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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第四大运营商意义重大
解决了全国各广电省网开展宽带业

务的资质许可方面的“瓶颈”，是一场"
及时雨"。

李远东

宽带市场

第二根入户线有望崛起

在传统的电信基础业务中，

宽带是一个跑马圈地的市场，能

伸进住户家里的，只有一根宽带

网线，谁能够圈到地，用户就是谁

的，因此无论是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还是如鹏博士、长城宽带等各

种驻地网接入服务商，他们抢的

是同一根线。

而有线电视占有先天之利，房

屋建筑时就和网线同时预留了有

线电视线，技术进步使得原本只是

单向广播的有线电视网线经过改

造，成为可以双向互动的网线，而

且网线的传输速率也在不断提高，

因此中国广电提供宽带业务，轻易

地跨越了最困难的“最后一公里”

入户问题，而用户也拥有了更多的

选择权，切切实实地增加了市场竞

争的主体。

其实由于受互联网公司视频

OTT业务的冲击，有线电视用户量

增长乏力，而宽带接入业务的增长

幅度较高。尽管目前2000万宽带用

户对比中国电信 1.1 亿、中国联通

7000多万来说还不算多，但中国广

电宽带用户的增速在 2015 年超过

60%，相信随着牌照的发放，各地对

有线电视网络改造的力度也会增

加，无论是骨干网、承载网的扩容，

还是接入网能力的提升，作为新增

长点，投资会向这里倾斜。

业界专家预估，经过两三年的

集中建设，中国广电宽带服务质量

将会有一个明显的跃升。既有选择

的便利性，又有上网体验的提升，

相信届时中国广电和省级有线公

司会体验到用户滚雪球般增长时，

既流进大量的收入，又需要大投入

去支撑用户不断高涨的流量需求，

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滋味了。

当然从宽带接入水平来看，目

前广电有线网络与正在大干快上

的全光网络的运营商相比存在一

定差距。正如专家指出的，未来发

达城市区域普通家庭宽带接入应

达到千兆带宽水平，需要中国广电

加快双向改造进程，提高接入网络

光纤化水平；同时在骨干传输网络

和城域网络承载能力上应更加强

壮、安全、高效，云数据中心（IDC）

和内容分发网络（CDN）资源应更

丰富，布局更完善。

业务竞争

可利用内容优势

中国广电和有线电视网都是

为视听业务而诞生的网络，这与三大

运营商主要做通信管道有原生基因的

不同。按照国务院新划分的部委职

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新闻

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和信息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的法律法规草案，对网络中

