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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同比增长136.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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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总体运行情况

电 信 业 务 收 入 增 速 小 幅 回 落 。 1—2

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208 亿元，同

比增长1.9%，增速同比回落3个百分点。

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占比小幅提高。1—2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实现固定通信业务收

入 695 亿元，同比增长 11.2%，在电信业务

收入中占 31.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实现移动通信业务收入 1513 亿

元，同比下降 1.9%，占电信业务收入的

68.5%。

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占比稳步提

升。1—2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移动

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1033 亿元，同比增

长 4.9% ， 在 电 信 业 务 收 入 中 占 比 达 到

46.8%，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2.2 个百分

点；完成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354

亿元，同比增长 2.2%，在电信业务收入中

占比达 16%，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0.4 个

百分点。

电信用户发展情况

移动电话用户保持较快增长，4G 用户

占比超 3/4。截至 2 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5.8 亿户，同比

增长 9.9%，1—2 月净增 1740 万户 （根据

2018 年 12 月快报数据计算得到，下同）。

其中，移动宽带用户 （即 3G 和 4G 用户）

总 数 达 13.3 亿 户 ， 占 移 动 电 话 用 户 的

83.7%；4G 用户规模为 11.9 亿户，占移动

电话用户的 75.1%，较上年末提高 0.7 个百

分点。

光纤接入用户占比超七成，百兆宽带用

户规模稳步扩大。截至2月底，三家基础电

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4.18 亿户，1—2 月净增 1046 万户。其中，

光纤接入 （FTTH/O） 用户 3.8 亿户，占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90.9%，较上

年末提高 0.5个百分点。宽带用户持续向高

速率迁移，接入速率在100Mbps及以上的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3.04亿户，占总用

户数的 72.7%，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2.4 个百

分点。

手机上网用户规模稳定。截至 2 月底，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 IPTV用户达 2.67亿

户；手机上网用户数规模达12.7亿户，对移

动电话用户的渗透率为80.1%。

电信业务使用情况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增速保持三位数。

1—2 月 ， 移 动 互 联 网 累 计 流 量 达 163 亿

GB，同比增长 136.1%；其中通过手机上网

的流量达到 162亿 GB，同比增长 141%，占

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 99.5%。2 月当月户均

移 动 互 联 网 接 入 流 量 （DOU） 达 到

6.1GB，同比增长132.3%。

移动电话通话量持续下降。1—2 月，

全国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完成 3744 亿分

钟，同比下降 6.6%，降幅较上年末扩大 1.2

个百分点；比移动电话用户增速低16.5个百

分点。全国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完成186

亿分钟，同比下降20.4%。

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增长 17.3%。在服

务登录和身份认证等服务持续普及带动

下，短信业务实现业务量和收入双提升。

1—2 月 ， 全 国 移 动 短 信 业 务 同 比 增 长

17.3%，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完成 60.4 亿元，

同比增长5.3%。

地区发展情况

东北部100Mbps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

户渗透率小幅领先。截至 2 月底，东、中、

西和东北部地区100Mbps及以上固定宽带接

入用户分别达到 13814 万户、7348 万户、

7289 万户和 1911 万户，占本地区固定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比重分别为 73.7%、

