收入仅为1美元至1.5美

元，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以上，

也令绝大多数供应商望而却步。

但是华为没有退却。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华为与尼日利亚电信公司

MTN集团联手部署华为RuralStar 

2.0解决方案，专门为偏远地区创建

首次网络联接。每部RuralStar 2.0

有6块太阳能面板，不必依赖现有电

源，使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的网

络联接成为可能。

这种联接给当地人带来的改变

是显而易见的。尼日利亚Ogun州

Tobo lo村的村长说：“实惠的联

接方案可以帮助Tobolo村民与远离

村庄的家人取得联系，这足以让村

渗透率。基于这种现状，很多斯里兰

卡人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无法享

受数字红利。对斯里兰卡政府和电信

企业来说，发展家庭和中小企业宽

带，消除数字鸿沟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华为携手当地电

信运营商Dialog，致力于协助斯里

兰卡提升国家数字化水平，丰富人

民的生活。从2013年起，我们合作

采用WTTx解决方案，为家庭用户

提供可高效部署和快速升级的无线

家庭宽带业务，满足可支付能力要

求，提高宽带渗透率。

最终，Dialog利用WTTx解决

方案快速提供了斯里兰卡全国67%

的人口覆盖，家庭宽带用户发展速

度提升了3倍，15%的家庭因此获得

了联接。Dialog所使用的WTTx技

术还为斯里兰卡的远程教育、医疗

辅助诊断、女性教育、气候改善等

事业起到了多维度的改善，为斯里

兰卡实现在消除贫困、产业创新、

提升教育、改善环境等方面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从家庭宽带入手，提升斯里兰卡数字化水平

RuralStar创新解决方案，联接尼日利亚“信息孤岛”STORY

STORY

民们开怀庆祝。”Tobolo小学校长

说：“我们再也不必乘车30公里去

教育局领取教学材料，无线通信提

升了知识传递的效率和效果。”

联接，不仅意味着村庄联接起

了村庄，更意味着村庄将联接起外

部世界，联接起机会与改变。华为

在尼日利亚应用的RuralStar 2.0

解决方案，脱胎于2017年华为专门

为农村定制的RuralStar 1.0解决

方案。该方案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

低成本、超远距离的语音和数字接

入，推出后很快为2000万人口提供

首次网络接入。

2018年，华为RuralStar解决

方案累计为4000万未覆盖的农村人

口提供了网络覆盖。2019年，华为

发布RuralStar Lite解决方案，进一

步降低部署成本，为更偏远地区人

口数500-1000的村庄提供覆盖，

助力运营商快速发展用户，投资回

报周期低于3年。

迄今，华为RuralStar已在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商用，在全球落地

超110张网络。不论是平原、山丘、

沙漠、海岛，还是农村、城中村、

高速公路、隧道，RuralStar所到之

处，“不可能”的联接也成为可能。

在 2 0 1 8 年 世 界 移 动 大 会 ，

RuralStar获得“新兴市场最佳移动

创新奖”。RuralStar让与世隔绝的

人们与外界建立了联接，推动城乡

网络资源均衡，把智慧农业、电子

政务、远程医疗与移动医疗、智慧

能源以及移动支付等科技应用成果

带入世界各地的偏远区域，在丰富

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发展

的机会。

面对全球未被联接的人口，华为通过创新的解决

方案实现低成本快速建站，助力未享受到移动宽带覆

盖的数十亿人告别“失联”状态。我们通过技术集成

不断减轻基站重量，同时采用太阳能等节能设计，降

低运营商的网络部署成本，让为偏远地区提供通信服

务变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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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发展

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以法

国为例，法国电信监管机构Arcep于

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法国

有99.82％的人口和97.7％的地区有

电信覆盖，由于人口大多集中在城

市，乡村人口稀少，村庄之间间隔较

远，加之运营商建网投资回报率低，

实现覆盖较为困难，使得部分地区成

为电信网络缺失的“白区”。截至

2018年，Arcep已识别出法国境内

4000多个“白区”市镇，其总人口

占全国的1%。

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国政府启

动“白区项目”，法国四大运营商实

行“一家建网，四家共享”的策略，

分别为这些区域提供基本的语音、短

信和网络覆盖。

华为从2011年起与法国布衣格

电信合作，在法国全境的“白区”

