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盟工作动态

北京地铁赴联盟座谈
2018 年 7 月 4 日，北京地铁资源管理与经营事业总部王刚书记赴联盟座谈，联盟领导接待了来访，

双方针对地铁绿色化发展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双方将针对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绿色信息化等

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绿色信息化以及绿色产品应用于轨道交通。

联盟领导赴中关村海淀新兴产业联盟联席会座谈
2018 年 7 月 5 日，联盟理事长，秘书长一行赴中关村海淀新兴产业联盟联席会座谈，联盟领导

向赵江河秘书长介绍了联盟下一步工作方向及工作思路，赵江河秘书长表示希望联盟以海淀区做为

试点，围绕海淀区开展工作，发挥联盟优势，推动联盟发展。

新疆克拉玛依市北京投贸中心赴联盟交流座谈
2018 年 8 月 8 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北京投贸中心副主任张桂平一行三人赴联盟交流，联盟理事长、

秘书长接待了来访，双方就各自开展的工作进行介绍，会上达成共识，双方将依托各自优势开展紧

密合作。

我联盟参加“标准必要专利”培训会
2018 年 8 月 23 日下午，联盟参加了由中关村管委会

联合北京市质监局共同举办的“标准必要专利＂培训会。

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行业战略处孟海燕处

长和北京科慧远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张艳就专利标准化

及标准制定的主要工作及过程作了精彩的讲解。通过培

训会，参会人员对专利与技术标准相结合有了更深的了

解，提升了示范区企业和产业联盟的创新能力。此次培

训会圆满结束！

联盟参加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开幕式
2018 年 8 月 24 日下午，联盟参加了中关村管委会

举办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开幕

式。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中关村管委会副巡视

员刘航、海淀区副区长李长萍等领导出席了本次活

动。现场展览展出中关村近 200 家企业、1400 多项展

品的最新创新成果和主要发展成就。同时邀请央视、

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等 30 余家媒体进行报道推广。

本次展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引领，以“新时代新征程 中关村再起航”为主题，

设置了创新发展历程、创新创业生态、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材料、生物与健康、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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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智能装备、文化科技、军民融合以及企业风采等

板块，充分展示中关村示范区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发展

成就。在创新成果展区，还以企业特装形式，集中展示

了联想、百度、小米、京东等与中关村示范区共同成长

的 7家领军企业最新的发展成就。

多年来，中关村示范区始终发挥着深化改革“探路

者”作用，通过展览将这些深化改革经验和先行先试做

法提炼出来，希望能够总结示范区创新发展的主要举

措，为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联盟成员动态

金鸿泰公司成功入选“2017 中关村领创金融三十强”
近日，“2017 中关村领创金融三十强”揭晓，北京金鸿泰科技有限公司荣登榜单。“中关村领创

金融三十强”是为了在更大范围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而设立的奖项。评选活动是在中关村管委会的

指导下，由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北京中关村领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承办。此次评选自

启动以来，得到了中关村诸多创新企业的积极响应。历经数月，经过初审、复审等多环节、多维度

的综合评判，最终产生了 2017 中关村领创金融三十强

榜单。金鸿泰公司榜上有名。

北京金鸿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全生命周期

保发电量的智能化运维服务商，以提升客户发电效率

为理念，致力于为光伏发电集团提供全面的行业解决

方案和终身管家式服务。发展至今，公司曾先后获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部 2015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企业、2015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瞪羚企业”、2017 年京津冀信息服务业新业

态创新企业 30 新、2017 年光伏行业创新力企业五十

强等荣誉称号。

行业动态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优缺点
云计算是一种提供便捷的、按需获取的、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网络的模式。云计算作为一种全

新的业务模式，有望彻底改变商业社会的传统业务运作模式，带动业务转型，改善运营效率，重塑

产业链与产业格局。企业私有云是为一个企业客户单独使用而构建的，支持企业数据中心内部资源

管理、控制的专用云。

企业私有云数据中心即由企业机构所有并使用，以组织内部用户、合作伙伴和客户为服务对象的

云系统的数据中心，它能够将 IT 资源转变为服务快速推送给用户，并允许用户通过网络，方便灵活

地访问可配置计算的资源共享池。新时代，企业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不断攀升的成本、愈发