73.9%、69.4%、74%，东北部地区占比小幅

领先。各省100Mbps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

户占比差异继续缩小，天津、宁夏、青海、

内蒙古、河南和甘肃位居前六位，占比均超

过80%。

本报讯 3月 26日，德国弗

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与

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正式合约，依

托各自优势在上海临港地区成

立上海交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

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围绕智能

制造和工业4.0前沿技术开展深

入合作研究。此次签约标志着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在中国的

第一个科研机构完成筹建，正式

成立。

作为“德国工业 4.0”和中国

智能制造强强联合的研究平台，

此次成立的智能制造项目中心

以建设全球顶尖的智能制造研

究机构为目标，成立后将主要围

绕五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进一

步完善“未来智能体验中心”演

示线，建成全球最先进的工业

4.0和智能制造研究基地。二是

围绕智能工厂规划、信息物理系

统、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装

配以及人机共融制造等五个研

究方向，开展智能制造前沿技术

研究。三是建设上海市智能制

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的“共

性技术服务信息物理云平台系

统”，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技术

服务。四是开展工业4.0和智能

制造战略研究，探索工业4.0、智

能制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

发展趋势和路线，关注国内外智

能制造企业的最新动向，为企业

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和

产品全生命周期智能制造关键

技术支持。五是开展工业4.0和

智能制造国际人才教育和培训，

建立中德双方人员交流互访机

制，形成涵盖教师、学生、工程技

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的多方

位、多层次高端人才教育培训体

系，为智能制造从政策制定到技

术研发乃至工程应用的整个建

设发展过程，提供全方位、源源

不断的人才、技术和体制支持。

本报讯 3 月 25 日 ，重 庆

召开市政府第 43 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重庆市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

（2019—2022 年）》。

会议指出，重庆市制定的专

项行动方案，着力优化产业结

构，建设面向未来的智能产业、

汽车摩托车、装备、材料、生物与

医药、消费品、农副产品加工、技

术服务等产业集群，发展智能制

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等先

进生产方式，构建良好产业生

态，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重

镇。

会议强调，要把制造业转型

升级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强化智

能化转型，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大

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服务、智

能装备等新兴产业，加快智能制

造步伐，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

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要强化

创新驱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

机制创新，高标准规划建设重庆

科学城，加强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创新资源整合，布局建设一批

制造业创新中心，增强制造业技

术创新能力。要强化改革推动，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好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各项措施。

要强化招商引资，大力实施产业

链招商和供应链招商，引进一批

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带动制造

业提质增效。要构建良好生态，

引导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

速集聚，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人

才引育。要细化实化目标、蓝

图、路径、措施，制定配套政策，

形成工作合力，把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本报讯 福建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日前透露，近年来，福州

大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

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

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企业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两化融合重点项

