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要点： 
 以微信为代表的 OTT 业务在通信产业链中逐渐主导话语权，产业链

中心的转移让运营商面临“被管道化”风险，变革是未来趋势。 
 通信产业未来的变革方向包含两个：通信网的智能化技术将引领行业

产能走向；运营商将围绕“数据和流量”进行经营方式变革。 
报告摘要： 

 移动互联引爆广泛存在的通信需求，4G 被迫提前启动。通信流量规

模急剧增长，通信需求从信息传递向社交网络转变，通信内容从简单

信息、语音、图像、视频到高清多媒体等逐渐复杂化，为通信产业带

来挑战。4G 建设被迫提前启动，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周期机遇。 

 OTT 快速成长使得运营商“被管道化”。微信为代表的 OTT 业务采

用“前向免费，后向收费”模式迅速侵削传统运营商的语音和短信业

务，同时也提升了部分通信流量。在通信产业价值链中，OTT 比物

理通信网距离用户端“更近”，这是运营商“被管道化”的本质原因。

 流量经营和数据资产变现将引领通信网运营的变革趋势。未来的通信

网络成本支出中，CAPEX 占比逐渐降低，OPEX 占比将提升到 80%
以上，利好网络优化维护。技术升级改造将向 SDN/4G/5G 更高速度、

更低成本的方向演进，特别是 SDN 能够有效降低网络的 OPEX。通

信网运营的盈利模式将围绕“流量经营，数据增值”方向改变。 

 越靠近用户的企业在产业链中越有发言权。距离用户端从远到近的通

信网层次分别是：物理通信网、CDN 网和 P2P 网。物理通信网之上

五个层次：智能终端、无线接入、移动 OS、平台类应用和功能应用，

依次向上传递通信能力到最终用户。最靠近用户的移动应用，特别是

平台类应用将成为产业链的重心。 

重点公司 股价 12EPS 13EPS 14EPS PE PB 评级 

鹏博士 16.33 0.15 0.72 0.86 22.68 2.78 买入 

神州泰岳 19.34 1.12 0.86 1.09 22.49 7.07 买入 

世纪鼎利 11.87 0.06 0.26 0.38 45.65 1.66 增持 

梅泰诺 14.25 0.24 0.40 0.51 35.63 2.34 增持 

烽火通信 19.54 1.03 0.68 0.81 28.74 3.51 买入 

邦讯技术 13.94 0.67 0.27 0.49 51.63 2.61 增持 

爱施德 12.20 -0.26 0.60 0.73 20.33 3.00 增持 

初灵信息 19.26 0.31 0.39 0.52 49.38 4.26 增持 
 

TMT 行业研究组 
分析师： 

赵国栋(S1180513050002) 
电话：010-88085901 
Email：zhaoguodong@hysec.com 
研究助理： 
顾海波 
电话：010-88013569 
Email：guhaibo@hysec.com 

 
市场表现 

2012/8/18～2013/8/18

-18%
-6%
6%

18%
30%
42%

Aug/12 Dec/12 Apr/13

上证指数 通信

 
相关研究 

《神州泰岳：收购手机动漫，注入成长

新动力》 
2013/8/15

《新北洋：规避宏观风险,看好海外市场

发力》 
2013/6/27

《中海达：三维激光扫描产品首销,增长

可期》 
2013/6/7

 
 
 
 
 
 
 
 
 
 
 

 

证券研究报告/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2013 年 08 月 18 日

移动互联网建立通信行业新规则 增持 维持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2 页  共 64 页 

目录 

一、移动互联网对通信行业的颠覆 ................................................................................................................................... 7 

（一）泛通信时代用户需求规模爆发且多样化裂变 .................................................................................................. 7 
1、移动互联引爆广泛存在的通信需求 ............................................................................................................. 7 

（1）通信使用方覆盖大幅扩大 ................................................................................................................. 7 
（2）通信使用方参与度显著提升 ............................................................................................................. 7 
（3）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高速增长 ......................................................................................................... 8 

2、通信需求从信息传递向社交网络转变 ......................................................................................................... 9 
3、三网融合加速催生统一通信 ....................................................................................................................... 10 

（二）OTT 快速成长使得运营商“被管道化” ........................................................................................................ 12 
1、通信能力供应的生产、运行和传递分析 ................................................................................................... 12 

（1）通信能力供应的两条线 ................................................................................................................... 12 
（2）通信能力传递的五个层次 ............................................................................................................... 13 

2、通信产业重心迁移的三个阶段 ................................................................................................................... 14 
（1）通信网主导阶段 ............................................................................................................................... 14 
（2）终端主导阶段 ................................................................................................................................... 14 
（3）应用主导阶段 ................................................................................................................................... 15 

3、物理通信网将成为“管道” ....................................................................................................................... 16 
（1）当通信网成为基础设施 ................................................................................................................... 16 
（2）管道的周期升级特征分析 ............................................................................................................... 16 

（三）通信产业的经营变革：入口+流量+数据 ........................................................................................................ 17 
1、接触用户的更多入口 ................................................................................................................................... 17 

（1）智能终端 ........................................................................................................................................... 17 
（2）网络接入 ........................................................................................................................................... 18 
（3）移动 OS 及桌面 ................................................................................................................................ 18 
（4）平台类应用 ....................................................................................................................................... 20 
  浏览器 ................................................................................................................................................. 21 
  平台应用——即时通讯 ..................................................................................................................... 21 
  平台应用——社交网络 ..................................................................................................................... 21 
  平台应用——电子商务 ..................................................................................................................... 22 
  平台应用——其它垂直类应用 ......................................................................................................... 22 

（5）输入法 ............................................................................................................................................... 23 
2、运营商的“数据和流量”经营变革 ........................................................................................................... 23 

（1）流量经营是基础 ............................................................................................................................... 23 
（2）加入到 OTT 市场 ............................................................................................................................. 25 
（3）数据即资产 ....................................................................................................................................... 25 

