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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辆超长版复兴号列车
周六起将亮相京沪高铁
时速350公里，载客能力提升7.5%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 樊曦）记者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019年 1月 5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17辆超长版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将首次亮相京沪高铁。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首
次投入运营的 17 辆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全长
439.9米，载客定员 1283人，载客能力较 16辆编组
提升了 7.5%。新的运行图实施时，17辆超长版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行，担
当北京南至上海虹桥 G9/G16次列车运行任务。

2018年，云计算市场演

绎了太多的风起云涌，不管

是互联网企业，还是 ICT 巨

头，或是那些新锐企业，都

加入到云计算大潮中来，大

有群雄逐鹿的感觉。

这一年，也是华为云火

力全开的一年。华为云在这

一年间的发展可以用“火箭

速度”来形容。除了华为在

云上坚定的决心、持续的投

入、深厚的技术积累外，事

实上还与华为云的全球化

“基因”密切相关。

对于许多中国的云计

算企业来说，随着自身业务

的发展，推动业务全球化、

参与云计算市场的全球竞

争是一个必然要跨的门

槛，但对于生来就是全球

化的华为云来说，其字典

里就没有“出海”两个字。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华为

在过去 20 年的全球化积累

和能力建设，所以在过去一

年时间内华为云在全球范

围内布局。

在笔者看来，华为云的

全球化布局是水到渠成的，

但对于华为云来说，过硬的

技术、产品、服务全球化企

业的能力，自身数字化进程

的经验才是华为云能够迅

速落地全球布局的关键。

2018看华为云如何解锁全球“智能版图”

一直以来，全球化都是中国企业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大命题，“出海”意味着
全新的语言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
等， 面对这些挑战企业都需要小心应
对。但这些，对于早在 1997年就开始布
局全球化的华为来说， 可谓是轻车熟
路： 如果说别的企业是站在中国看世
界，华为云则是站在世界看世界。角度
不同，高下立判。

要知道，目前华为业务已经遍布全
球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其中超过
一半的业务收入来自海外市场。有遍布
全球的业务布局做基础，华为云可以在
海外市场迅速组建团队、 开展业务，

2018年华为云的全球业务部署和布局
速度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18年 3月，华为云中国香港大区
开服，向亚太提供服务；同月，俄罗斯
大区开服， 华为云成为第一家在当地
落地的公有云； 9月，华为云泰国大区

开服；11月， 华为云南非大区开服，成
为全球首个在非洲设立本地数据中心
提供服务的公有云服务提供商；同月，

华为云巴黎、新加坡服务上线。2018 年
的华为云， 全球化服务开放速度以月
来计算。

截至目前，华为云在中国香港、俄罗
斯、泰国、南非大区陆续开服，与伙伴在
全球 23个地理区域运营 40个可用区。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有个小细节，

比如 5年前的缅甸，由于基础设施不到
位， 当地水电不稳， 每天都停电 3到 5

次。 华为员工在 40度气温中， 最长 10

天无法洗澡。后来华为购置油机、太阳
能发电机，可以备电 8到 12小时。再遇
到停电，很多中资企业员工就到华为公
司食堂用餐，饭桌上工程师可以自由交
流技术和思想。”解决这样的“小问题”

对于不少企业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此外，在搭建团队推进全球化业务

布局上，华为云也是颇有心得。Global加
Local 等于 Glocal。据了解，目前华为在
一个国家开展一块新业务时，本地化的
员工往往占到整个团队的 7成左右，有
了这样的团队建设经验，华为云的全球
化业务布局也就更加顺畅了。

并且，华为云的优势还体现在对全
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规遵从性上，众
所周知，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一家企业
若想在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就必
须要遵从相应的“规矩”。比如，华为云
俄罗斯大区的开服，首先就明确客户数
据和信息都留在俄罗斯境内；而在泰国
大区开服过程中，华为云向泰国政府的
多个部门申请了数据、视频、语音通话
等多个牌照，以确保合规和法律遵从。

同时，华为云在本地服务能力上也
有着明显的优势。以华为云南非大区的
开服为例， 华为已在非洲发展了 20多
年，在全球服务 56个国家和地区，华为
云提供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
和服务，将更好地帮助非洲政府、运营
商、金融、能源、农业、中小企业、技术合
作伙伴进一步加速数字化进行。

回顾华为云在 2018年的发展我们
可以发现，快速展开的全球化布局只是
华为云的表象；在全球化经验、合规遵
从性和本地服务能力这三大优势背后，

华为云的产品、技术、服务全球化的能
力和开放的生态才是关键所在。

对于任何一家云厂商而言，产品和
服务的竞争力能否为客户提供更大的
价值才是云厂商走向全球化的关键。

在产品和技术上，最近十年来，华为
在研发投入上接近 4000亿元，同时在包
括芯片、计算、网络、存储等在内的 IT基
础设施层面，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这样
一来， 作为华为产品和技术积累的输出
者，华为云的产品和技术实力毋庸置疑。

