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分析

专家论坛

8 国际·专题
2019年 1月 16日 星期三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安峥

网络品质精益求精 佳节喜庆更添一分
上海移动不断提升网络质量 打造幸福满满通信生活

新年的钟声，吹响上海新一轮
出发的号角，作为通信行业的排头
兵，上海移动在新的一年里也毫不

懈怠、快马加鞭，用一张泛在、智能、
高速、稳定的精品网络，助跑经济高
水平发展，连起百姓高品质生活。

跨年通信平稳过 赢得新年第一胜

2018年 12月 31日夜晚， 上海的每
个角落都洋溢着跨年的喜悦和期待，然而
也有这么一群人，始终未能放下绷紧的神
经，他们是上海移动的网络通信人，正守
护着跨年当夜全网通信的平稳安全 。

每一次跨年，是对移动通信大网的
一个考验，也是春运、春节前的一场预
演。上海移动早早行动，聚焦跨年热门
景点，提前进行业务预测、网络排摸、站
点新开、小区扩容工作，多种措施扩大
网络容量。 针对虹桥火车站等重要枢
纽，也提前开展优化及扩容工作，让节
日出游出行的用户一路顺风。 今年，上
海移动顺利完成虹桥火车站候车室载
频扩容和异频组网工作，进一步提升了
候车厅通信业务吸收能力，保障在大客
流情况下，用户基本接入流畅、业务感
知优秀。

跨年当夜，共有 6辆应急通信车投
入使用，为交通枢纽和景区的通信保障
工作再添成功砝码。百余名通信保障值
班人员，时刻比对着网络质量指标和实
际使用感知。网络信号测试员像“啄木
鸟”一样，带着好几台手机“飞”上街头，

实地监测客流密集区的网络质量。零点
钟声敲响，网络达到峰值，游客、市民兴
奋地上传跨年视频、发送朋友圈，“啄木
鸟”们上前了解用户上网感知，一个个
竖起的大拇指， 是给上海移动 2019年
的第一份新年礼物。

2019年跨年通信保障期间，上海移
动日均流量较去年提升超过 200%，峰
值时段全网无线接通率 99.89%，较去年
小幅提升。无论是交通枢纽，还是景区
商区，各重点保障区域指标良好，新的
一年，上海移动通信保障工作完成了漂
亮的第一场胜仗。

春运保障早启动 织起佳节幸福网

随着 1 月 4 日上午 9 点春运 “抢
票” 发令枪响，2019年的春运将全面开
启。 上海移动网络人的预警也早早拉
响。重点保障，预案先行，上海移动结合
近年春运数据及近期实际情况，提前预

估春运、春节期间重大保障需求，从网
络“覆盖、容量、质量”三维度出发，运用
大数据、智能优化等新技术投入春运及
春节假期通信保障工作。

从去年 7月开始，手机流量不再有
“漫游”。2019年即将而来的春运， 将是
流量“漫游”取消后的首个春运，用户在
火车站、机场等候期间，可以更加随心
地联络亲友、观赏影剧、绝地“吃鸡”，而
对于通信人来说， 这也将是一场新的
“战役”。上海移动聚焦 3个火车站、2个
机场及长途汽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制
定了专项保障方案，提前做好安全评估
及扩容减负，以充足的网络资源保障上
海各人流高密度区域用户通信需求。

过了春运返乡高峰，就将是其乐融
融的春节了，上海各类重要景点也将迎
来新的游客高峰。 上海移动将在龙华
寺、新客站、铁路南站、欢乐谷、豫园等
人流密集区域部署投入共计 5 辆应急
车，进一步扩容网络容量。

新年伊始，上海移动全面提升城市
移动信号覆盖质量的步伐也在继续向
前。目前，已顺利开通 M4\M9\M17 三条
地铁线路站台和隧道区域多频段覆盖，

有效缓解地铁高负荷现状，保障春节期
间地铁的业务需求。上海移动还完成无
线侧应急方案梳理， 更新 2/4G网络过
负荷分级保障预案，进一步优化城市轨
交、道路信号覆盖质量。

春节是全国人民奋斗一年，放松身
心的佳节，而上海移动的网络通信保障
团队却始终严阵以待，他们落实了节日
期间“7×24”值班制度，总有人值守在那
里，关注网络安全、网络性能及流量分
布情况，随时准备出动，确保全网通信
畅通稳定。

