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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舅的“烦恼”

老娘舅餐饮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年，发展至今近20年来，致力于
打造高端中式快餐连锁餐厅，为人们
追求品质生活提供营养合理，健康安
全的简餐服务，来取代洋快餐油炸高
热量食物对中国人饮食的不健康影
响。2016年，老娘舅实现年度新开
业餐厅超100家并成为“G20杭州峰
会指定快餐供应企业”。

老娘舅大踏步向前发展过程
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一来随着老娘舅业务发展，对于
互联网的依赖与日俱增；二来作为中
式快餐的潮流引领者，老娘舅欲以改
造传统IT架构为动力，推动创新，构
建新时代下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在
重构IT架构时，如何保障信息化服
务的稳定可靠至关重要。

老娘舅+华为云，
玩转餐饮电商

面对种种挑战与困难，老娘舅

餐饮借助华为云电商解决方案，逐
一击破。华为云电商解决方案除提
供稳定可靠的计算、存储、网络等通
用云服务之外，还根据客户需求和
策略，自动弹性调整计算资源，轻松
应对高并发。弹性负载均衡服务则
根据客户的实际流量，自动扩展负
载分发能力，集群支持亿级并发连
接，同时采用冗余设计，在单个服务
节点出现故障时，服务不会发生中
断，轻松应对业务峰值，保障业务稳
健运行。

老娘舅餐饮还通过华为云电商
解决方案部署了老娘舅官方网站，
轻松应对大流量访问；由于华为云
提供全方位安全防护，保障电商业
务安全、可信运行，同时，华为云恪
守业务边界，尊重客户数据主权，不
利用客户数据做价值变现。因此，
老娘舅餐饮决定将CRM会员管理
平台从原云服务平台迁移至基于开
源架构开放的华为云平台，用于为
VIP会员提供充值、赠券、核销及其
他相关营销活动；与此同时，老娘舅
的移动支付平台，在华为云坚实、可

靠的云安全防护体系下支撑顾客堂
食、打包、外卖等全场景的移动支付
功能。

近日，在与老娘舅餐饮有限公
司CIO黄利宏先生的交流中，我们
还得知：原本部署在自建机房中的
业务由于内部原因，每周都会有1-2
次网络波动引起的访问断开或访问
延迟故障。而在业务迁移至华为云
平台后，类似的故障就再没有发生，
移动端的访问响应速度提升了1倍
之多！而在CRM项目迁移过程中，
华为云VIP技术服务人员对于项目
的密切关注，确保了业务的快速顺
利上线。正是华为云完善的服务体
系，可靠、可信的解决方案，以及团
队的高质量贴身服务，真切的打动
了他。

面向未来，黄利宏也表示对与
华为云的更深层次的合作充满信
心，期待将包括电子发票、POS系
统、供应链、ERP、OA等更多企业业
务通过华为云加以实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食来云转，
华为云助老娘舅餐饮玩转电商

华为云助老娘舅餐饮玩转电商

古有郦食其曰：民人
以食为天。今天我们就来

聊一聊“食”与华为云的完美结合。
随着中国消费者生活水平和健

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不仅要吃
的美味还要吃的健康。传统餐饮企
业大多面临着食品原材料成本上
升、劳动力成本能提升、成本控制难
等多方面问题，行业竞争愈演愈烈，
全国各地传出的信息除了显示餐企
营收增幅放缓、成本高起、利润下滑
外，更是出现了较高的倒闭潮。在
传统餐饮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
餐饮行业O2O市场在产业链各方
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方
面是线上用户无论是数量还是对互
联网的熟悉程度都达到了新高度;
另外一方面，线下的餐饮商户对利
用互联网进行推广和销售的意识和
能力也有大幅提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餐饮企业
又是如何通过IT创新，紧跟时代步
伐的呢？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
则，华为云是如何通过帮助老娘舅
餐饮自建电商来应对时下挑战的。

一、招标条件
因直播短视频业务发展迅猛，为满足

此项业务量的增加及长远发展需要，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
标人报名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
2、项目名称：移动互联网导播台系统