内部署3G网络。截至2018年底，已

为4000个市镇中的3300个实现3G

覆盖。2019年起将开始4G的部署。

该项目预计在2022年完成所有“白

区”的4G覆盖。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2017年8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虽然有

一些研究在关注蒙古的人口健康情

况不均的问题，但它们很少聚焦在

因地域造成的医疗资源不平等。”

该研究发现，蒙古的不同地区存在

着医生、护士和病床分布差异，导

致偏远地区的儿童和成人缺乏医疗

保健服务。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最新数据也显示，这种不

平等不仅限于医疗方面，也同样存

在于教育方面。

医疗和教育不平等加剧了蒙古

国内的贫富悬殊，降低了国民的经

济参与度和生产效率。加强宽带联

接正是缩小地域差距的方法之一。

2017年1月起，华为和蒙古运

营商Unitel联袂推出了即插即用无

线家庭宽带Wi-Fi解决方案。该方

案由Uni te l基于全国范围内4.5G 

L T E网络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华

为的无线B315s-607路由器，由

U n i t e l补贴或免费提供。迄今为

止，该服务已联接全国8%的新用

户，其中包括5万户家庭、20万个

人用户和1200家企业。

无线宽带接入，让更多蒙古人获得更好的医疗和教育3G+4G，让4000个法国“白区”融入数字世界STORY

爱尔兰总人口约470万，地广

人稀，总共约有75万户住宅位于

宽带网络覆盖薄弱的郊区。爱尔

兰政府于2012年启动国家宽带项

目，要求通过光纤连接起75万郊

区住宅，其中45万边远住宅因新

建光纤成本高昂，先前竞标的三个

厂商先后退出，使整个项目一度

面临停滞的风险。最终，运营商

I m a g i n e临危受命，选用华为的

WTTx方案，启动了边远地区的光

纤宽带覆盖。

华为通过TDD- 8T8R方案，

为Imagine打造了适合较远边区覆

盖的无线宽带方案，实现快速商

用，为用户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网络

支撑。

截至目前，Imagine已经为共

计2万多户爱尔兰的郊区人民提供高

高速光纤宽带，连接起75万户爱尔兰人

速的宽带服务，并成功获得新的投

资者1.2亿欧元投资。同时Imagine

也在积极与爱尔兰政府沟通，有望

进一步将FWA（Fixed Wireless 

Access）纳入政府计划。

STORY

STORY

无线宽带网络的接入，直接带

动了当地医疗和教育水平的提升。

首先，共有74家医院开始使用在线

咨询，提升医疗系统功能。其次，

互联网的推广让3.5万名农村医疗专

业人员能够接受进一步教育课程。

第三，有35所农村公立学校能够访

问和下载视频和教育资料。

对于仍处离线状态的60万户家

庭，华为和Unitel计划再增加1200

个网络站点，到2020年，该项目将

进一步帮助30万户居民拥有无线宽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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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应用生态
让数字技术有人用、用得起且用得好

我们相信，只有有人用、用得起、用得好的数字技

术，才可能真正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因此，

华为将“应用”作为数字包容战略的第二个重心，积极

探索符合运营所在地具体场景需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让联接更好地服务于人、家庭和组织。 