在服务能力上，华为已经在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多年，服务过的客

户更是类型众多， 这种服务当地客户的
能力自然被华为云传承了下来。不过，相
比较传统的企业服务， 云服务有着鲜明
的特点，比如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连接、数
据跨境的安全合规等都需要克服。

以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一百多个海
外分社的新华社为例， 为了将新闻安
全、 实时地传送到全球各大新闻机构，

在每个分社都建设一个小型数据中心
的传统做法早已经难以为继，而采用云
服务的模式，就必须要解决安全和实时
两个核心问题。

为此，华为云通过遍布全球的技术
支持中心，快速完成了新华社海外供稿
平台的系统迁移和部署，不仅降低了系
统运维成本，也提高了管理效率。不仅
如此， 华为云作为中国唯一全平台、全
节点、全服务通过 PCI-DSS安全认证的

云服务商，也能够为新华社提供最高级
别的信息安全保障； 而分布在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团队，则可以为
新华社提供全面的本地化服务。

在开放生态的构建上，华为云坚持
做智能世界“黑土地”，与生态伙伴开放
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服务。比如，在华
为云南非大区开服的同时，华为云也发
布了非洲合作伙伴计划， 包括 Altron、

ATOS、BCX、Datacentrix、EOH、Gijima、

Stortech、TCM、Tech Mahindra、T -

systems、XON等在内的本地渠道合作伙
伴都已经加入其中； 而基于华为云的
PaaS 平台———InTouch Aggregator 也可
以帮助连接运营商， 开放电信功能，支
持顶级技术(OTT)，并构建云生态系统。

在笔者看来， 华为云 2018年在全
球业务上快速布局，正应了那句华为云
的广告语：有技术、有未来、值得信赖。

也就是说，华为云自身有深厚的技术积
累，华为云开放合作的生态理念让伙伴
有未来，华为云服务全球客户的能力则
让客户更加信赖。

华为云生来就是全球化的

技术加持勾勒华为云 2018全球化版图

如今，云计算市场凭借其潜在
的巨大发展空间，已经吸引了众多
企业入局。 来自 Gartner 的预测显
示，2018 年全球公有云服务市场
从2017 年的 1535 亿美元， 增至
1864 亿美元，涨幅达 21.4%。面对
这一发展机遇， 几乎所有参与其
中的云计算企业都在寻求如何分
得一杯羹。

在云计算企业众多的发展路
径中，全球化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一
环。包括阿里云、腾讯云等在内的
多家云计算企业在过去一段时间
里都在积极推动海外业务发展，从
2018 年华为云全球化业务拓展的
结果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华为云

已经凭借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全球
化部署和本地化服务能力，为国内
云服务厂商“出海”拓宽了航道。

如今的云计算市场，虽然说不
上是一片红海，但激烈的竞争已经
在所难免。这种竞争不仅仅体现在
国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
在同步展开，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越是考验云计算企业在产品、服
务等方面的能力。正所谓“重剑无
锋，大巧不工”，我们在 2018 年的
华为云身上， 看到的是锋芒尽收、

是稳中有进、是恪守边界“上不做
应用，下不碰数据，不做股权投资”

的坚定，我们也关注着各厂商 2019

年全球化的动作。

发展无捷径唯有坚定前行方能坐看云起

操纵四川长虹等 12只股票价格
证监会对郑领滨开出近亿元罚单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 刘慧）资本
市场又见近亿元的巨额罚单。证监会官网近日挂出
了对郑领滨操纵四川长虹等 12只股票的行政处罚
书， 没收郑领滨违法所得 3085.32 万元， 并处以
6492.53万元的罚款，罚没款项合计近 1亿元。

2008年 12月 25日，“缪某妹”证券账户由缪某
妹（郑领滨母亲）在郑领滨陪同下，于浙商证券杭州
萧山恒隆广场证券营业部开立。随后，郑领滨控制
和操作“缪某妹”证券账户，通过盘中拉抬、虚假申
报、涨停板虚假申报、开盘集合竞价阶段虚假申报
影响虚拟开盘参考价、盘中打压等多种异常交易行
为，操纵“四川长虹”等 12只股票价格。

国办印发意见全面推行“三项制度”

执法全程留痕可回溯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工作有关事项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明确公示内容的采
集、传递、审核、发布职责，规范信息公示内容的标
准、格式，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办事大
厅公示栏、服务窗口等平台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
本信息、结果信息。要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
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全部过程进行
记录，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做到执法全过程留痕
和可回溯管理。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等直接
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
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 要推行全程音像记录。要
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机
关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要严格进行法制审核。