及设备采购；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B区；
4、招标内容：本次招标为采购移动

互联网直播系统及设备，包括直播导播
系统软件一套、相关配套硬件设备若
干。

直播导播系统软件：一套集视频采集
编码、直播转推、多机位切换、连线调度、
包装制作、时延播控、多码流录制、专业调
音台、巡检监视为一体的全高清广电级采

编录播系统，满足专业化的采、编、录、播、
包装制作、流媒体输出等业务需求。具体
规格型号、技术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
文件第五章。

相关配套硬件设备：硬件设备的具体
规格型号、技术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
文件第五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万元以上；

2、具有技术开发或影视设备销售相
关经营范围的生产厂家或经销商；

3、具有本次招标设备合法生产、经营
资格的专业生产厂家或国内经销商家；

4、与国内大媒体、门户网站、新媒体
等机构有合作案例；

5、近2年类似业绩证明材料，2个15
万元以上（中标<或中选>通知书或供货

合同或业主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6、投标人对供应的相关软件产品享

有相应的著作权；
7、公司连续运营2年以上。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以上证件应为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以上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B区四川封面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直播视频部；

2、报名时间：2017年12月6日至12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
30-5：3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先生、王先生、兰女士
电话：028-86969321、

028-86969334

移动互联网导播台系统及设备采购招标公告

东京奥运会“绝对不能输日本”
中国田径队
聘了12个外教团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甘露）12
月6日，中国田协宣布，为了备战2020
年东京奥运会，共组建了13支队伍和
多个中外教练组，来推进中国田径成
绩的提高和发展。田管中心副主任王
楠表示，希望在8个项目上冲击金牌，
其中有几个项目“绝对不能输日本”。

中国田协从今年10月下旬开始，
组织了新周期的国家队教练员竞聘，
共有22人正式成为国家队教练员，其
中有12名外教和团队，包括13个重
点争金夺牌项目，即8个争金点、5个
夺奖牌点和部分争取前八名的项目。

过去五年，中国田径队有许多闪
光点和进步，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
1金5铜，到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
的1金7银1铜，继而到2016年里约
奥运会的2金2银2铜，再到2017年
伦敦世锦赛的2金3银2铜，奖牌数和
名次总分跃居世界前5位，实现了历
史性的突破。在后刘翔时代，这样的
成绩让人惊喜。

不过，东京奥运会形势严峻，王楠
说：“一是许多夺金夺牌的重点项目，
如男子竞走、男子4×100米接力等，
与日本形成对冲，绝对不能输，此外，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强手不断涌现，对
我们一些正处于上升势头的短跨跳项
目构成威胁。”

王楠在谈到目标和任务时表示，东
京奥运会要力争在金牌数、奖牌数、前八
名人数、达标人数和参赛项目上，全面超
越里约奥运会。并点明了与日本对决
的项目，包括男子竞走两个项目、男子
100米和4×100米接力，以及马拉松。

随着张培萌、周春秀、朱琳等老将
退役，中国田径队能否在这些项目上
赢得“中日对决”，也是东京奥运的一
大看点。为此，这两个重点项目都聘
请了外教。以西藏队为班底的中国男
子马拉松队聘请了埃塞俄比亚教练哈
吉，中方教练是格桑次仁。女子马拉
松队的主教练则是培养出奥运冠军野
口瑞希的知名日本教练铃木秀夫。短
跑项目则继续由劳伦·西格雷夫和团
队搭配中方教练组。在过去几年，劳
伦和中方教练组合作，中国短跑队持
续爆发，特别是接力项目的崛起，取得
了亮眼的成绩，不断有年轻优秀选手
涌现，相信这个团队也会继续给大家
带来惊喜。

GPL 全 称 Global Poker
League，是一项全球性的扑克赛
事。2017年6月1日，GPL全球扑
克联赛中国站正式启动，这是该联
赛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届赛事，先后
在北京、上海、台北、成都、香港等
12个城市进行海选，选拔出12支
代表城市的战队。成都熊猫队的
组建者之一就是吴肖，同时他也是
队长，队伍由8名来自成都的队员
组成。

