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抓住“互联网+”带来的融合创新机遇，中国联通提出创新业务“6+1”
的概念，即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互联网、金融和视频及国际业务，
尤其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提供一揽子信息化应用服务，聚焦
教育、交通等八大热点行业，形成自有产品体系。

2017 年 9 月 25 日，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暨产品发布仪式
在北京举行，由此，建设全产业链大数据生态体系、进一步促进大数据产业
生态繁荣的大幕全面拉开。 此前，中国联通已在全国建设新一代绿色云数据
中心， 形成覆盖全国和全球主要业务区域的核心云数据中心， 每个省区市
（或计划单列市）建设一个核心云数据中心，各地市建设边缘节点承载属地
信息聚合，形成覆盖全国的“M（集团级）+1（省级）+N（地市级）”的资源布局。
大型数据中心向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基础网络正逐步云化，基础架构向互
联网扁平化架构演进，为大数据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

大数据还被应用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交通规划与运营、城市经济带联
系度洞察等领域。 通过中国联通智慧足迹大数据可视化系统的人口分布、
出行分析、区域迁徙和区域洞察，能够为现代城市运营、产业升级提供量
化的决策支撑。 目前已经支撑国家相关部委做了全国近 300 个城市的城
市规划，100 多个城市的交通指数，10 多个省市统计部门的人口统计、迁
徙、疏解及与产业经济的融合，两圈一带、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带和城市
联系度洞察。 此外，中国联通推出的政务大数据产品将政务数据与电信运
营商、卫星、气象、煤炭等企业数据产品实现融合，交易平台提供持续更新
的高质量的数据，属国内首创。 目前，中国联通在大数据领域已推出九大
产品，为全社会提供全方位的大数据业务服务。

中国联通将物联网作为创新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物联网
技术和应用，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深化物联网与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支撑国家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中国联通坚持以基础平
台为核心， 推进物联网规模化发展。 为快速提升物联网业务的市场竞争
力，中国联通创新合作方式，引入全球领先的蜂窝连接管理技术，在南京
和广州新建专用数据中心，建成了全国集中的物联网基础平台。 中国联通
紧紧围绕水平平台与垂直平台“两手抓”理念，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
车联网、智能家居、智慧农业、智慧医疗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旨在推动行
业通用能力建设。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中国联通正不断在 5G、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探索新业务、新模式，在这个伟大的新
时代，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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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服务代代新 为民初心永不变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 电报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向前追溯，中国的电报线路是1871年由
英国、俄国及丹麦铺设的，从日本长崎至上海的海底电缆，引入上海公
共租界，1877年又连接台南及高雄。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及北塘
架设线路，用作军事通信。1880年，李鸿章开办股份制电报总局，盛宣
怀任总办。1881年12月，天津至上海的电报业务开通。

1958年9月29日， 新中国邮电通信事业的标志性建筑———北京电
报大楼举行落成典礼。 北京电报大楼是全国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
纽，1959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董
必武同志到电报大楼视察。1998年，电报业务撤销，电报从此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逐步被更先进的数字通信替代 ，从一开始方便金融 、政
府、跨国企业等客户计算机联网发展到公众互联网，而互联网则从知
识界使用普及到老百姓。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多少普通百姓的梦
想。从摇把子电话到程控电话 ，从城市到农村 ，电话逐渐走进寻常百
姓家。

1984年，我国开始建设无线寻呼网。无线寻呼业务开创了个人通
信系统的先河，寻呼机（BP机）成为一道风景线。1998年9月，中国电信
基本完成寻呼业务的剥离， 剥离出的寻呼业务组建国信通信有限责任
公司，1999年4月，国信寻呼成建制划归中国联通。

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是上世纪90年代身份与地位的象征。1987
年广东开全运会时，由于固定电话来不及发展，就引进了瑞典的第一代
模拟移动电话，就是俗称的“大哥大”。1994年10月，第一个省级数字移
动通信网（GSM网络）在广东开通。1995年7月19日，中国联通成立一周
年之际，在北京举行了京、津、沪、穗130网GSM数字移动电话网开通仪
式，移动电话业务的开通，标志着中国联通将移动通信业务作为发展重
点。2002年1月8日，中国联通举行CDMA网络开通试运营仪式，开始了
GSM和CDMA双网运营。1998年10月， 中国联通的移动电话用户数突破
100万，2000年6月突破1000万，2004年突破1亿， 如今中国联通移动
用户数达到3.2亿户。