护航城市大发展 守护通信生命线

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 上海以其
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姿态吸引了全球
瞩目。首届进博会、首届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F1上海站、 世界移动大会……多
场国际性盛会的举办，让上海精彩永不
落幕。依托技术进步和设备升级，上海
移动采用顶尖的通信保障手段，用高质
量的保障水平， 护航高规格的国际盛

宴，向五湖四海的嘉宾展现上海移动通
信技术的实力。

在 2018年 F1上海站上，上海移动
首次引入 “三屏联动感知测试指挥系
统”，通过现场保障人员手机 APP测试，

系统实时监控网络感知质量，“零时差”

反馈现场指标及问题， 有效提高保障效
率。在世界移动大会上，上海移动对新国
展及周边区域， 通过引入多频技术落实
容量保障，并通过优化调整，大大提升了
主场馆内移动用户的平均下载速率。同
时， 完成了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廊桥站
建设， 解决停机坪机舱内覆盖不足的问
题，并通过优化扩容及天线调整，使机场
停机坪测试速率进一步提升。

在去年 11月胜利召开的首届进博
会期间，上海移动成功当好了本地通信
护航的“领军者”。会议期间，上海移动
采用立体组网和最新技术解决高密度
建站的干扰难题， 打造 “会呼吸的”网
络， 实现网络能力随实时客流动态调
整，运用全国首例 5G LAA技术和国产
研发的大容量高性能龙伯透镜天线进
一步提升下载速率及通信容量。为确保
首届进博会通信保障“万无一失”，上海
移动还采用了前后台互动实时指挥系
统，实现三维全景监控。现场，上海移动
通信保障工作人员驻点“突前指挥车”，

实时监控各馆通信指标数值，而数十位
前方信号测试人员游走在 “四叶草”的
各个位置，为指挥中心提供一手信息。

护得好重大国际展会，也守得住城
市通信平安。2018全年共有 4个强台风
影响上海，1个月内有 3 个台风直接登
陆上海，为有气象记录（1873年）以来首
次。7-8月期间，上海移动网络条线出动
汛情保障人员 4500余人次， 调动应急
发电设备 580 余次，提前部署、多轮巡
检、全力守护，平稳安全地度过了安比、

云雀、温比亚等台风的袭击。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2019

年， 上海移动网络人将继续努力奔跑，

围绕“百站、千站、万站”的阶段目标，加
速推动上海 5G规模试验网建设， 积极
开展 5G业务和应用示范， 倾力打造新
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回应民生期
盼，服务城市发展，用网络串起百姓幸
福满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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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印度大选，莫迪还能赢吗
■吴永年

2019 年，印度将迎来大选，莫迪
和印度人民党（BJP）能赢吗？

2018年岁末，总理莫迪和执政党
印度人民党根本想不到他们竟在五
个邦的地方选举中遭到惨败，而国大
党却意外地取得了拉贾斯坦邦、恰蒂
斯加尔邦和中央邦选举的胜利。印度
人民党在拉贾斯坦邦的得票率降低
了 17％ ， 在恰蒂斯加尔邦降低了
12％， 而在被称为 BJP 票仓的中央
邦，其得票率也掉在国大党的后面。

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地方选举
中失利的一些原因，可能也将成为其
在 2019年大选中的不利因素。

对农民不够“上心”

在诸多不利因素中，排在首位的
是其忽视农业、农民与失业人群以及
年青人就业等问题。

印度舆论曾告诫莫迪和印度人
民党政府， 要想在 2019年的大选中
实现连任并继续实施其雄心勃勃的
经济改革计划———使印度成为有实
力的真正世界大国，莫迪政府必须格
外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 并切实解决
好失业人群的工作问题，尤其是年青
人的就业问题。

虽然在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执政
的四年里，莫迪和政治精英们也做了
很多努力，但他们没有真正“上心”，

没有与 2019年大选的胜败联系在一
起，总认为以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四年
的政绩和影响力， 取得 2019年大选
的胜利不会有多大悬念。其自信心可
能来自以下两个判断：一是国大党已
经衰败， 新主席拉胡尔·甘地无法与
莫迪匹敌；二是印度经济增长、改革
的成就鼓舞人心，“废钞”和“全印税
改”初期虽有些矛盾和问题，但现已
显现出越来越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
的势头， 同时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