“队伍里有同学、有一起玩扑克
认识的朋友，大家年龄相仿、性格相
投。”谈到队友，吴肖显得十分开心，
从他的言语间也不难看出他对队友
的喜爱：“我们很团结。在比赛中，

见到有其他队伍队员之间发生争
吵，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有问题
或处理不当，都是私下讨论。”

与一路晋级到决赛的队伍不
同，成都熊猫队早在小组赛时就
失利出局。对小组赛失利，吴肖
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虽然我们对
每一次比赛都做了很精心的准
备，但小组赛的失利对大家的打
击蛮大的，当晚比赛结束以后，我
们开会到凌晨5点。”让所有人没
有料到的是，这支小组遭“淘汰”
的队伍，却在复活赛卷土重来，随
后一路过关斩将，以积分第一的
成绩领跑赛事，挺进总决赛，最终
将冠军收入囊中。

为何全面禁俄？
“新仇”与“旧恨”

最初，俄罗斯田径队缺席
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17年伦
敦田径世锦赛，是基于“麦克拉伦
报告”。2016年，这份针对俄罗斯
体育禁药丑闻的调查报告显示，在
2011年至 2015年间，1000名多
俄罗斯选手涉嫌服用兴奋剂，最终
导致国际奥委会针对俄罗斯体育
的严厉禁赛措施。近期，多位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获得奖牌的
俄罗斯运动员，受到国际奥委会追
加处罚，俄罗斯总共被剥夺了多达
11枚奥运奖牌。此外，根据对俄
罗斯运动员在2008年和2012年
两届奥运会样本的重新检测，证明
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存在大规模的
使用禁药的现象。

最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
12月5日和6日在瑞士洛桑连续
两天召开会议，听取了包括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俄罗斯奥委会主席
亚历山大·茹科夫，独立社会反兴
奋剂委员会等各方意见后，最终决
定禁止俄罗斯以国家名义参加
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而清白的
俄罗斯运动员可以在奥林匹克旗

帜下以中立身份参赛。
考虑到之前的“旧恨”和“新仇”，

再加上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奥委会成员呼吁禁赛俄罗斯，最终
这个制裁结果也就不那么意外。唯
一不同的是，与去年里约奥运会情
况相比，国际奥委会这次对清白的
俄罗斯运动员“法外开恩”了。

国际奥委会将组成一个独立
小组，包括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指定
的成员以及国际奥委会首席医疗
官等，只有经过他们认定为清白的
运动员才能够参加平昌冬奥。当
然，这些独立运动员将享有与其他
国家运动员同样的技术和后勤保
障支持，而技术后勤人员也将由独
立小组来最终确定。

为何史上最严？
美俄“政治博弈”

除了禁赛，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还对俄罗斯进行了其他相关处罚
和制裁，包括即日起禁止俄罗斯奥
委会相关工作；不委派俄罗斯体育
部门的任何官员参加2018平昌冬
奥会的相关工作；禁止俄罗斯前体
育部长穆特科以及副部长参与奥
运会未来的任何活动；取消2014
索契冬奥组委主席迪米特里·切尔

内申科在2022北京冬奥协调委员
会的资格；取消俄罗斯奥委会主席
亚历山大·茹科夫国际奥委会委员
资格；俄罗斯奥组委还必须承担国
际奥委会在各项调查中产生的支
出共计1500万美元；根据俄罗斯
奥委会以及相关运动员对所做决
定的执行情况，国际奥委会才有可
能允许部分或者全部俄罗斯奥委
会成员参加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俄罗斯田径队无缘里约奥运会
和伦敦田径世锦赛，已经是现代奥
林匹克百年历史上最严厉的罚单，
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这次的决定，
处罚力度更大、制裁范围更广，毫无
疑问是体育史上最严苛的罚单。