今日看点他是首届“金头盔”获得者，更是首次飞越对马海峡的歼击机编队长机

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特级飞行员郝井文

最常说的就是
“跟我上！”
■新华社记者 黄明 张玉清 张汨汨

初冬，空军某机场，天空破晓处，霞光万
丈。迎着朝阳的方向，一架架银色的战鹰呼
啸而起，飞向祖国辽阔的领空……

这是郝井文带领团队遂行的又一次战
斗起飞任务。

郝井文，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空军特
级飞行员，“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他是空军
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获得者，更是人
民空军歼击机首次飞越对马海峡的编队长
机。近年来，郝井文着眼制胜空天培养飞行
人才，带领部队 6 次夺得空军“金头盔”“金
飞镖” 等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团体第
一，10人次夺得 “金头盔”、6人次获 “金飞
镖”，居全空军之首。

首次“败北”换来新认识
上世纪末以来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

争， 使现代战争进入了全新作战样式。1994

年入伍的郝井文，恰逢其时。2001年，郝井文
受命改装先进战机。

《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称：“经过
近 60年建设， 空军已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
兵种组成的战略军种。”由此，向“体系”和
“联合”转变，已成为人民空军建设攻防兼备
大国战略军种的转型共识。而郝井文真正对
“体系” 刻骨铭心的认识， 则是在 “红剑-

2014”演习中的一次败北经历。

那天夜晚，为达成作战意图，郝井文决定
兵分三路：安排精兵强将，借助地形优势从左
右两路突防；自己带一路从中路突击。然而，

让信心满满的郝井文始料未及的是， 左右两
路主攻力量竟在对手的地面防空火力下 “全
军覆灭”，而面对最密集拦截火力的中路两架
飞机，却在干扰机的伴随掩护下成功突防！

“是干扰机把这两架飞机送进去的！”郝井
文彻夜难眠，用从未有过的“战损”代价，换来
了对“体系”的沉重认识———“在机械化思维模
式下， 单兵作战能力就算达到了很高水平，但

在体系里可能连施展拳脚的机会都没有。”

在人民空军迈向一流的新征程上， 郝井
文和他的团队正大步迈进以信息为主导的
“体系”“联合”训练之门。2016年，他带领团队
与某科研机构协作开发新型战术兵棋推演系
统，实现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演信息化作战。

打造新时代“空中王牌”

在郝井文所在旅营区，荣誉史馆前一架
米格-15原型机呈起飞姿态，直刺苍穹。这，

正是 60多年前抗美援朝战场上战斗英雄王
海所驾驶的战机。 郝井文所在部队的前身，

是当年两次入朝作战、创下辉煌战绩的英雄
部队，涌现出了王海、孙生禄、焦景文等战斗
英雄和“王海大队”等英雄集体。

“作为英雄团队传人，如何不忘初心、为
党奋飞，打造新时代‘空中王牌’？”郝井文时
常这样问官兵、问自己。

“怎么做到？那就是紧贴实战，不断地自
我否定！”郝井文说。

2008年深秋的一场实兵演习中，郝井文

所在部队的实弹打靶败北，而兄弟部队则将导
弹直接打进了仅有导弹翼展 3倍的目标内，一
剑封喉！也正是从这一次，郝井文开始深入思
索，怎样紧贴“实战”实现信息化。

2013年以来，郝井文带领团队先后完成空
军训练大纲和法规的试验任务， 在全空军率先
展开海上自由空战、远海超低空飞行、夜间常规
武器打地靶、夜间空中加油等多项开创性训练。

2017年，郝井文率队参加“航空飞镖”国际
军事竞赛，尽管取得优异成绩，却依然深受触
动。“对方飞行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很强的实
战意义，这个对我刺激很大。”

归建后，他及时调整训练思路，要求飞行
员在边界条件拉起，瞄准时间和再次攻击时间
大大缩短，战场生存率极大提升。

东海上空处置突发情况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
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
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习主席的这一胜

战之问，叩问着全军将士。

翻看这个旅的飞行训练记录，无论是高难
课目还是重大任务， 郝井文始终是在第一架
次、第一梯队，飞在鹰阵最前端。

随着空军使命任务拓展，郝井文所在部队
执行的重大行动任务越来越多， 每有任务，他
都勇往直前、不辱使命———

2013 年，面对紧急任务，一句“我第一个
上，大家跟着”，郝井文就率队紧急升空。那次
任务，他组织全负荷大强度出动，连续不间断
出动战机，创下 6个“首次”。

2015年，带队警巡东海，面对突发情况，已
经返航的郝井文不顾剩余油量紧张，果断掉转
机头，指挥 6 架战机迅速占据有利态势，成功
处置，安全返航。

2016年，他作为歼击机编队长机，奉命掩
护轰-6K前出宫古海峡， 面对外国军机袭扰，

果断出击……

“旅长最常说的就是‘干！’‘跟我上！’”“金
头盔”和“金飞镖”飞行员王立说。

（据新华社南京 1月 3日电）

郝井文训练归来（2018年 6月 23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