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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运行情况

电信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规模

相当。1—8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8881亿元，同比下降0.02%，降

幅较1—7月缩小0.13个百分点。

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增长平稳。

在固定宽带接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

的带动下，1—8 月，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实现固定通信业务收入 2800

亿元，同比增长 9.5%，在电信业务

收入中占 31.5%；实现移动通信业

务收入 6081 亿元，同比下降 3.9%，

降幅较 1—7 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占电信业务收入的68.5%。

数据及互联网业务保持小幅增

长态势。1—8月，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完成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1441 亿元，同比增长 3.1%，在电信

业务收入中占 16.2%，拉动电信业

务收入增长0.49个百分点。完成移

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4078 亿

元，同比增长 0.4%，扭转 1—7 月同

比下降的趋势，在电信业务收入中

占 45.9%，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0.19个百分点。

固定增值及其他收入保持较快

增长。电信企业积极发展互联网数

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兴业务，拉动固定增值及其

他 业 务 的 收 入 较 快 增 长 。 1—8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增

值业务收入为954亿元，同比增长

26.6%，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2.25个百分点。

电信用户发展情况

4G 用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的

占比稳步提高。截至 8 月底，三家

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达 15.96 亿户，同比增长 3.8%，较 7

月末增加 491万户。其中，4G 用户

规模为12.57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

的 78.8%，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4.4 个

百分点。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

稳步扩大，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

近八成。截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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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3590 万 户 。 其 中 ，光 纤 接 入

（FTTH/O）用户 4.04 亿户，占固定

互 联 网 宽 带 接 入 用 户 总 数 的

91.2%。宽带用户持续向高速率迁

移，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3.52 亿

户，占总用户数的 79.4%，占比较上

年末提高9.1个百分点。“双G双提”

工作稳步推进，固定宽带迈入千兆

时代，至2019年8月底，全国1000M

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达50.9万户。

IPTV 用户规模稳步扩大。截

至 8 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

手机上网用户规模保持为 13.14 亿

户，对移动电话用户的渗透率为

82.3%。IPTV（网络电视）用户规模

稳步扩大，总用户数达2.88亿户，比

上年末净增3290万户，对固定宽带

用户的渗透率为 65%，较上年末提

升2.3个百分点。

电信业务使用情况

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速回落至两

位数。1—8 月，移动互联网累计

流量达 777 亿 GB，同比增速降至

96.5%；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

达到 774 亿 GB，占移动互联网总

流 量 的 99.6% ， 同 比 增 速 降 至

98.9%。8 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 （DOU） 达到 8.64GB，

同比增速换挡，由上年末 132.5%

降至78.3%。

移动电话通话量持续下降。

1—8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完

成16039亿分钟，同比下降6.5%，降

幅较上年末扩大1.1个百分点，但比

上半年收窄0.3个百分点；固定电话

主叫通话时长完成 820 亿分钟，同

比下降19.5%。

移动短信业务量和收入均保持

较快增长。在服务登录和身份认证

等服务普及带动下，短信业务的业

务量和收入保持同步增长。1—8

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增长

40.2%，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完成 269

亿元，同比增长5.4%。

地区发展情况

东北部百兆以上固定宽带接入

用户渗透率保持领先。截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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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42 万户、8347 万户、

8749万户和2250万户，占本地区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比重

分别为 80%、79.3%、77.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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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青海、山

东、山西、宁夏和内蒙古居前六位，

占比均超过88%。

1—8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同比增速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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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标准的牵引和推动下，我国逐步