3、SDN 将引领通信网络及设备变革 .............................................................................................................. 25 
（1）通信流量结构调整的智能化 ........................................................................................................... 25 
（2）通信容量升级演进的智能化 ........................................................................................................... 26 
（3）关键是智能网络设备和网管系统 ................................................................................................... 27 

二、通信行业门口的挑战者............................................................................................................................................. 27 

（一）腾讯——用户因微信选择运营商 .................................................................................................................... 27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3 页  共 64 页 

1、互联网创业者人人畏惧的企鹅帝国 ........................................................................................................... 27 
（1）用户需求深度覆盖+极致体验的强大产品体系 ............................................................................. 27 
（2）免费用户+增值收费的经典互联网商业模式 ................................................................................. 29 
（3）组织结构分析 ................................................................................................................................... 29 
（4）经营财务状况 ................................................................................................................................... 30 

2.、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让运营商颤抖 .......................................................................................................... 30 
（1）腾讯生态系统的根基——开放平台 ............................................................................................... 30 
（2）觊觎全球市场的社交霸主——微信 wechat ................................................................................... 32 

（二）蓝汛通信——CDN 网比物理通信网更快 ....................................................................................................... 36 
1、距离用户更近的 CDN 网络成长空间很大 ................................................................................................ 36 
2、跨越运营商的结构性优化能力——蓝汛网速指数 ................................................................................... 38 

（三）Twilio——通信 API 化中间商催生 OTT 海量入口 ........................................................................................ 39 
1、Twilio 简介 ................................................................................................................................................... 39 
2、Twilio 创新的商业模式 ............................................................................................................................... 39 
3、通信能力 API 化催生海量入口 .................................................................................................................. 40 

三、通信行业变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 42 

（一）通信产业链的受益子行业及公司 .................................................................................................................... 42 
1、宽带中国/4G-LTE 建设/“棱镜门”/利好通信设备制造商 ...................................................................... 42 

（1）烽火通信 600498.SH：光通信技术龙头，受益宽带中国 ............................................................ 42 
（2）梅泰诺 300038.SZ：受益于 4G 建设，具有无线通信安全概念 .................................................. 43 

2、运营商投资结构调整利好网络优化加速和运维 ....................................................................................... 43 
（1）鹏博士 600804.SH：拥有“奔腾一号”光纤网， IDC 转型到 CDN 具有成本优势 ................ 43 
（2）世纪鼎利 300050.SZ: 无线网络优化产品和服务龙头 ................................................................. 44 
（3）邦讯技术 300312.SZ: 无线网络优化服务龙头 ............................................................................. 44 

3、虚拟运营商（自由创新的想象空间，空间不大） ................................................................................... 44 
爱施德 002416.SZ：转型虚拟运营商 ...................................................................................................... 44 

4、通信增值服务商（当前总值小，过程推进慢，但空间大） ................................................................... 45 
神州泰岳 300002.SZ：通信增值服务商，借势运营商出海。 .............................................................. 45 

（二）投资风险提示 .................................................................................................................................................... 45 

附录 .................................................................................................................................................................................... 47 

各国的通信行业产业特征分析 .................................................................................................................................... 47 
1、美国通信行业 ............................................................................................................................................... 47 
2、日本通信行业 ............................................................................................................................................... 48 
3、韩国通信行业 ............................................................................................................................................... 48 
4、德国通信行业 ............................................................................................................................................... 49 
5、中国通信行业 ............................................................................................................................................... 49 

（1）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诞生历史 ........................................................................................................... 49 
（2）中国移动主导形成中国通信行业产业链 ....................................................................................... 50 

微信的影响事件列表 .................................................................................................................................................... 51 
微信发布版本历史 ........................................................................................................................................................ 52 
主流的移动浏览器 ........................................................................................................................................................ 56 
主流平台类产品 ............................................................................................................................................................ 57 
运营商增值服务业务发展状况 .................................................................................................................................... 59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4 页  共 64 页 

三网融合政策推进回顾 ................................................................................................................................................ 61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5 页  共 64 页 

插图 

图 1：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通信范围大幅扩大 .................................................................................................................... 7 
图 2：一天中的用户行为 .................................................................................................................................................... 8 
图 3：2009～2016 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 ................................................................................................................... 8 
图 4：2009～2016 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规模 ................................................................................................................... 8 
图 5：基本通信类型 ............................................................................................................................................................ 9 
图 6：通信内容的发展历史 .............................................................................................................................................. 10 
图 7：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全景 .......................................................................................................................................... 10 
图 8：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业务全景 .................................................................................................................................. 10 
图 9：三网融合催生统一通信 .......................................................................................................................................... 11 
图 10：通信能力供应的生成线 ........................................................................................................................................ 12 
图 11：通信能力供应的运营线 ........................................................................................................................................ 13 
图 12：通信能力传递的五个层次 .................................................................................................................................... 13 
图 13：通信网主导阶段 .................................................................................................................................................... 14 
图 14：终端主导阶段 ........................................................................................................................................................ 14 
图 15：应用主导阶段 ........................................................................................................................................................ 15 
图 16：2000～2013 三大运营商资本支出 ....................................................................................................................... 16 
图 17：互联网巨头对多屏合一的战略布局 .................................................................................................................... 17 
图 18：移动 OS 的市场格局 ............................................................................................................................................. 18 
图 19：国内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下载排名 ........................................................................................................................ 20 
图 20：2012 全球手机浏览器份额 ................................................................................................................................... 21 
图 21：2012 中国手机浏览器份额 ................................................................................................................................... 21 
图 22：2012 社交应用市场份额 ....................................................................................................................................... 22 
图 23：2012 社交应用下载排行 ....................................................................................................................................... 22 
图 24：2012 社交应用市场份额 ....................................................................................................................................... 22 
图 25：2013Q1 移动购物企业交易规模占比 .................................................................................................................. 22 
图 26：2013Q1 中国移动互联网细分行业结构占比 ...................................................................................................... 22 
图 27：2013Q1 国内移动互联网细分行业结构占比 ...................................................................................................... 23 
图 28：无线通信技术的演变路径 .................................................................................................................................... 26 
图 29：通信核心网技术的演变路径 ................................................................................................................................ 26 
图 30：基于 SDN 的软定义智能宽带接入网网络架构 .................................................................................................. 27 
图 31：以 QQ 为核心的产品体系覆盖用户全部生活需求 ............................................................................................ 28 
图 32：全面的产品战略布局 ............................................................................................................................................ 28 
图 33：腾讯的业务组成 .................................................................................................................................................... 29 
图 34：腾讯的组织结构 .................................................................................................................................................... 29 
图 35：腾讯的经营状况 .................................................................................................................................................... 30 
图 36：互联网开放平台格局分析 .................................................................................................................................... 31 
图 37：开放平台建立生态系统 ........................................................................................................................................ 31 
图 38：开放平台向移动互联网布局 ................................................................................................................................ 32 
图 39：微信功能概览 ........................................................................................................................................................ 32 
图 40：微信用户增长示意图 ............................................................................................................................................ 33 
图 41：微信功能对用户类型的覆盖 ................................................................................................................................ 33 
图 42：运营商业务收入结构 ............................................................................................................................................ 35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6 页  共 64 页 