趋向复杂的客户需求，正在积极寻求新出路。企业数据中心进入转型期，由传统的数据中心转变为

新一代云数据中心。新一代云数据中心有整合性、敏捷性、高可用性和高性能等特点。目前大型企

业数据中心多采用私有云的形式，私有云数据中心不仅包含云数据中心的大部分优点，还有其自身

的其它优势，因此，研究企业如何正确运用云计算优势帮助自身更轻松、迅速地收集、管理和分析

数据，从中挖掘出蕴含可贵商业价值的信息，最终为企业创造价值，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1. 企业私有云数据中心优点



企业云数据中心相对传统数据中心有许多优势，不仅节能环保降低成本，而且适于灵活部署，安全

高效。负载均衡，提高效率 Gartner 对全世界数据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传统数据中心服务器和存

储利用率仅有 15%～25%，其得出结论“50%的传统企

业级数据中心将在 24 月内被抛弃”。新一代数据中

心直列整合和高标准化的服务器能达到最优化，从

而将服务器成本降低 20%～50%，而将服务器及存储

利用率上升至 80%.节能环保，低碳运营云数据中心

通过减少数据中心设备支出节约 50%～60%，能耗成

本节约 50%～70%.传统数据中心用电与制冷费用占

整个数据中心费用的 25%～30%，运维费用占数据中

心的 30%，云数据中心相比传统数据中心，其能耗和

运维费用占总开支比例可能变化不大，但是数据中

心整体费用开支大大削减。应用灵活，部署快速企

业数据集中管理，增强了数据的可操作性，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分析任务，快速响应分析需求，提高

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并能以最小的管理代价和工作量实现数据资源的合理化发布。随着业务的调整，

企业根据需要利用云数据中心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满足 IT 实时的部署需求，将 IT 资源转变为服

务快捷地推送给内部用户。

安全可靠，抗击风险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中心有专人管理，并进行可靠并安全的实时监测，云计

算服务商有严格的数据管理权限，可应用统一身份认证、用户等级制度、数据容灾备份及数字加密

等技术，有效保证企业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另外，企业数据中心以私有性为主，也避免了企业内部

信息资源在公有云资源池中受到的安全威胁。

2.企业私有云数据中心尚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私有云数据中心便于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和协调，避免了公有云数据中心存在的隐私问题和可

用性问题，但是也存在许多其它问题。企业要对数据中心存储设备的安全与稳定性、灵活性、可扩

展性进行综合考量，以保证数据存储的安全稳定。内部云计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企业 IT 基础设

施的重要部分，在此之前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主要包括安全问题、标准问题和成本问题 3个

方面。

安全问题：安全和稳定性是企业对存储设备的最根本的要求，也是企业在考虑向云端过渡时，选

购存储设备进行云存储架构设计最为关心的一点。

IT 设备都有生命周期，一般而言是 3～5年。当企业实施云之后，必然要将数据从原来的主存储

系统迁移到新的云存储系统中，这个迁移的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若操作不当可能导致企业

数据丢失。新的主存储系统尽量采用生命周期一致的设备，如果新旧存储系统混杂，且原有系统中

出现故障，新存储系统的性能就会受到影响。企业

IT 部门需要引进专业人员对企业数据中心进行监控

和管理，并且培养其职业操守，避免内部数据信息

的泄露和丢失。

标准问题：数据标准是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用的基

础，在市场环境下，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采用的标

准均不相同，导致各大厂商各自为政，兼容性差。

数据无法实现从一个供应商到另一个供应商之间的

零成本转移;另外云服务提供商水平参差不齐，市场

竞争混乱。对于企业内部数据中心来说，标准问题

尤为突出。混合云是企业数据中心发展的大趋势与

重点，当两种云有机融合，将系统的内部能力与外

部服务资源灵活地结合在一起，使企业有能力为所有人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当企业逐