的视听内容负有监管责任。

中国广电可以充分利用内容经

营优势，探索转型发展道路。因为

广电系统在长期的经营中已经积累

起了丰富的内容制作及运营经验，

这对提升互联网内容和视听类服务

的权威性、多样性都有益处。广电

系统拥有全国性的 IPTV 集中播控平

台，手机屏的集中播控平台也在建

设，在丰富的内容基础上，中国广

电可以开发独具特色的业务，例如

与各有线电视台合作同步推出网络

直播，热门赛事、大型活动的网络

直播带来的流量是惊人的。

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 IP-

TV 业务上也非常激进，与光网络

改造相对应的，主要就是发展 IPTV

业务，并在各地试推与 50M 带宽相

匹配的 4K 视频业务，对传统的电

信运营商来说，IPTV 也是一个新的

增长极。这种“双向进入”，既带

来了竞争，也创造了合作空间，资

源互换的竞合或将促进三网融合的

欣欣向荣。

发展短板

网络架构发散整合难度大

中国广电一直希望将各省网络

进行整合，但各地有线公司都是独

立运行、独立核算，一些公司的体

量 比 中 国 广 电 还 要 大 。 有 统 计 显

示 ， 有 线 网 络 总 资 产 约 为 1500 亿

元，而中国广电的注册资本 45 亿

元，这样的整合，即使有政府的强

大推进，速度也不会快，除非有大

量的资金支持。

据报道，从目前公布的整合计划

来看，中国广电拟与陕西、河南、海

南等省级网络公司合作打造家庭信息

中心试验区；与四川、湖南、海南、

山东、湖北等 10 个省级网络公司合

作打造宽带提速与内容分发网试验

区；与上海、江苏、陕西、海南等省

级网络公司合作，打造有线无线融合

覆盖试验区。

在当前架构下，中国广电和各地

有线网络公司采取合作模式也许更为

现实。但这种模式使整网的运营成本

较高，在培养自己的产业链上，也会

由于规模性差，不能得到产业界的全

力支持。对广电系统来说，目前全国

一张网更像是一个画在墙上的大饼，

只有找到打破地方利益割据的有力手

段，中国广电的网络才有望成为一张

全程全网的通信网络。

亮点一：总数已经突破 2000

万户。“中国广电”于2016年4月

29 日发布的 《2016 年第一季度有

线电视行业发展公报》 显示：截

至 2016 年 3 月末，广电宽带用户

总数达到 2011 万户。据笔者观

察，这在国内所有的宽带业务运

营商中排名第四，远超排名第五

的“鹏博士”（同期的相关数据为

1050万户）。

亮点二：呈现出快速/“跨越

式”发展势头。广电宽带用户总

数：2010 年年底 250 万户，2012

年第一季度末 470 万户，2014 年

年底 1100 万户，2015 年年底 1800

万户，2016 年第一季度末 2011 万

户。由此可见，从 2015 年开始，

广电宽带接入业务呈现出快速发

展势头。例如“重庆有线”宽带

用 户 到 2014 年 年 底 是 55 万 户 ，

2015 年年底超过 100 万户，占约

17%的市场份额，预计 2016 年年

底 达 到 150 万 户 ， 可 占 据 20%~

25%的市场份额。

亮点三：今年第一季度，广

电宽带用户净增数超过了中国联

通。经过仔细研究，笔者注意到

在 2016 年第一季度，广电宽带的

用户净增数为172.1万户，中国联

通为107.5万户。

亮点四：广电有线双向网络

的覆盖用户数基数大。截至 2016

年3月末，广电有线双向网络已覆

盖了 1.36671 亿的有线电视用户，

占全国有线电视用户总数的比例

已高达约54.2%。就是说，只要广

电企业再进行一轮大的市场发

展，其中有很多用户就可迅速地

转化为广电宽带用户，而且可做

到“即订阅，即开通”。

亮点五：广电宽带业务的商

业模式及营销模式得到不断创

新。国内公众宽带市场呈现出

“竞争主体多元化、市场格局复杂

化、用户竞争存量化”的主要特

点。但宽带市场的发展前景很广

阔。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广

电企业积极探索广电宽带业务的

商业模式及营销模式创新，并勇

于实践。其中，笔者认为最典型

的莫过于“看电视，送宽带”这

种模式。截至目前，重庆有线、

北方广电沈阳分公司、歌华有线

等均已推出相关“套餐”产品。

亮点六：宽带业务已成为广

电有线网络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

之一。首先，全国有线电视用户

总数从 2011 年年底首次突破 2 亿

户 到 2016 年 3 月 末 达 到 2.52 亿

户，5年增长缓慢，有线电视用户

增长规模已“见顶”。其次，通信

企业 IPTV 传输/分发业务对有线

电视网络的压力最为突出。这使

得有线电视网络的收入增长开始

放缓，保持在 10%左右，具体来

看基本收视费、付费电视对收入

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以广电宽

带业务为代表的其他业务对收入

增长的贡献度在迅速上升，2015

年的相关数值达到了 61%，宽带

业务已成为广电有线网络收入增

长的重要支撑之一。

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保守预

测：到 2018 年，广电宽带用户规模

超过 4500 万户，收入超过 190 亿

元，市场份额达11%；到2020年，广

电宽带用户规模达到约6500万户，

收入超过 290 亿元，市场份额达

16%。届时，国内广电有线网络的总

收入跨越千亿元大关。

中国广电的发展重点之一是

实现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

通，这也是全国有线电视网络

“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工作。今年

4 月下旬发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

户户通升级工作的通知》 也明确

指出以中国广电为主体尽快实现

有线网络互联互通和“全国一张

网”。另外，财政部在今年 5 月 3

日印发的 《关于申报 2016 年度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其中有一个重大项目是“推动广