图 43：CDN 网络架构图 .................................................................................................................................................. 36 
图 44：ChinaCache CDN 全国分布图 .............................................................................................................................. 37 
图 45：ChinaCache 的业务体系 ....................................................................................................................................... 37 
图 46：蓝汛经营业绩一览 ................................................................................................................................................ 38 
图 47：Twilio 提供虚拟通信 API 示意图 ........................................................................................................................ 39 
图 48：云通讯平台 Twilio 的服务方式 ........................................................................................................................... 40 
图 49：通信能力 API 化过程 ........................................................................................................................................... 41 
图 50：2012 年产品结构 ................................................................................................................................................... 42 
图 51：2008～2012 主要财务指标 ................................................................................................................................... 42 
图 52：2008～2012 营收和利润 ....................................................................................................................................... 43 
图 53：2008～2012 每股收益 ........................................................................................................................................... 43 
图 54：美国的电信发展历史 ............................................................................................................................................ 47 
图 55：美国电信产业的经营模式 .................................................................................................................................... 47 
图 56：日本的通信产业模式 ............................................................................................................................................ 48 
图 57：德国的通信产业模式 ............................................................................................................................................ 49 
图 58：中国的通信产业模式 ............................................................................................................................................ 50 
图 59：中国通信产业模式第一阶段 ................................................................................................................................ 50 
图 60：中国通信产业模式第二阶段 ................................................................................................................................ 50 
 

表格 

表 1：社交网络是最复杂的通信方式 ................................................................................................................................ 9 
表 2：OTT 提供通信能力的变革分析 ............................................................................................................................. 15 
表 3：国内移动接入的运营厂商 ...................................................................................................................................... 18 
表 4：移动 OS 的特征对比 ............................................................................................................................................... 19 
表 5：微信的变现渠道分析 .............................................................................................................................................. 34 
表 6：微信的影响事例节选 .............................................................................................................................................. 51 
表 7：微信版本发布历史 .................................................................................................................................................. 52 
表 8：主流的移动浏览器状况 .......................................................................................................................................... 56 
表 9：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主流的平台应用类产品 .......................................................................................................... 57 
表 10：运营商增值业务发展状况 .................................................................................................................................... 59 
表 11：三网融合推荐一览 ................................................................................................................................................ 61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7 页  共 64 页 

一、移动互联网对通信行业的颠覆 

（一）泛通信时代用户需求规模爆发且多样化裂变 

传统通信提供以语音为主、短信文本数据为辅的通信服务，而泛通信时代的通信需求

将体现出流量规模爆发性增长、通信内容视频为主的多样化趋势。 

1、移动互联引爆广泛存在的通信需求 

（1）通信使用方覆盖大幅扩大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参与通信的个人从持有手机的成年用户扩展到佩戴各

种可穿戴设备的不同年龄层次人群，而且让各种物理实体成为具有通信能力的对象。通信

能力从人和人扩展到人和物、物和物，通信市场规模从千亿级增加到万亿级。 

图 1：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通信范围大幅扩大 

 
资料来源：台湾省行政院资讯通信发展推动小组，宏源证券 

（2）通信使用方参与度显著提升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通信能力在智能终端设备支持下极大释放了用户的通信需求。传统

通信接入方式以电信网/internet 网为主，受制于固话通信的内容限制和 PC 联网的非便携

制约，用户的需求被限制在有限时间和场合下才能满足。移动互联网来源于互联网和移动

通信的融合，从而具有开放、移动终端、便携、可定位、实时等关键特征，可以极大方便

用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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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一天中的用户行为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在一天中的用户行为中，以往的通信技术只能满足整块时间的通信需求，而移动互联

网能够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支持用户碎片化时间的泛通信需求，从而让单个用户的上网时间

大大增加了。 

（3）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高速增长 

图 3：2009～2016 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  图 4：2009～2016 中国智能手机保有量规模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从总体规模和成长速度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同时移动互联网

用户渗透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据 CNNIC 数据显示，2012 年 12 月底中国有 4.2 亿用户

使用移动互联网，占网民总体 74.5%，占国民总体的 31.3%。而发达国家的移动互联网用

户渗透率平均为 68%。另一方面，PC 互联网用户从 2000 万到 1 亿用了 6 年，移动互联网

用户从 2000 万到 1 亿用了 2 年，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和发展速度。据艾瑞咨询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将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趋势，预计 2017 年达到 3000 亿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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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信需求从信息传递向社交网络转变 

从人类社会开始，通信的基本需求类型就可以归纳出来：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

但是经过现代科技的发展，电话、电信网络、计算机网络， 移动互联网逐渐提供了更加

方便、高效经济的通信方式。 

图 5：基本通信类型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用户习惯的改变，在信息经济时代，通信需求已经从最基本的一对