目建设。鼓励福州市工业企业

的生产装备自动化或智能化、生

产过程控制信息化或数字化、管

理信息化、设计信息化、采购销

售信息化、产品的信息化、电子

商务、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

等及其相关联的项目申报省级

两化融合重点项目。2018 年福

州市列入省级两化融合重点项

目100项，总投419亿元。

二是开展区域两化融合发

展水平评估。去年 3 月，按照

工信部、福建省工信厅的要

求，福州组织辖区内近 200 家

企业开展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

估，进一步摸清福州市两化融

合发展状况。

三是开展贯标试点及贯标

工作。围绕重点行业开展贯标

试点示范，去年共组织33家企业

申报国家级贯标试点企业。截

至目前，福州市共有41家企业被

列入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试点企业。

四是推进贯标评定工作。

2018年，福州市新增东南造船、凯

邦锦纶等95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

贯标评定，通过评定企业数量为

历年最多。截至目前，福州市已有

149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评定，数量居全省前列。

中国首个弗劳恩霍夫项目中心在上海成立

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审议通过

福州积极开展两化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据悉，作为一款兼容、开放、高效、

安全并极具中文本土化优势的办公软

件，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全方

位支持主流软硬件系统，同时具备强大

的图文混排功能、优化的计算引擎和强

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专业的动画效果设

置、公文处理等功能，完全符合现代党

政机关的中文办公要求，对打造中国信

息化安全可靠平台意义非凡。

更高效且更兼容

WPS立足30年技术诚意之作

超高性能和强兼容性，成为此次

2019版本的最大特色。对比2016版本，

此次2019版本总体性能有很大提升。

这不仅体现在整体的启动速度上，文

字、表格和演示三个组件的基础功能

的性能同样得到了整体优化，多个关

键办公功能的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比

如，2019版本启动速度提升2000毫秒，

动画效率提升32%，整表复制粘贴效率

提升27%，公文排版性能提升40%。

与此同时，基于金山办公30年专

注办公领域的研发技术积累，全新开

发 的 WPS Office2019 for Linux 版

本，高度兼容主流平台，CPU 方面已

经全面支持龙芯、飞腾、兆芯、申威、众

志等主流芯片，OS操作系统方面高度

兼容中标、麒麟、深度、方德、普华等主

流平台。

而更为重要的是，依靠强大的云

平台保障，2019 版本在兼容主流平

台的同时，支持几乎所有平台的文档

交 互 ， 包 括 Windows、 Mac OS、

iOS、Android等平台的文档都可以轻

松交互使用，并且支持跨平台分享和

多人协作办公，实现文档实时备份，

同时借助强大的云文档能力实现Linux

平台与X86平台的文档交互，支撑OA

业务总线。

围绕三大核心目标

WPS持续加码政企市场投入

过去很多年，作为民族办公领导品

牌，金山办公高度重视对安全可靠平台

的布局和投入，加大投入公司资源，对

国内主流操作系统进行长期投入，这其

中包括大量的研发资金、人力投入，真

正做到了 30 年不忘初心，坚守中文办

公阵地。

据悉，目前金山 WPS 近 2000 名员

工中，超过70%的为研发人员。成功建

立了全国八大服务中心，项目技术服务

人员多达 300余人，授权服务商覆盖全

国 31个省市，共同为项目保驾护航，确

保政企用户体验。

基于此，“开放、安全、易用”三个关

键词成为过去几年WPS持续发力安全

可靠平台的关键目标。以开放为例，

WPS Office2019 for Linux专业版无需

浏览器插件就可以轻松对接业务系统，

通过 WPS OA 助手开放的 JSAPI，在政

务环境复杂多样的 OA 调用场景下可

实现简单灵活的应用，直接调用 WPS

Office 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成功避免浏

览器品牌带来的影响。针对重中之重的

政企办公安全诉求，2019版本全面支持

主流平台文档安全加密，支持密级关键

词检测，充分确保文档安全自主可靠。

此外，通过WPS文档服务，2019版

本使得主流办公平台的易用性大幅提

升。相比 2016 版本，打开速度提升

40%，公文排版性能提升 40%，输出

OFD 效率提升 60%，而所有这些效率

的提升均建立在格式、样式、操作习惯

兼容的基础上。此外，新版本融入了

一系列全新应用来满足政企在日常办

公中的需要，减少政企的运维成本，加

快内部员工的办公效率。新版本更多

站在办公文档的角度，基于文档提供

统一入口、多元创造的场景，以更简单

的形式、操作习惯来帮助政企用户解

决不简单的办公诉求。

深耕办公领域

WPS更懂中文

目前，国内众多主流政企客户均在

使用WPS办公产品，其背后原因在于，

WPS与所有主流软件产品体系均可以

无缝衔接，持续布局兼容主流系统并加

强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使得 WPS 具

备了系统性突出优势。与此同时，上亿

用户对 WPS 产品长期的使用，积累了

大量极具价值的反馈信息，为优化系

统、改进功能、增强可用性提供了依据，

独有的四层柔性架构体系对CPU和操

作系统进行了深度兼容优化。

过去 30年，WPS办公软件从单一

的文字处理软件逐渐充实为集文字处

理、电子表格、电子演示为一体的信息

化办公平台，成功发展成为全球领先

的办公软件和服务提供商，全线产品

拥有超过3亿户月活跃用户，从国内到

海外，从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到个人，从

PC到移动，金山办公以便捷、易用、安

全、高效的产品赢得了广大用户的青

睐，越来越多的全球用户乐享金山办

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持续发力政企办公市场持续发力政企办公市场

金山办公推出金山办公推出WPS for LinuxWPS for Linux专业版专业版

过去几年，伴随中国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持续加速，持续优化在国产操作系统生态下的基

础办公软件，成为重中之重。2019年3月26日，围绕信息安全可靠平台建设，金山办公推

出了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专业版，这对国内数量不菲的政企办公用户而言，无疑是

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