建立起自己从天线、接入网设备、核心网设备

到芯片、仪表和终端的移动通信产业链，并带

动了一大波移动互联网应用。

“因为我国建立了产业链，建立了更大规

模的应用基础，移动通信的总体成本进一步

下降，使更多的人可以借助移动通信网推出

移动通信应用，应用企业也由此发展起来。

如果没有覆盖面积、覆盖质量都比较好的移

动通信网，像抖音、电商这样的企业的爆发式

发展则是难以想象的。”杨骅说。

近 20 年，我国抓住了移动通信的机遇，

通过发展自主标准技术产业力量，逐步从跟

随、突破到现在走到全球移动通信领先的位

置。“从客观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引领和领

先的能力，比如今天全球 5G标准的统一，我

们做了很多工作，促使曾经要出现分裂的标

准又团结到一个架构下。”杨骅说，“我们还积

极推动完整 5G，即独立组网（SA）模式的标

准化、产业化工作。今年 5G牌照发放后，运

营商明确 SA 是 5G 发展中主要、核心的技术

状态，终端必须支持 SA。在全球商用 5G 网

都采用 NSA 时，我国推动向 5G SA 架构发

展，我们称得上推动5G全面发展。”

移动通信技术贡献突出

移动通信是一个跑马圈地的市场，在第

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时期，我国是跟随着

别人的发展脚步，但没有产业快速发展的机

会。因此3G时变道超车，与欧美提出移动通

信 FDD 体系不同，我们提出了 TDD 体制

——TD-SCDMA，第一次在移动通信标准

体系中放入智能天线技术，这对后来移动通

信技术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智能天线技术在 3G 时很多人不认同，

到 4G 时半数人认同了，到 5G 时基本都是

TDD 体制，这对全球移动通信技术发展都

有很大贡献。”杨骅说，“TDD 这种非对称

的技术体制非常适合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移

动物联网特点。智能天线的波束赋形能力可

以大幅度提升系统能力，这种技术也从 3G

时简单的波束赋形，到 4G时加入更丰富的

波束赋形，5G 时则是大规模天线阵列多波

束赋形阶段，这为 5G满足移动通信需要提

供了技术支撑。”

杨骅说，从今天向前看，我国处于追赶

别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企业对移动

通信产业的贡献，一方面是使技术在产品上

快速、低成本地实现，这相比欧美国家是有

优势的，这是靠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实现

的，这使更多人能更便宜地使用移动通信；

另一方面是服务能力提高，我国企业在新网

络建设中解决网络问题反应速度快、解决问

题能力强，对全球范围内移动通信的普及和

使用都有贡献。

移动通信高质量发展源于政策引导

“我国移动通信是高质量、高速度、普适

性发展，其中关键因素首先是政府与行业领

军人物及早把握了产业机遇，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杨骅说，“如果没

有政策引导和支持，很多企业处于推一步能

上，不推就原地踏步的状态，移动通信的产业

链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健全。”现在移动通信的

每个产业链上都有众多厂商在不断优化自己

所在产业环节上的产品，使整个产业链更加

成熟、完善。

杨骅说，从3G、4G到5G的频率划分，再

到商用牌照发放，政府准确地把握了产业发

展的节点和时机，并在发牌后很快就有效地

促进了移动通信市场以及应用的发展。从

3G 到 5G，政策的持续引导使移动通信从市

场发展到产业大规模发展，再到移动互联网

应用创新，积极推动了全社会向数字经济的

转型。“可以说，由于时机把握好、措施得力，

成功引导产业和市场实现向更高层次发展。”

通过 3G、4G、5G 的持续发展，我国移动

通信行业形成了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

系。“在行业改革开放以后，组织机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怎样才有利于我国产

学研用相结合，科学成果如何能够快速转化

成生产力，在这些方面通信业做了有益的尝

试和探索。”杨骅说，“在 3G 时我们建立了

TD-SCDMA产业联盟，把高等院校、研究机

构、产业化公司、市场运营商的主体运营商都

结合起来，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既推动产

业发展，又形成上下游相互连接的市场链条，

有序地使科研成果自然向企业、向产业实现

生产力的转化，最终在市场上形成有竞争力

的产品。”