一信息传递向社交网络转变。 

表 1：社交网络是最复杂的通信方式 
通信类型 特征 实例 

一对一实时 
同步通信，发起方单向实时发起，点对点通信； 

接收方决定是否收取信号。  
电话，发短信，可视电话 

一对一非实时 异步通信，发起方单向发起，点对点通信；  语音信箱，短信缓冲 

一对多实时 同步通信，发起方单向实时发起，接收方决定是否收取信号。 无线广播，短信群发，网络授课，电视

一对多非实时 
异步通信，发起方提供访问地址和资源； 

接收方决定获取信息的时机。 
门户网站，Blog，视频点播，电视回看 

发布订阅 
异步通信，由接收者发起订阅； 

发送方提供内容给订阅对象群并决定通信（推送）时机，  
微博，RSS 

多人非实时 异步通信，多人参与建立连接（群），多对多 QQ 群，微信群聊 

多人实时 同步通信，多人实时参与，多对多 多人电话，网真会议 

社交 
支持陌生人发起建立通信连接，之后的通信方式支持实时和非实

时，一对一；社交圈内强关系，通信频度高，线上和线下耦合紧密
摇一摇，朋友圈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通信内容需求逐渐从最初的简单信息，经历了语音、图像、视频到高清多媒体的演进

过程，在满足各种通信内容需求的同时，结合通信增值服务不断提升使用者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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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通信内容的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3、三网融合加速催生统一通信 

三网融合是统一通信的早期阶段。统一通信的核心内容是：让人们无论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任何设备、任何网络，获得数据、图像、声音、视频的自由通信。三

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融合，然后用户能利用电话、电视、电脑等任

一终端，不论经由何种网络，都可享受上网、视频、通话等服务和应用。 

图 7：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全景 图 8：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业务全景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宏源证券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三网融合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纷纷将三网融合作为提升信息产

业发展的新的增长引擎，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在产业界，Apple 发布 airplay 无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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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推出电视棒产品、小米、迅雷进入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市场，乐视网与京东合作开拓

电子商务市场，长城宽带与 PPTV 试水互联网电视等，三网融合实施进程在快速演进。 

电信公司全球联合通信业务的负责人史蒂夫。马斯特斯认为，网络融合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统一产业标准阶段；基础设施的融合阶段；延伸拓展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艰

难探索和推进，当前工信部和广电部在三网融合发展的目标、行业监管等诸多方面都逐渐

形成了统一标准，电视网的光纤化和双向改造，电信网的 IP 化等基础设施统一融合预计

2015 年内完成。随着信息化推进、网络快速普及电子信息技术不断进步， 三网融合的技

术和体制障碍不断弱化，三网融合进入将逐步从基础设施融合阶段进入延伸拓展阶段。 

图 9：三网融合催生统一通信 

资料来源：运营商，宏源证券 

从发展进程看，三网融合逐渐提速。首先是政策推动逐渐提速，行业壁垒逐渐打破，

行业监管逐渐成熟（详细参见附录）；其次是技术升级提速，宽带中国战略的推进和移动

网络的提速，包括 3G 升级和 4G 启动，将释放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包括移动通信和视频

媒体等，从而加速电信、互联网、广电网的融合；再次是商业模式革新提速，从最初的终

端设备厂商和视频网站的“灰色”运营，到通过广电系 7 家互联网电视牌照商的合作运营，

到尝试通过多屏合一绕行广电监管等，行业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积极探索并寻找商

机，这又反向推动融合进程的加速发展。 

三网融合将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发展，包括内容提供商、增值服务提供商、运营商（电

信和互联网电视）、光通信设备、机顶盒设备制造商等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均将受益。国

家广电总局数据显示，我国有线电视用户基数为 2.15 亿，2012 年双向改造完成数约 7000
万户，IPTV 用户超过 2100 万户，OTT TV（互联网电视）终端覆盖率超过 3000 万户。预

计 2015 年我国双向网覆盖用户将超过 1.7 亿，开通用户将达到 5000 万户。按照每户

1500 元估计，未来三年仅有线电视网所带来的市场空间高达 1300 亿左右，而这仅仅包括

双向网改、高清交互机顶盒、CA 卡（数字移动电视解密卡）、BOSS 系统（业务运营支撑

系统）等。据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Digital TV Research 预测，中国互联网电视(OTT TV)市场

的营收总量将从 2010 年的 5000 万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13.8 亿美元。 

据国务院三网融合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估算，未来 3 年内，

三网融合启动的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巨大，将超过 6000 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电信宽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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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广电双向网络改造、机顶盒产业发展，以及基于音视频内容的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有

效投资，估算达 2490 亿元；可激发和释放社会的信息服务与终端消费近 4390 亿元；数字

内容开发制作、机顶盒生产与安装等将新增就业岗位达 20 万个。由此推动的固网宽带业

务将拉动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预计如三网融合在业务层面市场化、常态化后，带动

的相关市场空间将高达万亿以上。 

三网融合的实施将加速实现统一通信的终极目标。 

（二）OTT 快速成长使得运营商“被管道化” 

OTT 是“Over The Top”的缩写，即互联网公司利用运营商的宽带网络发展自己的业

务，直接面向用户提供服务和计费，使运营商沦为单纯的“传输管道”，无法触及管道中传

输的巨大价值。OTT 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迅猛发展，其代表的需求释放特征对运营商主

导的通信能力供应端产生的深远影响。 

1、通信能力供应的生产、运行和传递分析 

（1）通信能力供应的两条线 

图 10：通信能力供应的生成线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通信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展现的是网络静态结构的产生（时间）线，揭示出通信

能力供应方的协作次序和上下游关系。通信能力产生线和通信产业链结构相似，从原材料

开始经过元器件、零部件制造加工，到通信网规划、通信设备、光缆及配套、无线基站等

产生物理通信网；终端芯片、终端设备设计和组装等产生无线通信终端设备；物理设备通

过运营商网络的集成构成“完整的通信网”。终端安装了移动 OS 及各种应用后，能够给

最终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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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通信能力供应的运营线 

 
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用户在使用通信网的过程中展现的通信能力传递路径称为动态运行线。运行线包括基