在这样的判断下，莫迪和印度人民党
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失业人群与年青
人就业问题所迸发出的负能量以及
可能对选情的影响估计不足。 可以
说，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国大党
和地方党派联合攻击莫迪和印度人
民党最锐利有效的武器。

事实上，印度至今仍然是一个农
业大国，农民及从事与农业相关职业
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80％。如此庞

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影响大选胜败
的决定因素，历次大选事实也证实了
这点，哪一届政府一旦在农业和农民
问题上出了事，或者惹农民兄弟不高
兴，即便执政党在经济和外交上取得
了巨大成绩和进展，也会因得不到农
民兄弟的选票而败北下台。

2004 年大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当时，执政的瓦杰帕伊和印度人
民党踌躇满志，不太关心农业的发展
和农民的疾苦，而是把软件业及经济
发展的骄人成就作为赢得大选胜利
的资本……而当时的国大党主席索
尼娅及其联盟把赢得大选胜利的砝
码压在亿万贫困农民和城市平民的
身上，提出了“安全和改善民生”的竞
选口号，并猛烈攻击瓦杰帕伊和印度
人民党在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安定
方面毫无建树。结果，瓦杰帕伊和印
度人民党遭到意想不到的惨败。

年青人就业成“软肋”

再来看看印度的失业问题和年
青人的就业问题。据印度有关资料显
示，2017 年印度的失业率是 3.3％，

2018年 4月却已达到 6.75％。全印度
13.53 亿人口中，20 岁以下的青少年
人口约有 5 亿，20 岁至 35 岁的青壮
年人口有 4亿左右。大量失业人员的
存在和众多年青人没有工作，已成为
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

前些年，印度及国际学术界把印

度年青人口居多作为其发展经济的有
利条件； 可如今，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
明，年青人居多不完全是有利因素，一
旦印度无法提供和满足工作人口的就
业岗位，便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由于印度的初级教育和中等技术
职业教育的普及率和水平较低， 还有
不少失业者和年青人是文盲。 国大党
和地方小党派正是利用失业人群和年
青人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猛烈攻击莫
迪和印度人民党， 指责其对失业和年
青人群的疾苦漠不关心。

莫迪并非无牌可打

因此，也有舆论认为，今年的印
度大选，国大党及其竞选联盟以微弱
优势小胜执政的莫迪和印度人民党
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尼赫鲁家
族的新掌门人、新国大党主席拉胡尔
或在众多地方小党的全力支持下，成
为印度新一届政府总理。不过，这种
可能性或许很小，除非大选前的印度
政坛发生不可逆转的危机。

如果全面地分析莫迪和印度人
民党政府执政四年来的政绩，以及莫
迪的个人影响力，不难发现，其为赢
得选战，手中并非无牌可出：

其一， 在大多数印度人心里，莫
迪仍是称职、有智慧、能干的总理。

其二，从全印度地方邦的选举状
况看，莫迪和印度人民党还是拿到了
更多的选票。

其三，印度舆论普遍对新国大党
主席拉胡尔·甘地的从政经验和治国
能力表示担忧。而在众多地方党派中，

也尚未有新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况
且， 地方小党派与国大党的竞选联盟
松散且问题频出， 尚难形成挑战莫迪
的合力。

其四，2018年印度的经济状况尚
可，GDP 增长率在 7％至 7.5％左右，

外国投资首次出现超过中国的现象，

这也将有助于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
2019年的大选获得选票。

总之，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或以微
弱多数再次赢得 2019年大选， 但以
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为首的竞选
联盟的挑战仍然真实存在———任何
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或宗教矛盾的
爆发，执政党如处理不当，都可能迅
速成为改变结局的颠覆性因素。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印度研
究中心首席顾问教授）

FBI?通俄”调查报道搅动华盛顿，民主党人打算从众院全面发难

“一堵墙”危机未了，“一扇门”新风暴袭向特朗普
■本报记者 张全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新的一年刚刚过去两周，美国总统特朗普
却被“一堵墙”和“一扇门”搞得焦头烂额。

“一堵墙”，指的当然是导致政府“关门”时
间创下历史最长纪录的“边境墙”。“一扇门”则
是两年来从未消停的“通俄门”，最近这一调查
又添新料，令特朗普火冒三丈。有媒体评论，相
比“边境墙”之争的打闹，“通俄”调查及其可能
触发的弹劾问题，才是真正事关特朗普存亡的
政治酣战。

