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产业转型发展需求，培养ICT技术技能人才

卢鹏/ 华为企业BG中国区培训与认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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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
员工 

1580,000 72170+ 83
研究院/所研发员工 品牌排名国家 世界500强排名

华为，根植中国的全球领先的ICT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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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感知
All things Sensing

端
Devices

管
Pipe

云
Cloud

万物互联
All Things Connected

万物智能
All Things Intelligent

感知终端更多
智能终端：400亿

全球联接数：1000亿，移动通信人口：80%

千兆宽带家庭：30%

云数据中心承载运算：90% ICT使能节能减排量：+10倍

人均流量：+10倍

视频流量占比： 89%

VR/AR用户：4.4亿

年新增数据量：+20倍

企业数据利用率：80%

使用智能个人助理的
智能机用户：90%
使用智能服务机器人

的家庭：12%

感知方式变革

联接更多

联接更快 流量更大

千兆移动网络覆盖人口：70%

企业应用云化率：85%

云化共享

每联接碳排放量：- 80%

绿色环保

数据价值化

服务智能化

未来，ICT将如何塑造2025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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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创新

互联网创新

数据创新

极致创新

IoT
物联网

Big Data
大数据

Cloud
云计算

Datacenter
数据中心

Broadband
宽带网络

中国

过去10年，“互联网+”推动了产业的创新变革

未来10年，“+智能”将引领社会的智能化转变

中国，将引领互联网创新向数据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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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定位：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发展进程的推动者，行业数字化

                  转型的使能者和最佳合作伙伴。

Platform Strategy
平台战略

开放, 弹性, 灵活, 安全

Ecosystem Strategy
生态战略

共生, 互生, 再生
＋

基于BDII行动纲领，以客户为中心，引领新ICT
Business-driven ICT Infrastructure(BDII)

5

应对未来，平台+生态是核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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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未来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

世界银行研究估计，在未来10年，全球将有200万信息及通信技术相关岗位（ICT）人才缺口。 

来源：领英《2017全球AI领域人才报告》

来源：领英《2016年中国互联网最热人才库需求报告》

ICT

人才现状

ICT人才供给与需求存在差距
企业

人才需求

麻省理工大学数字业务中心的
研究和调研表明：77%的企业
把缺乏数字技能视为数字转型
的关键障碍

在2015年，全球产生了
440万 个有关大数据与
分析的工作岗位，但是
只有1/3人员胜任

ICT人才素质需求发生改变

2.0

人才需要具备技能解决技术问题 人才需要具备能力驱动商业应用

人才需要不断深化专项技能 人才需要综合各类技术提出创新方案

整体 ICT 人才不足 高级 ICT 创新人才匮乏

技术发展平缓，技能相对固定 技术演进加速，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



7

院校合作多元化、常态化

人才 企业

产业
良性发展

发展华为认证7.5万人，其中HCIE 

5千人，在行业和业界，发挥技术

领军作用

华为ICT学院300所，累计培养大

学生5万人

优选全球教育伙伴92家，提供中、

英、西、阿、俄、法、葡等7大语

言培训，向公众普及ICT技术

2个专家委员会，顾问50人，40

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开展各种层

面的人才合作

• 32本ICT书籍

• 3个讲师培养中心

• 1000+家用人单位

• 3000+人次就业意向

•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 全球大学生ICT技能大赛教学支持 人才双选 专项事件

顶层设计 产学合作

人才输出 协同育人

人才
质量提升

合作
院校

产业
伙伴

培训
伙伴

政府&
专家

ICT
人才生态

构筑良性的人才生态圈，是培育新ICT人才的成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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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构筑业界最全面的ICT认证体系

全ICT架构

基于网络，发布了10个方向单领域认证；

基于云技术，发布了6个方向融合认证；

为技术专才提供最广阔的职业发展路径。

内容创新

4个方向的开发者认证，包括云计算、云

服务、IoT和大数据，为开发者提供云架

构下的设计思维。

行业贴近

全球首发公共安全和金融行业ICT认证，

助力专家向行家转身。

ICT架构认证

ICT 开发者认证

行业ICT认证

电力ICT认证

交通ICT认证

基于网络

基于云

2017年已发布和已规划 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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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共建华为ICT学院

教学安排

实验环境

教师认证

ICT技术

实践经验

创新创业

工作机会

课程授权

教师赋能

学习资源

2015年2014年 2017年2013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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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ICT技能大赛，给予学生展示自我的平台

今后 ┅第3届，五洲竞技第2届，六国同台第一届，中国启航

3000: 学生 

499: 学校

国家: 中国

7,500+: 学生

658: 学校

国家: 中、英、澳、俄、巴、南非

13,000+: 学生

1000+: 学校

国家: 覆盖5大洲，20+个国家

成为有影响力的

全球ICT竞技平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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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联盟双选会，搭建“学生-华为产业链”桥梁

2017年已举办人才联盟双选会20场，吸引10000名

ICT学院学生、800+家企业参加，提供岗位5000+个。



12

2017年3月：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高校合作的总体规划

华为ICT学院专家委员会职责：

1、指导华为ICT学院的发展规划与当前国家教育政策相结合；

2、探讨建立科学高效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3、参与华为ICT学院各类课题的发布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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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汇聚优质资源，开发院校教材，支持课程体系改革

专业化大数据系列教材开发

首次导入华为培训教材

系列化学生用书

● 华为专家和教师联合编写

● 制定华为ICT学院学生用书

高校 教材 教师 华为 人邮

北京大学 数据可视化 袁晓如 高冬冬 戴思俊

中国人民大学 数据科学导论 杜小勇 刘洁 戴思俊

华中科技大学 大数据技术基础 薛志东 刘洁 刘博

哈尔滨工业大学 Hadoop 王宏志 刘洁 刘博

北京邮电大学 NoSQL数据库技术 侯宾 刘洁 刘博

华中科技大学 R语言 沈刚 刘洁 刘博

同济大学 云计算 王伟 饶理鲁 邹文波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数据挖掘 石胜飞 张志峰 邹文波

复旦大学 机器学习 赵卫东 张志峰 邹文波

厦门大学 Spark 林子雨 贾云涛 邹文波

北京理工大学 Python编程 嵩天 贾云涛 邹文波

● 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华为、人邮、高校四方合作

● 开发11门大数据系列专业教材

● 华为研发专家编写

● 涵盖华为认证各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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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Cloud Classroom是基于软件开发云的云上一站式软件实训教学与实践平台，提供企业级项目开发实践、支持填空式/向导式项目开发

教学、支持全程纪录学生开发过程 、实时反馈开发结果，并提供学生个人能力智能分析等功能。

11月：进一步支持软件实训教学，发布Classroom教学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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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资源

专业

趋势

华为将以“意见”发布为契机，全面支持中国教育改革

云计算 软件工程物联网

行业洞察 技术发展 人才战略Trend

师资培养 实验平台 学生认证教材开发

全球ICT技能大赛 人才联盟双选会华为ICT学院校企合作

网络工程 安全 通信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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