础通信网（电信网）、CDN 加速网、P2P 自治网三个运行层次。上图中的覆盖全球的物理

网络是基础网，其特征是网络结构与物理网络布线方式对应；物理区域集中的 P2P 自治

网形成“局域物理网”，其特征是完全基于物理网不添加设备节点，由动态加入的节点

（peer）组成，由统一的调度软件进行软路由，路由算法按照动态网络拓扑路径搜索进行；

CDN 内容加速网需要在物理网上添加 CDN 节点（主要是 Cache 设备），由分布式内容同

步管理系统负责内容层的统一管理和网络访问路由，目标是实现内容访问速度的最优。 

通信网的动态运行线能揭示出通信能力供应方的运行参与者及各自运营成本结构。传

统物理通信网络的带宽成本可以参考视频网站的年成本，100MB 大约 10 万/年。CDN 技

术可以通过较低成本的缓冲服务器投入和内容分发加速系统支持，大大提升基于内容的数

据传输速度，本质上是通过投入 cache 成本减少节点间大数据量传输的带宽成本。典型的

CDN 公司有蓝讯通信、网宿科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专利和 IDC/CDN 整体解决方案

的性价比。由于数据传输模式的不同，采用 P2P 技术可以将带宽成本大大降低，同等带

宽需求量之下服务器成本只相当于固定网络技术的 10%-30%。典型的 P2P 技术企业是迅

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其会员费、云下载等盈利模式已经获得成功。 

（2）通信能力传递的五个层次 

图 12：通信能力传递的五个层次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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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能力从供应方传递到用户需要经过五个层次：网络接入 =>终端设备=>移动

OS=>平台应用=》功能应用。 

五个层次之间的四级转换形成了四个移动互联网入口：1）移动接入入口，例如移动

基站，WiFi 路由；2）移动终端入口，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3）移动 OS 入口，例如

Android 和 iOS；4）平台应用入口，例如应用超市，浏览器，微信，搜狗输入法；。 

2、通信产业重心迁移的三个阶段 

移动通信产生以来，通信产业的二十多年进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通信网主

导阶段；终端主导阶段；应用主导阶段。 

（1）通信网主导阶段 

图 13：通信网主导阶段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20 世纪末期，国内通信产业处于网络建设初期，通信网成为产业链的主导。彼时中

国三大运营商相继成立，电信用户的需求以基本的语音通话为主，通信设备和终端制造商

的产能全部用来为运营商供货，运营商网络的好坏直接决定用户量多少。由于通信能力明

显小于通信需求，因而拥有通信网络的运营商处于产业链绝对主导地位。 

（2）终端主导阶段 

图 14：终端主导阶段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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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Apple 公司推出的智能手机 iPhone 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开启了终端主导

通信产业链的新阶段。随后，三星、HTC 依靠终端创新和个性化智能产品异军突起，诺

基亚、摩托罗拉等昔日霸主彻底沦落，通信产业链格局发生巨变。终端市场的出货量连续

多年以 30%速度增长，彻底激活了用户潜在的通信需求。多年来移动的铁杆用户为了使用

iPhone 主动换号转网，历来处于产业链强势地位的三大运营商开始主动和“Apple”合作

引进 iPhone，这都表明，此时的通信市场已经被终端厂商主导。  

（3）应用主导阶段 

图 15：应用主导阶段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随着智能机的逐渐普及，丰富多彩功能强大的移动应用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用户开

始因为应用而选择终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变需要众多终端应用

来满足。微信、Line、WhatsApp 等应用的快速成功表明，更大的市场在这里。 

表 2：OTT 提供通信能力的变革分析 
通信过程 传统电信方式 OTT 方式 

通信对象 
电话-电话 任意设备-任意设备 

通信发起 
电话 网络服务命令 or 功能应用 

通信对象标识 
电话号码 号码 or 用户名 

通信内容 
数据（文字，语音） 各种数据，行为（服务）触发 

传输 
封闭网络 开发网络 

网络架构 
层次化电信网络 电信网+CDN+P2P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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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OTT 提供的通信方式全面优于传统电信通信。首先，OTT 可以运行于任意

设备上，从而让通信对象不再限制与电话-电话；其次，OTT 环境中的通信发起不需要通

过电话进行，任意应用甚至网络服务命令都可以发起通信；再次，通信网中的通信对象标

识可以不限于难以记忆的数字号码，可以是任意用户名；通信传输方式也更为灵活，可以

复用现有的 internet 网络，网络架构也更加灵活。 

在这一阶段，通信内容更加复杂流量爆发性增长，反向拉动通信网络加快升级步伐。

安迪比尔定律开始显现，谁掌握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的入口谁就占据主动。可以预见，未来

的通信产业链将迎来应用主导的新阶段。 

各国的通信行业产业特征分析参见附录。 

3、物理通信网将成为“管道” 

（1）当通信网成为基础设施 

在通信产业价值链中，通信能力的传递路径显示物理通信网距离用户端“最远”，这

是运营商被“被管道化”的本质原因。类似于交通运输中的铁公路网和电力中的电路网建

设，当基础通信网络建设完成时，其匹配的运力（通信能力）就已经确定了，在相当长的

周期内，物理网络的增长速度将稳定不变，直到下一次网络升级周期的到来。对于电信网

络而言，从 2G/3G 到新启动的 4G 建设，无线通信基站的建设部署将呈现出规模逐渐减少

的特征，而基站升级改造和网络优化的比重将逐年提升。 

（2）管道的周期升级特征分析 

基础设施的升级取决于通信需求是否超出当前市场对通信网络的容量和性能约束，如

果预计需求将超出通信网容量，则运营商会提前 3 年投入资本升级网络。因此，通过分析

运营商的资本支出额可以判断通信网的升级周期特征。 

图 16：2000～2013 三大运营商资本支出 

 
资料来源：Wind，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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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2000 年、2007 年分别启动了大规模的资本支出，结合通信史知道分别对

应 2G 通信网络和 3G 通信网络建设。根据运营商 2013 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估算投资总额将