有分析认为，严厉制裁的背后是
美、俄两国的政治博弈。去年9月，
有黑客组织入侵了世界反兴奋剂组
织的数据，公布了通过申请药物豁免
权以服用兴奋剂，并且照常参赛的运
动员名单，其中包括奥运冠军、美国
体操名将拜尔斯、美国网坛巨星威
廉姆斯姐妹，以及英国长跑名将莫·
法拉等一大批欧美运动员。当然，
无论背后是否有“政治博弈”，俄罗
斯体坛确实被兴奋剂搞得“人设”坍
塌，禁赛只是在为禁药“埋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其实他们是全国冠军
赌神再世？

八个成都人联手
打牌赢了100万

提起扑克，大家很
容 易 联 想 到 周 润 发 在

《赌神》中的精彩表演。
其实，在智力竞技的比
赛中，扑克比赛的精彩
一点儿也不亚于发哥的
表 演 。 在 我 们 成 都 本
土，就有一群这样的“赌
神”，他们凭借高超的扑
克技术，夺取了全国冠
军，还赢得了100万元冠
军奖金哦！

12月2日，GPL全球
扑克联赛中国站在三亚
举办总决赛，经过激烈
的较量，成都熊猫队成
功问鼎，一举拿下 GPL
中国站冠军，将代表中
国远征GPL全球扑克联
赛。4日下午，成都熊猫
队的队长吴肖接受了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的专访，讲述了他们
夺冠的曲折历程。

德州扑克作为起源于德克萨
斯州的一种玩家对玩家的公共牌
类游戏，是全球通用的一种扑克
游戏，其发展了许多全球性的世
界扑克联赛，而GPL就是其中之
一。谈起德州扑克，吴肖打开了
话匣子：“德州扑克是扑克里面最
考验策略、数学概率计算、以及人
格人性分析的运动，现在公认的
是德州扑克就是一项完全的数学
游戏。”

其实，牌类游戏始终没有办法
排除运气的成分，吴肖对此也直言
不讳：“用咱们中国老话说就是‘尽

人事听天命’。作为优秀的德州扑
克玩家，永远是做最好的策略和准
备，剩下的如果输给运气，那也是
没办法控制的事。”

他也用这句话表示了接下来
成都熊猫队将代表中国出战GPL
全球扑克联赛的态度。“参加国际
大赛会面对很多国际大神，大家肯
定会做足够充分的训练和准备，然
后剩下的 ，就‘尽人事听天命’了。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有信心发挥
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贾知若 见习记者 李雨心

对这支从复活赛中走出的冠
军队伍，其实从一开始外界对他们
就不看好，但是，吴肖却告诉记者，
获胜其实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在
第一场小组赛失利后，我们做了很
充分的总结和策略调整，所以在后
面几场比赛中，都显示出了很好的
结果。应该说，这个冠军是在我们
的意料之中的。”

不过，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们
最终捧得这座奖杯却是在“情理之
外”。GPL中国站汇聚了来自全国
的扑克爱好者，几乎所有的参赛队
伍里，都有很多国内甚至国际知名
的选手，而成都熊猫队却不是这
样。“队里除了两名外卡队员，其他

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草根选手。
我们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但
不可否认的是，面对他们还是有一
些技术劣势，所以熊猫队之前一直
遭到各种质疑。”吴肖这样说：“这
次夺冠，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面对质疑，成都熊猫队用冠军
奖杯给出了最好的反击，奖杯对他
们也意义非凡：“这是我们的第一座
奖杯，夺冠之时大家都异常高兴。”
而除了奖杯和荣誉之外，GPL中国
站冠军的奖金金额也令人咋舌——
高达100万！吴肖表示，经过队员
们的商议，决定将奖金税后的百分
之五捐献出去，用于慈善爱心事业。

从“淘汰”到“复活”比赛

“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夺冠

“尽人事，听天命”心得

俄罗斯被兴奋剂“放倒”？

平昌冬奥
全面禁俄

北京时间 12 月 6
日，国际奥委会执委
在 瑞 士 洛 桑 召 开 会
议，最终做出禁止俄
罗斯参加2018年韩国
平昌冬奥会的决定，
仅允许能够自证清白
的俄罗斯运动员以中
立 身 份 参 赛 。 一 时
间，舆论哗然。

看看，这100万的支票，是冠军奖金哦！

成
都
熊
猫
队
队
员
在
比
赛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