2007年至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我国经济增长也受到很大
冲击。专家预测，启动3G工程，可带动近2万亿元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
国家决定紧急启动3G工程。2009年1月6日， 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重组
合并，成立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即“新联通”。十几个小时后，工
信部代表国务院给包括中国联通在内的三家通信运营企业分别颁发了
3G建设运营牌照。中国联通从大局出发，打破常规，强化统一指挥、统一
规划、统一采购，成立专业化的网络公司全盘负责全国的3G网络建设，
大胆尝试纵向垂直到底的建设模式。同时，中国联通全体员工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进行“白＋黑”“5＋2”工作。仅4个多月后，中国联通完成了首
批55个城市的3G网络建设并启动试运行。 短短一年时间， 一个拥有
10.7万个基站，最高速率达7.2Mbps的WCDMA网络宣告建成。中国联
通3G的建设速度、网络规模双双创下全球第一。我国3G网络的快速建
设与运营，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5年2月27日，中国联通获得4G牌照。为给用户呈现一张广度
和深度覆盖、使用体验好的移动宽带网络，中国联通不遗余力地推进4G
建设，打造4G精品网络。在全面提高4G网络广度与深度覆盖的基础上，
2015年底，中国联通进行了4G+业务的首次发布，通过载波聚合技术，
做到下行300Mbps、上行75Mbps速率。此外，中国联通还聚焦重点场
景，潜心打造了“速度快、覆盖好、体验佳”的4G高铁网络。从2014年中
国联通在首条沪宁跨省高铁上进行LTE FDD新技术网络覆盖试验开
始，到2018年底，全国跨省高铁联通覆盖总里程达到3.6万公里，3G、
4G总体覆盖率达到98%。

2019年6月6日， 中国联通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的5G商用
牌照。此前，中国联通一直积极布局5G网络建设，在4月23日，中国联
通正式发布了品牌标识“5Gn”及主题口号———“让未来生长”。中国联
通还发布了 “7+33+n”5G网络部署 ，即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南
京 、杭州 、雄安7个城市 （区域 ）实现城区连续覆盖 ，在33个城市实现
热点区域覆盖， 在n个城市定制5G网中专网， 搭建各种行业应用场
景 ，为合作伙伴提供更为广阔的试验场景 ，推进5G应用孵化及产业
升级。目前，中国联通已经发布了基于5G网络结合人工智能 、AR、VR
等技术的众多创新产品 ，覆盖交通 、文旅 、教育 、医疗 、体育 、能源和
应急安全等领域。9月9日， 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就5G网络共建共享
达成共识 ，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 。双方进行5G网
络共建共享合作 ，特别是双方连续的5G频率共享 ，有助于降低5G网
络建设和运维成本 ，高效实现5G网络覆盖，快速形成5G服务能力，增
强5G网络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从电报、电话到 5G

光宽带与 5G�“双千兆”比翼齐飞

�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恢复建设国内长途电信网的同时，迅速开通与苏
联、波兰、匈牙利、东德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电话业务。 1949 年 7 月
开通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报业务， 11 月 21 日开通北京至莫斯科无
线电话电路。 1950 年 12 月 12 日我国第一条有线国际电话电路———北京
至莫斯科电路正式开通， 并经苏联转接， 陆续开通至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的国际电话， 成为当时欧亚大陆最长的有线载波电路。 至此，这条电路承担
了我国重要的对外联系任务。

而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6 年来，中国联通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主力军之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国际资
源优势，以高质量发展铸造更畅通的“信息丝绸之路”为目标，全力提升我国
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推进“信息丝绸之路”陆海并
进。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而信息的互联互通是重要内容。倡议
实施以来，中国联通始终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一带一路”设施联通
的重要内容， 在构建全球高速传输网络工作中形成了海陆缆互为备份的北
线、中线、南线齐头并进的建设格局，为客户提供丰富的通信核心资源，显著
提高了互联互通能力。