达到 3300 亿元，从投资增速看即将启动新一轮通信网升级周期，对应 4G-LTE 的建设。

在这次升级过程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分别加大投资规模，中国联通则减缓支出。 

运营商的管道升级目标是提升通信网的容量和性能，迎接移动互联网数据流量爆发性

增长的时代。 

（三）通信产业的经营变革：入口+流量+数据 

1、接触用户的更多入口 

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巨头 google 通过多年的布局拥有移动互联网入口最为完整的产品

线，包含移动接入、终端设备、终端操作系统、浏览器平台、搜索应用等。 

Google 的战略本质上体现：越靠近用户的企业在产业链中越有发言权。从用户视角

出发，通信网络的使用需要经过：购买智能终端=>付费网络接入=>使用智能 OS 桌面=>
打开网络应用（浏览器 or 平台应用）=>使用通信功能服务。众多业界巨头纷纷开始布局

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入口，希望增大和用户的接触面和时长。 

（1）智能终端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需要智能终端支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多样的终端特别是智能移

动终端是重要基础设施，从基础通信功能和个性化多方面满足用户的需求。移动通信智能

终端是移动电话演进而来，能够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智能穿戴设备。 

三网融合、多屏合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智能终端将统一 PC、手机、平板、电视，

为用户形成统一的应用展示生态系统。主流的移动互联网公司纷纷对此布局。 

图 17：互联网巨头对多屏合一的战略布局 

 
资料来源：VisionMobile，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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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时代，智能终端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将成为人类自身感官系统的延伸，情

景感知和智能感知是终端发展的新方向。基于 PC 架构的以 CPU+开放操作系统为代表的

终端智能化，已经远远不够。移动终端的智能更多体现在传感方面，通过各种传感器（罗

盘、加速器、陀螺、气压、GPS、光线、耳机、摄像头、触屏、温度、红外等等），把人

的感官系统和神经系统与终端联系在一起，使得智能终端成为感官系统的延伸，从而实现

Brain-Machine 互动，让机器能够感知到人的行为，预测人的行为，情景感知和智能感知

是智能终端的发展新方向。通过云端的大数据分析和情景感知的终端的配合，实现个性化

服务、智能化服务和自然的人机交互方式，从而把用户体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2）网络接入 

移动端的固定网络接入采用 WLAN 技术，WLAN 的整体投资包括 AP（无线路由器）、

网络交换机、节点路由器、核心网业务支撑系统、测试系统、安装，等等。一般估算，整

体投资规模是单纯接入设备 AP 单价的 6 倍左右。国内移动网络接入运营厂商负责为用户

提供无线接入服务，包括运营商提供的 2G/3G/WLAN、第三方厂商的 WLAN 服务。如下

表所示： 

表 3：国内移动接入的运营厂商 
名称 核心业务 发展状况 

移动 TD 接入，WLAN 分流 至 2012 年底共建成 AP 383 万个，手机上网总流量中 WLAN 占比近一半 

联通 WCDMA 接入，WLAN 分流 至 2012 年底，共建成 AP ？？万个 

电信 CDMA 接入，WLAN 分流 至 2012 年底，共建成 105 万个 

迈外迪 

关注咖啡馆的 WLAN 服务，插

入导航首页广告 

至 2012 年底，向商家赠送出 9000 多套 wifi 设备，覆盖北上广深超过 6000 

户商家，每个月的独立用户在 400 万左右 

中电华通 

为网吧提供数据中心、因特网、

无线接入、通讯及信息业务系统

集成、技术开发及服务。 

拥有全国范围内 29 个城市的 3.5GHz 地面固定无线接入系统频率使用权，30

个发达城市的 ISP/IDC 资质和业务，全国范围内互联网上网服务业务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WiFi 带来的商业机会可概括为：两个领域，三种场所，三块市场。两个领域主要指：

1）终端设备，如：随身 WiFi、移动 WiFi；2）移动应用如：Wifi 万能钥匙、照片分享等。

三个场所指家中、公司及公共场所。三块市场是家用、企业用、商用。 

（3）移动 OS 及桌面 

图 18：移动 OS 的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19 页  共 64 页 

类似于桌面系统中的操作系统，移动 OS 是用户使用终端设备的基础，在产业链中具

有重要地位。当前主流的移动 OS 如图所示，详细解释见附录。 

表 4：移动 OS 的特征对比 

比较项目 Windows Phone Android iOS 

市场份额 3.2% 75% 17.3% 

发布时间 2010 年 10 月 11 日 2008 年 9 月 2007 年 1 月 

版本历史 

WP7，WP71.，WP7.5（首次

支持中文），WP7.8，WP8 

AD1.0，AD1.1，AD1.5，AD1.6，AD2.0，

AD2.1，AD2.2，AD2.3，AD3.0，AD4.0，

AD4.1，AD4.2，AD5.0 iOS1.0～iOS6.1 

合作伙伴 

Nokia，HTC，三星，LG，宏

基，富士通，Dell，中兴，华

为 

系统内核 Windows NT Linux OS X 

多任务处理 限制性后台+推送 多任务并行后台 限制性后台+推送 

支持厂商 三星、诺基亚、HTC 支持广泛 仅仅限于 iDevice 

系统自身安全

性 高（BitLocker 加密系统） 低 较高 

额外通话功能 与 Skype 深度整合 Google Voice 拒接短信、勿扰模式 

社交网络整合 

Twitter、Fackbook、LinkedIn、

新浪微博、微软帐号 Twitter、Fackbook、Google 服务 Twitter、Fackbook、新浪微博、 

音乐电影商店 Xbox 下娱乐品牌 Google Play iTune Store 

应用商店及数

量 

Windows Phone Store（超过 12

万，涵盖主流应用），Zune 提

供桌面管理，从 WP8 开始使

用 Windows Phone 桌面同步

应用 Google Play（超过 70 万） 

Apple Store（超过 70 万），iTunes 提

供桌面管理 

游戏平台 Xbox Live 无 Game Center 

系统原生浏览

器 IE10 Chrome Safari 

通知机制 LiveTitle 通知抽屉（允许用户直接打开应用） 通知中心（可同步到 iCloud） 

地图及导航 Nokia Map Google Map Apple Map 

离线阅读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语音控制系统 

TellMe（拨打电话、发短信、

搜索和启动程序，需要联网） 

Voice Search（支持离线语音输入和谷

歌知识图谱，需要联网，支持中文） Siri（需要联网，支持中文） 

移动支付 

钱包中心（使用 SIM 卡存储

的安全信息加密，支持 NFC）、

整合支付宝 

Google钱包(只支持Sprint网络和万事

达卡)，支持 NFC 

Passbook，不支持 NFC(收集存储各种

票据和信用卡信息，实时更新) 