民主党人转移枪口？

《纽约时报》11 日爆料称，在特朗普 2017

年 5 月解雇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
米数天后，FBI针对特朗普启动了反间谍调查
和刑事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特朗普是否对美国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否为俄方工作或是否无
意中受到俄方影响、“开除”科米是否妨碍司法
公正。 有媒体调侃，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故
事———美国执法机构调查现任总统是否为敌
对国家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不到 24 小时内，

《华盛顿邮报》 再爆猛料，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
说，特朗普过去两年在 5个地方与俄总统普京
的会晤，均未留下详细记录，甚至连机密档案
都没有。更令人震惊的是，为隐藏对话细节，特
朗普进行了 “异乎寻常的努力”， 甚至铤而走
险，从翻译那里拿走会议记录，并要求后者不
能透露会晤内容。

对于媒体的爆料， 特朗普自然不甘示弱。

他先在 12日连发 6条推特驳斥《纽约时报》的
报道，大呼冤枉；14日又向媒体表示，自己从来
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 并大骂联邦调查局是
“无赖”和“肮脏警察”。

但在美国媒体看来，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白
宫的表态，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否认”，因为
始终无法解释为何特朗普对普京赞赏有加，以
及他所采取的政策时不时向俄罗斯倾斜。

种种迹象显示，“通俄门”给特朗普带来的
压力正不断加码。前不久，特朗普竞选团队前主
席马纳福特一案的法庭文件曝光，透露在 2016

年大选期间， 马纳福特曾将大选民调数据交给
一名与俄国情报机构有关联的商业伙伴。 媒体
将此视为“通俄门”调查以来最有力的证据。

《华盛顿邮报》指出，民主党已从“边境墙”

问题上转移注意力， 总统与俄罗斯的关系、纳
税问题和政治任命才是他们现在的主攻方向。

《纽约时报》 述评， 特朗普和国会之间长达 25

天的政府“停摆”僵局似乎很丑陋，但与即将到
来的局面相比，这恐怕不算什么。在这个分裂

的新时代，“边境墙”之争只是小打小闹，真正
的战斗尚未开始。

特朗普将遇“连珠炮”？

如果说在中期选举前，迫于国会权力所限，

民主党人以“通俄”调查施压特朗普尚且不能呼
风唤雨，那么如今，赢得众院的他们终于扬眉吐
气———众院俨然成为一座钢铁要塞， 从这里可
以将一发发“通俄”调查的炮弹朝特朗普射去。

炮弹一，舆论攻势。站队民主党的新闻媒
体正在争夺独家新闻资源，抓紧炮制对特朗普
的“檄文”。随着“通俄”调查特检官米勒的最终
报告可能于年内出台，据信第一批关于弹劾的
文章已准备就绪。舆论的力量也为民主党人的
司法行动提供指引———《纽约时报》 曝出 FBI

调查特朗普之后， 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杰罗尔德·纳德勒说，这一委员会
今后数周内将采取措施，以便“更好地了解总
统的举动和联邦调查局对总统举动的回应”。

炮弹二，盘问施压。民主党人定于当地时
间周二盘问特朗普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威廉·巴
尔，希望他说明会如何处理米勒一事。巴尔去
年写了一份私人备忘录， 批评米勒的调查。民
主党人将利用巴尔的提名确认听证会，在是否
允许特别检察官完成工作并向国会报告一事

上，向他施加压力。

炮弹三，拿普京说事。民主党少数党领袖、

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计划在本周迫使参议
院就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俄罗斯寡头奥列格·杰
里帕斯卡公司制裁的计划进行投票。杰里帕斯
卡与普京政府关系密切，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计
划，如果杰里帕斯卡减少持股，就取消对该公
司的制裁。民主党人意图利用这个问题来证明
特朗普对俄罗斯态度软弱。

炮弹四，成立新机构。一些通常不参与调
查事务的委员会也准备加入这场混战。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纽约州民主党众议
员埃利奥特·恩格尔日前告诉《纽约客》，他准
备取消反恐小组委员会，用一个旨在调查特朗
普外交政策的小组委员会取而代之。外交事务
委员会还有意就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举行听
证会，考虑传唤两人会晤时在场的口译员。