渐走向混合云阶段，就需要对流程、应用程序、业务接口等做出适当的调整。混合云的使用和推广

促进了标准问题的深入，而标准问题的解决推动了混合云的发展。

成本问题：中小企业更多地选择公有云服务，主要原因是成本问题。

公有云服务方便了中小企业日常的数据资源管理，减少其设备能耗开支，但也为其带来了数据存

储安全、用户隐私、安全监管等安全问题，以及存储和迁移等成本问题。若大型企业将所有运算都

委外到云计算上，则可能会付出更高的成本。麦肯锡以亚马逊云服务为例，指出大型企业采用其资

料中心服务每月的单位运算成本比一般大型企业资料中心每月成本多了 144%。

企业内部私有云数据中心的建立成本问题，也值得关注和思考。调查显示，少于 100 台服务器的

中小型公司使用私有云的费用远远超过公有云，而对于服务器安装规模达到约 1000 台的大型企业，

私有云才是可行的。市场研究公司 ForresterResearch 的主要分析师 JamesStaten 称，全球只有 5%

的大型企业能够运行一个内部的云计算，其中可能只有一半的企业实际拥有一个内部云计算。由以

上数据可见，建立企业内部数据中心的成本高昂，条件较为苛刻。

产业数据
2017 年 1-12 月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

数据显示：2017年 1-12月份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69874300.00万元，

同比增长 12.80%；2016 年 1-12月份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63186602.00 万

元，同比增长 14.50%。

热点关注

中国电信首个 5G 试验站在深部署
5G 时代即将到来，深圳正领跑 5G 试验。8月 29 日，

记者走进中国电信位于南山区的深圳软件产业基地(双创

园)，体验其全国首个 5G 试验站，这也是中国电信部署的

全国第一个 5G 试验站点。今年 4月，深圳电信与华为完

成 5G 无人机首飞试验及巡检业演示，这是全国第一个基

于 5G 网络的专业无人机测试飞行，成功实现无人机 360

度全景 4K 高清视频的实时传输。5G 究竟怎么样，坐上大

巴“走着瞧”。今年 8 月，深圳电信以 5G 试点项目为平

台，成功完成 Gbps 精品体验路线的全线部署，在南山白

石路-学府路-科苑南路的路面测试平均速率超过 1Gbps，

峰值可达 3Gbps。“吃螃蟹”的乘客坐上电信 5G 大巴，可

亲身体验 5G 能力展示、移动 4K IPTV、16 路高清视频流、

VR 体验等 5G 级别的应用。



据介绍，深圳还将新增两个电信 5G 试验区域。根据 5G 试点项目的深化发展，将电信 5G 覆盖范

围根据业务发展需求逐步扩大到福田保税区、坪山区的相关区域，联合当地相关创新企业推动 5G 应

用场景试验，进一步推进 5G 应用创新。

欢迎各单位踊跃来稿，我联盟将择优刊登在会刊上，稿件内容最好为单位附带图片重大新闻，

企业文化展示等。
版权所有：中关村软件和信息绿色创新服务联盟秘书处

地址：海淀区花园路 3 号院主楼 508 室

电话：62077251

网址：www.rxfjjcl.org

mail: rxfjjcl@163.com

http://www.rxfjjcl.org
mailto:rxfjjcl@163.com

	北京地铁赴联盟座谈
	   2018年7月4日，北京地铁资源管理与经营事业总部王刚书记赴联盟座谈，联盟领导接待了来访，双方
	联盟领导赴中关村海淀新兴产业联盟联席会座谈
	   2018年7月5日，联盟理事长，秘书长一行赴中关村海淀新兴产业联盟联席会座谈，联盟领导向赵江河
	新疆克拉玛依市北京投贸中心赴联盟交流座谈
	2018年8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北京投贸中心副主任张桂平一行三人赴联盟交流，联盟理事长、秘书长接待
	我联盟参加“标准必要专利”培训会
	联盟参加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开幕式

	金鸿泰公司成功入选“2017中关村领创金融三十强”
	私有云数据中心的优缺点
	2017年1-12月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
	热点关注

	中国电信首个5G试验站在深部署
	   5G时代即将到来，深圳正领跑5G试验。8月29日，记者走进中国电信位于南山区的深圳软件产业基
	成5G无人机首飞试验及巡检业演示，这是全国第一个基于5G网络的专业无人机测试飞行，成功实现无人机36
	据介绍，深圳还将新增两个电信5G试验区域。根据5G试点项目的深化发展，将电信5G覆盖范围根据业务发展
	欢迎各单位踊跃来稿，我联盟将择优刊登在会刊上，稿件内容最好为单位附带图片重大新闻，企业文化展示等。
	版权所有：中关村软件和信息绿色创新服务联盟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