视频聊天 

与 Skype 深度整合，不受设备

限制 Gtalk Facetime（只支持 iDevice 和 Mac） 

系统界面 

可自定义动态磁贴，强调信息

本身而不是应用 主屏幕和锁定屏幕都能放置插件 无法改变大小，定制性较弱 

文件夹管理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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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扩展 

Xbox SmartGlass、支持存储卡

扩展 Nexus Q、支持存储卡扩展 AirPlay 无线镜像、不支持存储卡扩展

信息扩展 

与Messager、Skype 无缝连接，

不受设备限制 Google Talk 云端同步 iMessage 只支持 iDevice 和 Mac 

办公套件 

免 费 移 动 版 office2013 、

OneNote 无 

收费的 iWork 套件（Pages、Numbers、

keynote），与 office 兼容性不好 

云平台同步 SkyDrive（7GB 免费，快速） GoogleDrive（5GB 免费，要翻墙） iCloud（5GB 免费，加载慢) 

Find My Phone 通过微软帐号 无 通过 iCloud 

特色功能 

儿 童 安 全 管 理 系 统 Kid's 

Corner 、 人 脉 People Hub 

Rooms 功能、Data Sense 流量

控制 

Gesture Typing 滑动输入、 Phone 

Sphere 全景拍照 

Newsstand 杂志订阅、扫描式全景拍

照、共享照片流、引导式访问 

中国区的应用

情况分析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4）平台类应用 

数据显示，国内移动应用下载最多的基本集中在移动社交、即时通讯、娱乐游戏等，

这些应用普遍具有平台型特征。从这些应用的开发商看，实力雄厚的互联网厂商已经在移

动端进行的布局，积极抢占应用入口。 

图 19：国内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下载排名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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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器 

互联网时代，浏览器就是最重要的入口之一，在移动互联网世界浏览器仍然占据重要

位置。通过浏览器所有的内容以 HTML 的方式很方便地展现给用户，用户可以很直观地

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输入网址。用户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通过浏览

器转到另外的网页。 

对于手机浏览器自身来说，有两大价值：1）入口和流量汇聚价值。手机浏览器担负

移动互联网最基本的功能－－浏览，用户依赖度高，必将成为最主要的入口（手机上网浏

览新闻是手机上网最重要的应用，91％的用户使用，远高于手机聊天（48％））；2）聚合

与衍生的平台价值。用户的高依赖度和最重要的入口决定其不是单一应用平台，而是可聚

合、承载其他业务。同时，流量汇聚的特点决定其可成为商业模式衍生平台。因此，浏览

器对于移动互联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展空间很大。 

图 20：2012 全球手机浏览器份额 图 21：2012 中国手机浏览器份额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CNZZ，宏源证券 

手机浏览器的装机量受 OS 影响较大。在全球和中国手机浏览器市场份额中，Android
和 iPhone 都占据前两名，两者对应的移动 OS 占比排名领先是重要原因。 

 平台应用——即时通讯 

微信：2 年半时间用户数近 5 亿，月活跃用户达到 2 亿，成为移动互联网发展历史上

至今为止成长最快的应用。 

WhatApps：全球覆盖最广的即时通讯平台产品，估值 15 亿美元。 

Line：日本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Line 首先发现并探索出一套可行的商业模式，其应用

内嵌表情等增值服务创收近 6000 万美元/年。 

 平台应用——社交网络 

在国内移动社交应用市场，微信、手机 QQ、新浪微博仍然稳稳的位居了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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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012 社交应用市场份额  图 23：2012 社交应用下载排行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平台应用——电子商务 

2013Q1 国内移动购物交易规模达 266.6 亿元，同比增长 250.3%，占整体网购的比例

持续增大，占比 7.6%。淘宝无线端占据 75%的市场份额，手机京东占比 4.5%排名第二。 

图 24：2012 社交应用市场份额  图 25：2013Q1 移动购物企业交易规模占比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平台应用——其它垂直类应用 

图 26：2013Q1 中国移动互联网细分行业结构占比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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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购物的市场保持较高增长；移动增值占比持续下降；移动游戏增速较为平稳；新

兴的移动搜索及移动营销基数较小，占比也处于快速增长状态。预计未来移动购物将成为

移动互联网最大细分行业。 

（5）输入法 

输入法是非英语系国家用户使用互联网的必备入口。最新的输入法已经从文字扩展到

手势、语音。2013 年 7 月 19 日，路透社发布专访称奇虎 360 正在与搜狐洽购搜狗，估值

14 亿美元。 

图 27：2013Q1 国内移动互联网细分行业结构占比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2、运营商的“数据和流量”经营变革 

（1）流量经营是基础 

互联网企业对通信业的最大冲击力体现在“前向免费，后向收费”的经营策略。语音

方面，Skype、QQ 等应用已经分流了相当一部分长途话务量；SMS 方面，微博、微信爆

发式替代短信；数据业务方面，App Store 等应用商城替代加速。在（移动）互联网企业

的商业模式中，其前向免费的成本主要包括研发 CAPEX 和通信流量 OPEX 成本，后向收

费的价值基础是大量精准的用户数据，模式关键是用户量要大且边际成本很低。相比运营

商的优势在没有庞大的通信网建设 CAPEX，因而盈亏平衡需要的用户量及增长空间很大。 

但是，传统通信业巨大的 CAPEX 沉淀成本压力无法完全由有限的后向收费客户群承

担，围绕“数据和流量”经营结合“前向流量套餐+后向数据增值”将是运营商的业务发

展方向。中移动董事长奚国华认为，运营商要考虑用什么样的网络和终端去应对，建立什

么样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以尽快实现向流量经营转变。 

在 3G 运营初期，全世界的运营商几乎都是粗放式经营，比如包月、包年不限量使用

的策略。但是这种策略所导致的就是流量的激增，给运营商的网络造成巨大的压力，用户

的网络体验也随之迅速下降。目前，个别运营商因为受网络因素限制等还在延续这种粗放

式经营。这种经营策略在实施一段之后就发现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很多运营商又开始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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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流量到分级流量的经营策略转变。其中以套餐流量包和独立流量包为主，比如 100 元套