杨骅认为，以 3G 阶段为起点，我国移

动通信行业构建了创新链条：一方面是从产

业链角度相互合作，另一方面是从创新链的

角度，形成了技术、标准、产业化、开发、

试验验证、试商用的创新链，现在这个链条

也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流程和组织方式。这两

个链条 （产业链、创新链） 的形成有效地推

动了我们国家移动通信从 3G 到 4G、5G 的

持续性发展。

我国对全球移动通信技术贡献突出

（上接第1版）
严群认为，Micro LED未来不仅仅作

为显示器件，更多的作为集成性器件。在

传统电视经营利润较低的情况下，彩电厂

商也希望找到新的应用出海口。Micro

LED 是一个可以支撑很多传感器、集中

很多功能的技术，新应用领域市场较大，

这也是彩电厂商会瞄准这些方向的一个

原因。

储于超表示，未来在 Micro LED 领

域，彩电厂商与光电企业在超大显示领域

会首先发生一个交集，过去传统彩电厂商

锁定的领域多为50英寸、60英寸液晶屏或

OLED屏，但是其若想切入Micro LED领

域，一定从例如 150 英寸的超大屏入手。

这样就会与深耕100英寸以上领域的光电

企业发生交集。未来TCL、康佳等彩电厂

商切入也会从超大显示屏领域下手，是否

有办法能够将100英寸以上显示屏“搬入

家中”，让消费者接受是下一步的挑战。

技术攻关仍在继续

Micro LED 的 芯 片 尺 寸 要 微 缩 至

100 微米以下，对于传统工艺改变较

大，把小芯片大批量转移到面板上，巨

量转移技术以及巨量检测技术是亟待攻

克的一个技术方向。且 Micro LED仍然

面临较多的量产工程问题，产业化进程

还在进行中。

在与 8K、5G 等新技术的结合方面，

“Micro LED 与 8K、5G 现阶段会有一些

交集，尤其在100英寸以上超大显示屏部

分，8K相对容易实现。而5G则更多利用

在室内商用空间搭配5G模组传输高解析

度的影像。”储于超表示。Micro LED 可

以通过可见光通信实现高分辨率实时传

输全高清 4K 影像，通信是 Micro LED 潜

在的应用。严群认为，未来 Micro LED

不仅仅是显示，还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半导

体器件，把通信功能集成在其中。耿怡表

示，Micro LED 与 8K、5G、VR 等技术具

有很好的结合前景，但是短期内仍然难以

产生实际效益。

国内与世界同步前进

目前，电视领域超大显示屏是国内厂

商一个机遇，国内厂商对于液晶屏、8.5代

线等的投入较大，也造成面板行业供需失

衡的状态。通过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和更

好的技术来实现更高端的产品是每一家

厂商想要实现的事情。Micro LED 是为

厂商带来差异化、技术升级的手段，是目

前新技术带给厂商的“救命稻草”。

从世界范围来看，耿怡认为，Micro

LED 产业布局呈现“多点开花，亚太争

先”的态势。除了在亚太这样传统的显示

和LED发展区域外，美国，欧盟等其他国

家和地区也都表现出来强烈的兴趣，也取

得值得关注的成绩。“从研究方向看，亚太

地区依托自己的显示和 LED 产业基础，

研究方向更倾向于产业化，欧美等国主要

集中在基础研究，同时积极开展与大公司

的合作。”耿怡说。

储于超表示，国际巨头一条龙深耕

Micro LED 领域，从前端设计、设备制

作、材料开发到专利申请，布局相对全

面。而国内企业的思维比较偏向于购买

设备、快速投产，因此许多关键技术走

向成熟时很有可能被国际巨头卡住，因

此这可能是国内厂商需要重新思考和布

局的方面，如何在更前端的技术领域做

更深入的布局研发也是需要国内厂商多

琢磨的地方。

“Micro LED 各个国家都在做，我国

不是最领先的，但也不落后，基本是一个

同步前进的位置。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综

观 Micro LED 技术，它不仅仅是显示的

应用，还可以集成空间定位、交互、通信等

技术，会实现完全不同的应用体验，未来

会促成一个新业态。”严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