这些年来，华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投入创新

研发，已经推出了Mobile Money、远程医疗、数字教育

孟加拉国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

高的人口大国，70％以上的人口居

住在主流银行无法覆盖到的农村地

区，仅有不到15％的孟加拉人接触

过正式的银行业务，人民的存取款、

支付都非常不便利，大量的城市务工

人员甚至需要请假亲自将钱送回农村

家中，庞大的无银行账户群体也成为

制约孟加拉经济的因素之一。

但值得庆幸的是，68%的孟加

拉人拥有手机。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

员会（BRAC）旗下BRAC银行的

子公司bKash就是利用了手机这一

载体，成功地将数字化的金融服务带

给了那些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到的

“死角”人群以及低收入人群。

华为帮助bKash提供了先进的

Mobile Wallet解决方案，为客户实

现了十大业务，任何有手机的人都可

以通过USSD访问bKash界面，获

取方便、实惠和可靠的金融服务，

进行存取款、转账、支付等操作。

等多种基于联接的应用方案，让民众真正感受到联接带来

的改变。同时，华为还向开发者、中小组织提供易用的开

发平台，繁荣生态，催生应用，惠及更多的行业与人群。

当然，数字化的应用远不止于此，未来华为还将继

续携手业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开发服务于不同的人、

家庭和组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数字包容的

实现。

bKash提供的安全、易用、实惠、

便捷的移动支付服务，极大地便利了

孟加拉广大无银行账户人们的生活。

bKash成立6年时间内就拥有

近3000万注册用户，目前bKash

的业务覆盖了98％的孟加拉国移动

用户需求，不仅为人们带来了便利

的数字化生活，而且通过代理为更

多人们创造了就业机会，bKash把

87%的收入都让利给了分销商和

运营商等合作伙伴，极大激励了业

务的发展，甚至一个很小的摊位、

非常偏远的地区都有分销商提供服

务，业务持续到晚上10点以后。未

来，b K a s h还将和华为进一步合

作，构建包括运营商、银行和商家

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生态环境，将更

加便捷的移动支付带进孟加拉国。

现在，华为Mobile Money解决

方案已经服务于19个国家和地区，

助力运营商为银行提供便捷移动钱

包、金融与支付服务。华为持续投

入业务与技术上的创新，与客户创

新合作模式，共同为贫困地区人民

提供普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

数字金融的包容性发展。

Mobile Money让数字金融服务普惠孟加拉国民STORY

佛 得 角 共 和 国 位 于 非 洲 大 陆

以西、北大西洋边缘的佛得角群岛

上，由圣安唐、圣尼古拉、萨尔、

博阿维什塔、福古、圣地亚哥等15

个大小岛屿组成。 

与许多非洲国家类似，佛得角

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布不均

衡，三分之一的学校集中在首都普

拉亚、港口城市明德卢以及圣卡塔

琳娜这三个城市，58.6%的医院集

中在圣地亚哥和圣安唐两个岛屿。

佛得角首都以外的学校普遍面临教

师资源匮乏、教育水平较低的困

难，迫切希望加入全国电子教育网

络，及时分享其他学校的优质教育

资源，以提升本地教育水平。

为帮助佛得角构建与ICT行业

发展匹配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

足够数量的合格的ICT技术人才，

华为与佛得角教育部联合开发了

W e b L a b一体化I C T培训系统。

该系统在集装箱内装配ICT通信设

备、可编程启蒙机器人套件、电子

维修工具以及办公设施，通过NOSi

的云化国家数据中心，为各岛上的

在校中学生和当地民众，提供ICT基

础培训，同时也可作为多功能教室

提供其他技能培训和认证等服务。

再如医疗信息系统（SIS），

它是一个连接模块，用来管理医

院、监控人口状况、提升相关部门

工作效率，包括药品、临床器材和

物料的管理，实验室诊断管理，出

入院、预约信息等统计。预约管理

（包括医生日程管理）通过互联

网，分析医院预约情况，给医院指

定日程安排。

佛得角N O S i总裁A n t o n i o 

Joaquim Fernandes表示：“华

为为佛得角国家数据中心、数据

传输网络及电子政务建设提供了

支持，为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提供

了数据、语音与视频会议服务，为

NOSi构建电子政务平台提供了创新

的数字化平台，我们将在此基础上

建设商务中心、企业孵化中心和培

训中心，将佛得角打造成非洲先进

的信息服务平台。”

数字化应用改变佛得角十个火山岛屿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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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虹普是中国的一家专注于