电网络资源整合和转型升级”。

也 就 是 说 ， 中 国 广 电 成 为

“第四大运营商”后，将加快广电

有线网络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并

建设广电 （云） IDC/云媒体内容

中心、CDN，同时努力解决国际

出口、网间结算、内容建设/引入

等关键问题，甚至可以建议把IP-

TV、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集成

播控平台的视频服务器仅部署在

中国广电的云数据中心，尽快实

现广电有线的“全程全网”，因此

这是规模化开展新业务的必备要

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解决各

广电省网间的网间结算政策问题

也是互联互通平台关键内容。一

旦解决这些问题，广电宽带业务

的竞争力将会大幅提高。

为何这么说？当各广电省网

加入广电有线互联互通平台后，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张很大的互联

网。仅有 4000 多万人口、1000 多

万宽带用户的韩国都能成为世界

互联网强国，覆盖2亿多家庭的中

国广电互联网没有道理实现不了

大发展。

如何实现？这需要各广电省

网团结起来，依托广电有线互联

互通平台，把绝大多数的数据流

量留在广电的互联网内，降低宽

带成本，如每户每月低于 10 元，

为“看电视，送宽带”这种颠覆

式的营销奠定基础。而且，现在

的互联网内，视频流量持续迅猛

提升，这使得内容优化的运营门

槛大幅度降低。另外，若电视媒

体以“海量”视频内容与广电有

线网合作，也将促进广电互联网

的发展。

最近，网络上也有很多文章

质疑广电的网络基础，还认为存

在技术“短板”。其实，广电有线

网络互联互通平台基于“中国广

电”控股子公司“中国有线”的

广电骨干网而建。目前，广电骨

干网里程全长40949公里，投入运

行长度30950公里，核心层有6个

节点、骨干层有 18 个节点，已连

接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有 16 个 B 类、36 个 C 类 IPv4 地

址，有一段/32 的 IPv6 地址。另

外，各省骨干网也部署了 100G

OTN，甚至有的地方还部署了

400G OTN。 接 入 网 层 面 ，

FTTH/C-DOCSIS 2.0/虚 拟 化/

云 WiFi/NGB-W/IP 基带广播等

成为广电宽带网络近期部署、研

发的热点。

近年来，广电骨干网的数据

内容传输业务增长极缓慢 （年增

长率低于 15%）。笔者预计，随着

上述措施的加强，广电骨干网的

数据流量就会迅速提升。

而且由于没有网络历史“包

袱”，广电宽带网络可以迅速部署

SDWAN （基于 SDN 的 IP 跨域互

联）、 软 件 定 义 接 入 网 、 基 于

SDN/NFV 的 CDN、雾计算、基

于 700 MHz 频段的 NGB-W、虚

拟家庭网络/网关等可大幅提高广

电宽带业务运营效率的新技术。

5月 5日，中国广电正式获颁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后，

网络上有很多文章不看好，其中

一个原因是“中国广电”尚未完

成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

而在笔者看来，这根本就不是

主要问题。因为，中国广电本身是

国家在“三网融合”方面一个很有

深意的制度安排，其定位之一是为

各广电省网提供服务。目前看来，

中国广电完成全国广电网络整合

并不是广电宽带业务实现大发展

的充要条件。要实现全网整合，需

要采取资本运作和市场方式，需要

时间，要有策略地一步一步来，并

非当务之急。而当务之急就是大力

发展广电宽带业务——可以说，宽

带业务将成为广电有线网络的“生

命线”，否则将被边缘化，成为“劳

保网”。

于 是 ， 中 国 广 电 所 获 得 的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就

解决了全国各广电省网开展宽带

业务的资质许可方面的“瓶颈”，

标志着中国广电的“服务省网”