截至目前，中国联通在“一带一路”区域海缆系统容量达到 11.2T，登陆
及直达 19 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跨境陆缆系统容量达到 2.4T，与俄罗
斯、蒙古、哈萨克斯坦等 10 个“一带一路”国家互联；自建 14 个国际网络节
点（POP），覆盖 10 个“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中国联通（香港）环球中心已
成为“一带一路”信息基础设施互联枢纽。中国联通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客户提供包括数据专线、带宽批发、数据中心、云计算、系统集成、国际漫
游、移动虚拟运营（MVNO）等在内的一揽子服务，带动区域性国际信息应用、
数据中心、服务外包、呼叫中心等相关业务的发展。

同时，中国联通推进重点项目，打造了“一带一路”信息光通道。中国联通
统筹协调，重点推进了中国-东盟跨境国际陆缆扩容工程，重点国际海缆包括
亚非欧（AAE-1）1 号国际海底光缆、亚欧 5 号（SWM5）国际海底光缆以及亚
太直达海缆（APG）和南大西洋国际海底光缆（SAIL）实现多路径、多系统覆
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安全、稳定、优质
的国际通信网络光通道。

中国联通共服务 600 家出海企业 ， 组网带宽达 1.5T， 业务通达约
100 个国家， 为大量企业在 “一带一路” 的本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国际通
信和增值服务。

� 中国联通在 1994 年进入市场之初，就创新推出低柜台服务，同时以
主动、亲情、即时和透明等服务优势赢得了用户和市场。 1999 年，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先后创新推出客服热线。 2008 年原中国联通与原中国网通
重组后，使用统一的 10010 作为客服热线。

近年来，中国联通在互联网化转型中，以客户为中心，加快推进客户服
务及管理的网络化、智能化，推动关键流程“端到端”优化再造，持续改善用
户感知。在营业窗口服务方面，聚焦客户感知和一线服务痛点，加强自助终
端使用推广及简单业务线上迁转， 有效缩短客户等待时长和业务办理时
长。 同时，研究数字化营业厅建设，通过智能叫号终端有效进行客户分流，
提高受理效率，缩短用户等待时长，提升用户感知。

同时，中国联通近年来积极拓展互联网服务渠道，持续提升互联网线
上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了网厅、手厅、微博微信、在线客服等立体、全方位
的互联网服务渠道。 在互联网电子化服务方面，通过持续进行服务创新和
流程优化，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电子化服务需求。

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 手机营业厅按照一切为用户着想的理念， 致力
于向用户提供优质的客户体验。 网上营业厅实现如宽带专区、 4G 专区、 流
量专区等各类专区建设， 以及增值业务退订、 各类流量包等 344 项功能。
在手机营业厅方面， 持续提升互联网线上服务能力和水平， 遵循客户一体化
服务理念， 对手机营业厅持续进行全面升级， 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千
人千面服务， 提供贴心醒目的用户使用提示和个性化应用。

“中国联通客服” 官方微博可以算是联通互联网服务的鼻祖。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中国联通客服”官方微博累计响应客户咨询、投诉等诉
求 3 万件，处理及时率 98.9%，累计覆盖人数超过 1.3 亿，赢得了客户良
好口碑。 “中国联通微厅” 微信公众平台是联通重要的互联网营销服务触
点，为微信用户提供 4G 入网、业务办理、咨询等常用功能。

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惠民产品丰富多彩

提升用户感知 服务与时俱进

创新之花处处盛开

� 近年来，光纤宽带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引擎。 中国联通始终
把建设宽带网络这一战略性基础设施作为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加
快推进固定网络向光纤化升级的进程。如今，中国联通千兆光宽带和 5G
开始“飙速度”，“双千兆”时代来临。