合成纤维及其原料生产技术及装备领

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整合行业

优势，搭建“互联网+”信息服务平

台，建立行业大数据体系，实现金

融、技术、信息的三联融合。三联虹

普董事、战略投资部总经理表示，AI

技术带来的生产柔性，远超人力，将

帮助智能制造行业加速升级。

华为有全栈全场景的AI解决方

案，可以在硬件、软件上支持物联

网、AI多个技术领域，是优秀的系统

集成伙伴。比如，华为云EI（企业智

能）在三联虹普的控制系统中就有应

南 非 是 全 球 最 大 的 铂 金 出 产

国，勒斯滕堡更具有“世界铂金之

都”的美称。但根据预测，铂金的

开采将在2040年后下降，为确保勒

斯滕堡的发展活力和人民的生活质

量，市政府制订了“勒斯滕堡2040

年愿景”，期望成为“一个世界级

的城市，所有社区都享有高品质的

生活”，成为一个互联、有活力、

健康、环保、友好、安全、智慧、

繁荣、效率、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勒斯滕堡智慧城市项目旨在通

过使用数字技术来应对这些挑战，

通过改善公民安全和参与度，提高

生活质量，促进企业发展。为了让

规划有效地付诸实施，勒斯滕堡市

政府选择与南非ICT和金融科技公司

Electronic Connect、华为，以及

三川股份、蓝斯股份等企业合作，

共同建设“智慧勒斯滕堡”。

用场景，帮助三联虹普快速实现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应用将帮助

传统制造业沉淀以往经验，给行业发

展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同时，数字化

和智能化也使得生产更加柔性，可以

针对各种情况制定具体的生产方案，

以应对未来更为复杂、更加丰富的产

业需求，利用AI等技术手段，为行业

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华为以新ICT打造城市神经系

统，通过智慧城市数字平台整合物

联网（Io T）、大数据、视频云、

GIS（地理信息系统）和融合通信

五大资源，使智慧城市的各类底层

基础资源得以共享使用，并联合合

作伙伴构建平台生态系统，共同服

务于城市的治理与创新。目前，华

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已服务于全球

40多个国家的160多座城市，因此

能够将丰富经验带到勒斯滕堡智慧

城市的建设中。

矿 产 资 源 总 有 枯 竭 的 一 天 ，

但是，只要持续保持领先性，智

慧的金矿将生生不息。Electronic 

Connect CEO Zamo Mthiyane

先生表示：“勒斯滕堡智慧城市

成为一个样板点，南非其他城市通

过部署类似的数字平台和技术，也

将较快地建设智慧城市。此外，所

有行业都可以从数字平台，如物联

网、云、大数据、视频监控中受

益，其他非洲城市也可以参考勒斯

滕堡的实践，将市政机构、企业、

居民更好地联系起来，共创美好未

来。”

南非“铂金之都”开采智慧城市金矿STORY

AI加速中国制造企业（三联虹普）智能化转型STORY

2018年，由HUAWEI HiAI提

供技术支持的AI应用StorySign发

布上线。

华为与欧洲聋哑人协会、英国

聋哑人协会等组织，联合推出了这

款名为“StorySign”的智能手机

应用。在该应用的帮助下，听障儿

童阅读的时候，只需打开手机对着

喜爱的绘本扫一下，一个可爱的卡

通人物就会跃然于屏幕上，用手语

将绘本文字活灵活现地翻译出来，

他们也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享受阅

读的快乐。

目前，StorySign已经支持英

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

牙语、荷兰语、葡萄牙语、爱尔兰

StorySign智能手机应用为欧洲听障儿童讲故事

语、比利时弗莱芒语和瑞士德语等

十种语言翻译为手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数

据 显 示 ， 全 球 约 4 . 6 亿 人 患 有 听

力障碍，其中有3400万是儿童。

StorySign的出现，让听障儿童家庭

也享受到欢乐的故事时间。这只是AI

技术在手机中的一个简单应用，类似

的应用还有很多，我们希望用技术进

步的力量释放每个人的潜能。

STORY

在全球智能联接时代，无论身

在国内，还是游走于异国他乡，让

现代人最没安全感的事情一是手机

没电，二是手机无网。智能手机作

为我们的贴身助理，每时每刻都离

不开。但如果没网络、没信号，这

个助理也无法施展才能。对于经常

出国的商务人士和旅行达人而言，

追求品质、效率，极简出行是第一

需求；因此，他们选择境外上网产

品时，也希望能享受到便捷、快速

又安全的移动网络联接。基于华为

在全球通讯及智能终端领域的多年

积累，天际通应运而生。

天际通是为华为和荣耀中高端

手机用户提供专享境外上网服务的

A P P应用，中国大陆用户境外出

差及旅行，无需购买本地卡或移动

上网设备。截至2018年底，华为

和荣耀手机用户可在全球83个国

家和地区使用天际通一键上网，深

受商务人士及旅行达人喜爱。天际

通为走向全球各地的华为用户提供

稳定、高速的网络联接，通过高品

质的应用，实现改善可改善，与用

户一起，探索、畅享更美好的数字

生活。

天际通，让便捷的联接覆盖全球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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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的数字技能
让需要的人掌握所需的数字技能