这一发展定位第一次实现了重大

突破，在全国全面推进“三网融

合”，并即将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

的时间节点上，给各广电省网带

来一场“及时雨”。接下来，各广

电省网必然会迅速采取各种方式

（包括上市、资本运作） 筹措、吸

引资金，以基础网络建设为核

心，加快拓展广电宽带市场。

直到现在，有线电视网络业

界还在流传一句“经典”的话：

不做宽带业务是等死，去做宽带

业务是找死。而后一句话所反映

的是“广电宽带业务流量成本倒

挂问题”：通信企业通过把批发带

宽成本与零售带宽成本“倒挂”，

成功狙击了广电宽带的“进攻”。

在网间结算上，广电企业也吃过

“暗亏”。成为基础电信运营商之

后，广电省网在三网融合中遇到

的这些问题有望解决，因为这现

在属于“电信网间互联互通”问

题，得到制度保障。

四分天下 必有广电?
——广电宽带发展前景预测

中国广电（中国广播电
视网络公司）成为了迟到的

“第四大基础电信业务运营
商”。为何说迟到？因为把IP-
TV业务开放给通信企业，要
远远早于把基础电信业务开
放给广电企业——中国广
电，所以通信企业向电视业
务“进入”的速度要远远快于
广电企业向基础电信业务

“进入”的速度。现在，IPTV已
经成为拉动运营商业务收入
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一些地
方运营商IPTV业务在2015
年的收入增幅高达31.3%。
然而尽管“迟到”，终归标志
着国内“三网融合”和“双向
进入”迈出了关键一步。

全国有线电视建互联互通平台提高竞争力
中国广电将加快广电有线网络互联互

通平台建设，并建设广电云数据中心/云
媒体内容中心、CDN等。

广电宽带接入业务呈现六大亮点
保守预测：到 2018 年，广电宽带用

户规模超过 4500 万户，收入超过 190 亿
元，市场份额达11%。

本报记者 刘晶

本报讯 5 月 8 日凌晨 5 时左

右，强降雨造成福建三明市泰宁

县开善乡发生山体滑坡。灾情就

是命令，中国电信福建公司第一

时间派出多路人员，携带应急通

信车和海事卫星电话等设备赶往

现场，确保通信畅通。据悉，目

前救援现场天翼信号稳定，并已

开通应急基站。

灾情发生后，中国电信福建公

司立即启动通信保障应急响应机

制，迅速派出 5 名抢险人员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通过油机发电，持续

保障移动基站的正常运行，确保天

翼移动通信畅通。8 日中午，中国

电信福建公司又派出 8 名抢险人

员，携带2辆应急通信车以及3部海

事卫星电话赶往事故现场，进行卫

星应急通信支持保障。截至目前，

救援现场天翼信号畅通。

另外，7日至8日福建省西北部

部分县市出现大暴雨，强降雨导致

泰宁、建宁、顺昌等县部分通信设

施受损，截至9日9时，中国电信福

建公司已累计组织 596 人次抢修人

员、258车次抢修车辆、油机188台

次开展通信抢修工作，发出公益短

信 162 万条。目前泰宁、建宁、顺

昌等降雨量大水势高的区域，中国

电信的通信都基本正常。

福建泰宁开善乡发生山体滑坡事故

中国电信全力保障救援现场通信畅通

（本文作者为数字电视中文网主编）

5月5日，“三网融合”、“双向进入”这事儿有了里程碑式的进
展。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广电）获准开展两项基
础电信业务：全国范围内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和国内通
信设施服务业务，这意味着中国广电在宽带服务市场具备了与三
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等同的业务经营权。其实目前2亿有线电视用
户中已经有2000万是宽带用户，宽带业务已经“无照驾驶”了数
年。现在能够名正言顺地做宽带业务，中国广电的网络入户优势、
内容优势将如何发挥作用？面对在市场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三大电
信运营商，中国广电又能祭出哪些招数，博得一席之地呢？

第四大电信运营商
市场机会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