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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师

运营商深耕大数据市场大有可为

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
第二次会议召开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发表
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致辞

本报记者 刘晶

加强信息通信互联互通 共同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加快设施联通”平行主题会议上的发言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
（2017年5月14日 北京）

工信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邓聪

吴忠：宽带帮村民“造血”致富
——宽带中国·信息扶贫调研行侧记之四

几乎每一个手机或固定电话
用户都接到过运营商客服打来的
业务营销电话，而大部分电话在
简短交流之后都是被用户无情挂
掉，因为客服推销的内容多半与
用户的需求并不契合。尽管运营
商拥有很多用户数据，但是运营
商并不真正了解用户需求。事实
上，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运营商
深耕大数据将大有可为。

首先是运营商有非常丰富的数
据源。现在所有机构和公司都特别
羡慕互联网公司，因为他们拥有庞
大的数据，而拥有这些数据，互联
网公司就可以“躺”着生钱。事实
上，运营商也是拥有庞大数据的公
司，截至 2017 年 1 月底，中国移
动4G用户数是5.52亿户，移动用
户总数是 8.51 亿户；中国联通 4G
用户数是1.11亿户，联通移动用户
总计是2.65亿户；中国电信4G用
户是 1.27 亿户，移动用户总数是

2.17亿户。到2016年年底，中国
移动基站总数达到559万个，其
中4G基站总数是263万个，这些
基站将中国数以亿计的用户上网
行为以及位置数据尽在掌控之
中。前几天在浪潮集团的合作伙
伴大会上，中国联通信息化和电
子商务事业部数据中心副总经
理、总架构师范济安就表示，

“用数据再造联通”的口号不是
天方夜谭。

（下转第5版）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5 月

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

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宁吉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辛国斌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产能合作有关情况，并

回答了记者提问。

辛国斌表示，在推进“一带一

路”工作方面，工信部主要做了以下

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政策沟

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工业通信业发展战略，开展政策交

流，推动行业标准体系互认，发掘合

作潜力。二是健全服务体系。系统

梳理工业通信业“走出去”企业情

况，建立了工业通信业“走出去”信

息数据平台和工业通信业“走出去”

重点项目库，跟踪重点项目实施情

况。三是协调引导产业互利合作。

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对接平台。利用双边、多边合作机

制，组织行业协会、企业赴境外交流

对接，深化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

在电子信息行业，多家光伏企业在

美国、日本、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地

投资光伏站建设或开展 EPC 总包

服务。四是推进工业园区合作建

设 。 五 是 加 快 信 息 通 信 互 联 互

通。畅通信息丝绸之路，推进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标准普及，

服务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加

快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建设，形成了

综合性国际业务局、区域性国际

局、边境局和国际信道局为主体的

国际通信出入口整体架构，提高了

对沿线国家的信息通信辐射带动

能力。大力推动跨境光缆建设，不

断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信息互

联互通水平。推动电信企业设立

国际公司，不断增强国际化经营能

力，在巴基斯坦、泰国、新加坡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海外运营。

下一步，工信部将进一步加强分类

指导，提高服务水平，完善保障体

系，积极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推

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产

业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信息通信互

联互通方面，辛国斌表示，提高国际

通信的互联互通水平，对于推进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普及，提升

区域的信息化服务水平，推动沿线

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的通知》（以下简称《大数据纲要》），

统筹协调大数据发展重大问题和年

度重点工作，全面推进落实《大数据

纲要》各项任务，近日，促进大数据

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部际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部际

联席会议副召集人、中央网信办副

主任庄荣文，以及各成员单位相关

负责人出席会议，国务院办公厅电

子政务办、信息公开办有关人员列

席会议。会议由促进大数据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林念修主持。

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促进大数据

发展2017年工作要点》、《政务信息

资源目录编制指南》和《国家大数据

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置方案》等文件，

听取了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与共

享网站的建设、运行和应用情况。

会议认为，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

联席会议建立一年来，各部门协调配

合，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政策制度建设有新成果，二是政

务数据共享有新突破，三是产业集聚

发展有新亮点，四是技术创新体系有

新进展，初步形成了“政产研学用”协

同联动的格局，五是数据融合应用有

新局面，数据驱动传统产业不断转型

升级，不断催生新业态。

会议强调，全面落实《大数据纲

要》，应重点做好“三个围绕”精准发

力：一要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这条主线，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二要围绕培育

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做大做强数

字经济；三要围绕服务“放管服”改

革，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实现基

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助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 年，