在促进数字包容的进程上，仅拥有网络和应用仍是

不够的，我们还要看到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

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消除

由于数字技术水平的差异所带来的鸿沟对于促进数字包

2017年，由孟加拉政府发起，

当地第二大运营商R o b i和华为孟

加拉有限公司联合运营的6辆“数

字培训大巴”接连奔赴全国64个地

区，将基础的计算机应用技能和通

信知识带给孟加拉国偏远地区的农

村女性，包括初高中和大学的女学

生。

这些大巴每辆都配备有23个工

作站及笔记本电脑、备用发电机、

空调和无线网络。除此之外，大巴

还设有配套的学习软件、定制化的

培训模式，基础授课内容包括计算

机知识、互联网使用技巧等。

目前，这些“数字培训大巴”

已为孟加拉全国约50000名女性提

供了ICT培训。

由 于 孟 加 拉 国 的 文 化 和 传 统

习俗的原因，大多女性在结婚后被

家庭束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数字培训大巴，载着孟加拉国女性跨越“性别鸿沟”

女性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数

字培训大巴”项目旨在改善这一现

状，为女性提供学习的平台，让女

性保持与时俱进，从而能更好地培

养下一代，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孟加拉国的故事表明，即便是

数字化方面的小小发展，都可以给

女性生活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也

将在宏观层面促进性别平等、基础

教育和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STORY

华为在肯尼亚的很多偏远地区部署了Rural Star解

决方案，实现了网络联接，杜塞（Duse）村就是其中

之一。然而，虽然有了网络，但还是有很多人缺乏使用

智能手机和数字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导致他们既不了解

手机和终端的用处，也不具备使用的能力，从而依然享

受不到通讯网络带来的便利。

华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专门开发了针对村落居

民的数字技能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如何使用手机

以及手机可以用来做什么，从最基本的如何开机、连接

Wi-Fi、连接数据、如何查看实时电量等，到如何通过

手机上网、看新闻、查看天气、听音乐、看视频、拍照

等，再到通过手机打电话、发信息、使用WhatsApp、

Facebook、Twitter与他人交流沟通，以及如何收发邮

件等，都提供“手把手”一般的指引。此外，华为还积

极与当地机构合作，提供了30多门可在线学习的免费课

程，课程内容包含如何使用键盘、鼠标，如何申请一个

邮箱，使用搜索引擎查询信息等，帮助当地人持续提升

数字技能，真正享受到数字技术的好处。

在Duse的两名志愿者的帮助下，2018年4月至5

月期间，华为成功地为551名Duse居民提供数字技能

培训。华为还向D u s e社区捐赠了两款平板电脑，以

帮助居民学习更轻松，并提供更便宜、更便捷的教学

方案。

华为在数字培训完成后，针对参加培训的学员进

行了一项调查，所有受访者表示，数字培训有助于提

高他们对智能手机和数字应用程序使用的了解。他们

现在可以通过电话发送和接收信息，使用手机与朋友

交流，并利用Facebook、WhatsApp和Twitter等

社交媒体平台，大大提高了工作与生活的便利和丰富

程度。

数字技能培训，教肯尼亚村民“玩手机”STORY容也同样重要。华为将与全球各国政府、当地社区和其

他行业合作，提升个人与全社会的数字技能，为中小型

组织提升数字能力，从而促进当地国家、社区未来的发

展，提升本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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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为 自 2 0 1 3 年 起 实 施 了 面