2014 年 10 月，中国联通召开网络光纤化改造工作启动大会，在行
业内率先全面推进光改，公司分管领导挂帅，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轰轰烈
烈的光改工作。 中国联通累计投资 243 亿元进行网络光纤化改造，截至
2016 年底，在北方十个省区市提前 1 年全部实现“全光网”，城市区域
基本具备 100Mbps 接入能力，农村行政村实现光纤到村。 据统计，中国
联通共改造住宅小区 25 万个，楼宇 154 万栋，住宅 1 亿套，改造农村行
政村 23 万个；宽带覆盖家庭总数从光改前的 4750 万户提升到 1.3 亿
户，增长 1.7 倍，光纤通达的行政村由 17 万个增加至 23 万个，通达率
达到 92%；FTTH 用户数由 1500 万提升至 4638 万，FTTH 用户占比由
30%提升至 82%。 2017 年，中国联通提出在北京、上海、天津、济南、青
岛、合肥、海口等 15 个城市开展千兆宽带试点。

今年，中国联通已陆续在各地部署千兆宽带。基于 5G、千兆宽带、千
兆家庭 WiFi 三大千兆基础精品网络开始走入千家万户，以非常实惠的
价格让广大用户畅享千兆网络。

� 为落实国家“宽带中国”战略和“提速降费”要求，中国联通不断优化
产品套餐，推出了多项优惠资费政策，实现“降费惠民”，同时，为快速响应
不同地区的客户需求，充分发挥省分公司的经营活力。

在中国联通的产品体系中，“沃” 品牌一直是中国联通与用户沟通的核
心品牌，涵盖所有产品、业务、服务、套餐等，其核心理念便是“精彩在沃”。

中国联通依托高速流畅的宽带网络，大力提升流量经营能力，前后向
经营并重。 在已推出多档月流量可选包的基础上，增加流量月加油包、流
量日包、流量假日包、半年包等产品，持续丰富各类大流量视频、音乐、游
戏的定向流量包优惠；开放套餐外流量放心用功能，并新推出流量放心用
升级版，实施阶梯式流量放心用。 同时，借助重点项目拓展后向流量经营
业务，构建一体化的流量分发平台，统一政策、统一接入、统一支撑、分权
管理，支持流量经营的商业模式创新。 在定向流量方面，采用与第三方应
用的一体化产品模式，不断丰富增值业务填充，推出 WO+App，包括 WO+
视频、WO+音乐、新浪微博等十大类产品。

中国联通大力发展基于宽带网络的视频类产品， 推出以 4K 视频为
主的家庭视频应用产品“沃家电视”，涵盖视频、游戏、音乐、教育、购物、健
康等多领域内容，整合超过 10 万小时的视频内容、超过 1400 款的游戏
内容和超过 5 万首的音乐内容。 为促进以视频业务为引领的信息消费，
中国联通组织成立了“4K 超清产业联盟”，与中国电信联合制订 4K 智能
机顶盒技术规范，与华为公司签署 4K 联合创新协议，发布 IPTV 技术白
皮书，积极推动 4K 超清产业健康发展。

从惜字如金发电报， 到摇把子电话； 从用 ADSL 拨号上网，
到无拘无束通过光纤宽带或手机上网； 从 1995 年 7 月开通京、
津、 沪、 穗四城市的移动电话业务， 到 2019 年 4 月向首批加入
5G 先锋计划的友好体验用户交付 5G 手机……中国联通以人民
为中心， 为广大群众逐步提供了用得上、 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
息通信服务， 逐渐覆盖各种民生服务， 而且网络越来越便捷、
资费越来越便宜、 应用越来越丰富， 轻松满足百姓吃穿住用行、
娱乐、 学习、 工作等各种需求， 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从 3G 时代对蔬菜大棚进行简单的智能控制， 到自动驾驶出
现在 5G 园区、 通过 5G 控制智慧码头、 能动手术的多学科 5G
机器人， 5G赋能医疗、 教育、 环保、 能源、 工业互联网、 物流、
新媒体……信息通信技术不断突破， 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主
力军， 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建设的国家队， 中国联通
逐渐与社会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赋能传统产业， 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有力支撑了社会信息化发展和“网络强国” 战略， 一
次次谱写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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