应共同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数据

资源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标准

体系一体化和安全保障一体化。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以更加务

实的工作态度进一步将大数据发展

引向深入。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充分

利用好部际联席会议这个平台，充

分发挥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及专家

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汇众智、聚众

力，通力协作，共谋发展，以扎扎实

实的工作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耀 文）

每年的5月17日，世界各地

的国际电联成员都举办庆祝世界

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活动，以纪

念150多年前国际电联的成立。

2017 年的主题为“发展大

数据，扩大影响力”，以探讨大

数据在促进发展中的力量，并审

视可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转化

为可促进发展的信息的机遇。通

过分析数据而实现的洞察力有助

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做出

实事求是的决策，协助推动所有

17 项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落实。

亦可借此机会进一步探讨管

理和监管的重要性，以及在未来

数据和连通性呈指数级增长的情

况下，对个人隐私和安全的影响。

当我们学会更好地完善和利

用大数据并了解大数据可对全球

福祉产生的影响之时，将会发现

不计其数的机遇。

国际电联成员所采取的行动

将有助于打造声势，迎接全球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同时抓住新的

机遇应对发展挑战。

今年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

日主题是“发展大数据，扩大影响

力”，这是国际电信联盟首次将“大数

据”设为主题。发展大数据最活跃的

是互联网公司，与BAT等互联网巨

头相似，通信运营商储存和管理的数

据量也十分惊人，通过把数据变为工

具，使之成为GDP的“倍增器”。

目前，整个通信网络正在努力

实现支持更大数据流量和更多终

端的连接，5G带来的万物互联远景

将会使整个通信网络中增加上百

亿的连接，这些连接需要通过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赋予更多的智

慧，为整个信息社会赋能。

通信运营商沉淀海量数据

如何更好地发挥数据资产的价

值，对于通信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崭

新的课题。通信运营商是大数据的

传送者、生产者和使用者。运营商

中的大数据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第

一类是 CS（Circuit Switch）域中的

信令数据，主要包含用户的电话呼

叫记录（CDR）、短信发送记录以及

终端与网络的其他交互记录（如终

端的开机消息、位置更新消息、鉴权

消 息）等 ；第 二 类 是 PS（Packet

Switch）域中的IP包数据，PS域数据

主要包含用户上网时的控制面和用

户面数据包记录，控制面数据如

AAA 的鉴权、认证数据包，PDP 建

立、更新、删除等，用户面数据主要

是用户的上网记录数据；第三类是

包含用户个人属性的CRM数据，主

要包含用户的身份资料数据、产品

的订购数据、用户的消费数据、用户

的支付数据、用户的套餐数据、用户

的终端数据等。 （下转第2版）

大数据为信息社会赋能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围绕“互联互通，走向繁

荣”这一主题，与大家就加强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行交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我们大力实施“宽带

中国”、“村村通”工程，深入推进“互

联网+”行动计划，已建成世界规模

最大的4G网络，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超 过 13 亿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到

53%，固定宽带覆盖全国所有乡镇

和95%的行政村。高速信息通信网

络的普及，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

中国积极致力于加强与世界各

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目前与“一带一路”沿线 12 个国家

建有 34 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

缆，直接联通亚洲、非洲、欧洲等世

界各地；与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亚

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合作，努力推

进东非信息高速公路、亚太信息高

速公路等多边合作倡议。中国信息

通信企业参与了全球170多个国家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上指出，网络的本质在于互

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我们愿

意本着合作、开放和共赢的原则，

与各国进一步深化信息通信领域互

利合作，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为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各

国充分利用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

共享数字化发展机遇而积极努力。

我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沟通。各国政府

信息通信主管部门在发展政策、标

准、战略规划、监管等方面加强沟

通、协调和对接，分享彼此的成功经

验，为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水平营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是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发挥

企业的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合作开

展跨境、区域、次区域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探索跨境海陆缆建设和

运营合作的新模式，推进相关国际

标准和规则制定。

三是推动多方合作。依托中国

与各国现有合作机制，发挥国际电

信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优势和多边协

调作用，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

等投融资机构资源，共同推进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谢谢大家！

2017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特刊

5 月 6 日，记者来到著名的

“中国回族之乡”吴忠市，走访了

吴忠市红寺堡区柳泉乡永新村。红

寺堡区去年为落实“村村有电商”

的 目 标 ， 新 建 农 村 电 商 网 点 15

个，线上销售葡萄酒 20 吨、枸杞

12吨、亚麻油5吨。

“接入宽带网络后，村民们自己

可以做电商、微商，自主‘造血’，这

就是信息扶贫的力量！”吴忠移动公

司驻永新村第一书记穆占宝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

光纤一夜间改变永新村

永新村是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行

政村，宽带网络为小乡村接通了外

部世界跳动的脉搏。（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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