向全球的校企合作项目—— 华为

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H u a w e i 

Authorized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Academy，以下简称

“华为ICT学院”），面向全球大学

生传递华为ICT技术与产品知识，鼓

励学生参加职业技术认证，为全球

ICT产业链、为社会培育创新型和应

用型技术人才，建立健康的IC T人

才生态系统。

华为ICT学院为全球院校提供

丰富的ICT课程体系，包括云、存

储、大数据、IoT以及AI等新兴技

术学科。项目开展以来，华为ICT

学院已覆盖全球高校557 所，其

中海外T o p500高校42所，中国

985/211大学40所，来自60多个

国家，80000名学生参加了该项

目，30000名学生通过了华为认

证。

2018年，华为I C T学院携手

上海交通大学开设《深入浅出物联

网“LiteOS+NB-IoT”》创新实

践课程，围绕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探索培

育下一代ICT人才的新模式。

华为ICT学院，助力全球557所高校培养未来工程师STORY

全球正处在数字化转型关键时

期，ICT人才短缺，传统高校人才培

养实践不足，培训体系不健全，这

种现状已经成为全球运营商、政府

及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华为推

出国家ICT人才培养解决方案，主

要通过与当地政府、大学、专业院

校、培训机构、运营商协作，开展

国家ICT人才培养。基于国家维度的

ICT人才发展战略，华为通过人才需

求调研，建立ICT人才能力框架与任

职资格框架，为运营商、政府、国

国家ICT人才发展战略，成就全球50个国家级ICT人才“摇篮”STORY

家量身定制一套端到端的ICT人才

培养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解决ICT

人才培养规划的问题。

凭借业界领先的ICT人才培养

实践，华为在学习组织与流程建

设、课程体系建设、师资体系建设

（T T T）、培训中心建设等方面

给予最专业的建议及服务，确保

ICT人才培养方案的落地执行。同

时，ICT人才还将通过云服务，随

时随地学习，提升学习效果。针对

不同的ICT技术领域，华为提供权

威的、全领域的、分层分级的认证

体系，覆盖ICT从业人员职业发展

全周期，并提供明晰的职业发展路

径。

截至目前，华为国家ICT人才

培养项目已经覆盖全球50个国家和

地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区

域，包括马来西亚、老挝、缅甸、

喀麦隆、几内亚、南非、赞比亚、

沙特、巴林、乌兹别克斯坦、土耳

其、哥斯达黎加、马其顿等。

2018年10月，华为宣布沃土AI

开发者使能计划。该计划面向开发

者、合作伙伴、高校和科研机构，

以全栈、全场景AI为依托，全力发

展开发生态，在AI资源提供、平台

支撑、课程赋能、联合解决方案等

多方面提供支持，携手各方打造

“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的

普惠AI生态。

面向广大开发者，华为提供全

面的使能计划，包括：给每个开发

者提供20小时免费训练，协助大家

入门；面向入门级开发者，提供21

天AI训练营；为提升开发者技能，

华为不定期举办AI开发者大赛，以

赛促训；针对大赛佼佼者，华为提

供专属的创新孵化营，协助大家把

开发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

面向合作伙伴，华为提供重点

支持，包括：围绕华为的AI计算平台

和开发平台，打造联合解决方案，推

进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成立

人工智能加速联盟，共建联合创新实

验室；给合作伙伴提供1000套免费

开发环境，包括开发模块和板卡；针

对首批20多个重点伙伴，提供专家

资源，支持联合方案构建并保障上市

和技术赋能；开放市场资源，与伙伴

联合营销，共同拓展市场。

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华为启

动AI人才培养计划，包括：投入10

亿元使能AI人才培养，提供华为云

AI资源与AI套件支持；联合高校与

科研机构开发AI课程，帮助出版图

书和教材，支持人才培养及科研探

索；在学科建设方面，帮助高校和

科研机构建设AI学院、研究院，协

助建设人工智能实验室，协助参与

教育部AI相关的产学育人项目；在

人才认证方面，协助培养AI教师，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生可通过考核

获得华为AI证书；在开放平台和社

区，帮助加入华为云开放社区，构

建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华为AI专家的

交流平台；在科研及产业学术探索

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优先获得

华为AI平台的算力和技术。

面向全球开发者、合作伙伴、高校和科研机构，构建普惠AI生态STORY

一直以来，华为致力于推动教

育信息化的发展，打造ICT信息资源

共享平台，提供公开免费的优质教

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帮助更多学生

学习了解ICT技术和产品知识，促进

实现教育公平。

2018年，华为I C T大赛吸引

了来自中国、英国、西班牙、意大

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墨西哥、

南非、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

ICT技能大赛，助力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所高校构建ICT人才生态STORY

酋、巴基斯坦和印度等32个国家和

地区800余所高校的4万余名大学

生积极参与，促进了校企人才的互

联互通，助力建设全球化的ICT人

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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