炮弹五，小圈子调查。民主党表示，他们将
利用对众院的控制，对特朗普及其小圈子展开
调查。这样做的依据是，米勒预计将推进其调
查重点，在新的一年里以“非常公开”的方式针
对特朗普本人。外界传言，特朗普本人、其儿子
小特朗普以及女婿库什纳将成为米勒的 “猎
物”。 尤其小特朗普和库什纳似乎面临向调查
人员或国会做虚假陈述的指控。

炮弹六，利用科亨。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

科亨定于 2月 7日在众议院作证，陈述他所知
关联特朗普的“内幕”。分析认为，民主党将科
亨先前的认罪视作米勒调查的新突破口，也视
作一柄对特朗普颇具杀伤力的利刃。 要知道，

科亨为特朗普服务 12年， 为特朗普解决麻烦
无数，他很可能已把自己与特朗普的通话私自
录音。科亨的证词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

让特朗普潜藏的撒谎、妨碍司法，甚至经济犯
罪行为“见光”？这对民主党而言事关重大。

政治斗争将更激烈

在共和党方面， 面对民主党人 “来势汹
汹”，特朗普团队同样卯足干劲。白宫已新聘 17

名优秀律师加入战团，迎击众议院民主党各委
员会主席发出的一连串传票以及多战线进攻。

“现实情况是， 未来两年将是一场不间断的政
治战争。”共和党策略师、特朗普的前特别助理
安迪·苏拉比安如是说。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
立平教授表示，民主党控制众议院后，美国国
内的政治斗争将在今年加剧。两党在建墙问题
上的争锋相对堪称 2020 年大选的前哨战。正
如一些分析所指出，随着米勒的“通俄”调查报
告可能在上半年出炉，“挺特朗普”和“反特朗
普”阵营将继续抢占高地，还有更多仗要打。

莫迪在印度人民党总部做出胜利
手势。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白宫厨师告假
宴会快餐招待

1月 14日，在美国
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
普站在摆满快餐的白
宫国宴厅餐桌前。

美国联邦政府部
分机构关门 14 日进入
创纪录的第 24 天，导
致大量联邦政府雇员
被迫无薪工作或强制
休假。白宫厨师也告假
离岗，14日的白宫宴会
只得以快餐招待来宾。

新华社发

启动弹劾概率多大
■本报记者 张全 本报见习记者 杨瑛

“通俄”调查关联弹劾问题，接下去会怎
么发展？民主党人会把总统逼到绝境？

专家认为，首先要看米勒会拿出一份怎
样的报告。目前，特朗普团队中有十几个人
与俄罗斯方面存在互动。不过，迄今对他们
的指控主要是银行诈骗、税收欺诈、做假证
等，并未涉及“通俄”核心问题。但也有一种
可能是，米勒想集中证据，在关键节点一下
子拿出来。

民主党最大的“炮弹”莫过于通过众院发
起对总统的弹劾。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
主席杰里·纳德勒此前放话：如果特朗普指示
科亨向绯闻女明星支付款项的指控被证实，

将构成“足以弹劾的罪行”。一旦米勒拿出对
特朗普非常不利且过硬的证据， 民主党在众
院提出对特朗普的弹劾案将不可避免。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看来，今年众院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是
大概率事件。尽管弹劾最终结果不能把特朗
普“撂下马”（需参院三分之二议员通过），但
可以通过这一议事程序将共和党拖住。弹劾
触发的一系列听证将令特朗普陷入难以自
主掌控的灰色地带，迫使其在某些重大事项
上向民主党妥协。民主党还可以根据利益需
要，配合大选等重大节点发起对特朗普的弹
劾，以求“搞臭”总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
明认为，一方面，民主党内极端自由派情绪明
显，增加了弹劾总统的可能性。去年一份权威
民调显示， 如果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 超过
70%的民主党支持者希望启动弹劾程序。无
论米勒抖出来的报告是何种状况， 抑或特朗
普还有其他可被抓住的把柄， 民主党都可能
上纲上线，将其化作发起弹劾的政治决策。

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前总统克林顿和尼
克松都是在第二任期遭遇弹劾案，反对党利
用了“守成总统”做满两届差不多会下台的
政治规律。而对特朗普的发难如果发生在他
追求连任的第一任期，那么民主党的“不守
规矩”很可能引发选民不满。一旦如此，被弹
劾缠身的特朗普也会将执政不利 “甩锅”给
民主党，称之为政治迫害，反而不利于民主
党 2020年的选情。“因此民主党对特朗普的
扳机能否扣动，他们也会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