餐包中除了传统的语音和短信外还包含 300M 流量，200 元套餐中包含 1G 流量等。独立

流量包的销售策略是纯流量包策略，比如 2 元 20M，10 元 100M，20 元 1G 等策略。可以

说，运营商初步走向了流量经营的道路。 

引入定向内容计费机制就是一个新的策略。也就是说，运营商网络要能判断出流量中

到底跑的是什么内容，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用户的特定内容，比如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网

易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等等。不仅要判断出什么内容，而且能够提供计费这一运营商的

核心竞争力对应对更多 OTT 业务冲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广大 OTT 运营商而言也是

好事一件。 

流量包和内容包经营相结合，将满足不同流量需求或者说不同 ARPU 值用户的多种

流量需求，对促进流量价值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在流量管控上，俄罗斯运营商 MegaFon
为保证高价值用户业务的流量优先和网络公平使用，推出付费流量优于无限流量、无限上

网流量限速、P2P 流量限控、分时段计费等举措，树立了全网流量经营的成功案例。在应

用上，日本运营商 KDDI 未跟风建应用商店，而是在定制手机上推出 AU Smart Pass 套餐

计划。去年其包含约 500 个应用，一年给 KDDI 创收约 2.5 亿美元。而在套餐设计上，国

外 AT&T 等运营商都开始转型数据业务，推出只收取数据流量费用的套餐。近日，美国

T-Mobile 全面脱离传统补贴模式，推出新的无合约套餐，仅针对数据流量收费，电话和短

信则完全免费。 

2013 年 8 月 5 日，备受关注的微信 5.0 今日终于正式上线，同时世界上第一款由运营

商深度定制的 OTT 合作产品微信沃卡在腾讯旗下易迅网 www.51buy.com 开放预定，8 月

8 日将正式发售。微信沃卡是由腾讯微信与广东联通合作定制的一款产品，它不仅是一张

电话卡，也不局限于微信定向流量优惠，还配备了群组、表情、支付和游戏特权。未来，

随着微信与联通合作的深入，微信沃卡还会开放诸如宽带、音乐、高清等更多新的特权服

务，这些服务带来的想象空间颇为巨大。中国联通总经理陆益民则表示，”微信沃卡”的推

出是运营商转型移动互联网流量经营的一次有效的尝试和探索，中国联通未来还将与更多

的 OTT 厂商合作，推出更多具有市场需求的定向流量套餐。 

在广东联通与腾讯微信的合作被媒体曝光之后，广东电信迅速跟进，于 7 月 29 日对

外透露将于 8 月推出一款微信+微博专属流量包，月费 6 元可获得 2GB 的腾讯微信加新浪

微博定向流量。 

目前，国外运营商与 OTT 服务商的合作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电信运营商为 OTT 厂

商实现增值（如提供“定向提速”服务等），运营商向 OTT 厂商收取网络服务费，目前此方

案已经被美国运营商 Verizon 等采纳；第二种是电信运营商为 OTT 厂商提供定向的差异化

的打包计费，在增量的同时实现增收，该种方案目前被多家欧洲及拉美运营商所采纳；第

三种方案即运营商直接向 OTT 服务商收取网络服务费。打包计费是差异化计费的一种表

现形式，也是“智能管道”概念的服务表现形式，此种服务方式虽然大幅拉低了运营商数据

流量的使用单价，但可以提高用户黏性、减少离网率。运营商可以以此为基础，通过流量

经营，实现增收，并实现网络运营效率的最大化。同时，运营商和 OTT 服务商还可以把

合作推进到更多的细分领域，比如金融、网络游戏、在线视频等。目前，广东联通以及在

今年年初与腾讯微信推出 8港元微信不限流量的香港运营商 PCCW均为第二种合作方式。 

总之，流量业务必将成为电信运营商发展的核心和重点，流量经营将成为运营商们新

的转型焦点。而在“流量经营”大潮面前，网络、资费、终端、应用、服务五大要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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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流量经营”成败的关键。如何不断地扩大流量规模、提升流量层次；如何有效地

丰富流量的内涵，释放流量的价值将成为电信运营商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2）加入到 OTT 市场 

三大运营商都已经搭建了创新孵化平台，吸引移动互联网上的合作伙伴，同时和腾讯、

百度等典型互联网企业都进行了业务合作，也在努力利用自身网路优势打造自己的 OTT
业务。 

（3）数据即资产 

运营商拥有两类数据：1）“通信网络监控数据”；2）“大量的用户数据”（包括基础数

据和行为数据），实名制后让这些数据更加精准。第一类数据有助于降低网络运营成本，

并提供局部属性的业务创新。第二类数据价值和移动互联网企业的用户数据类似。 

运营商挖掘大数据的关键是建立“用户为王”的理念和重视数据价值挖掘的能力培养。

从 2012 年国外运营商情况来看，部分运营商开始成立大数据部门，为政企客户提供决策

支撑等服务，而部分运营商则暂时主要用于改善自身服务。西班牙电信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成立了名为 Dynamic Insights 的大数据业务部门，隶属于数字业务部门，面向全球运营，

主要目标客户为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将为客户提供信息和分析打包业务，帮助客户把握

重大变化趋势。美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 Verizon 同样于 2012 年 10 月初成立了精准营销部

门，提供精准营销洞察、商业数据分析、移动商务等服务。 

目前，运营商应用大数据的挑战集中在三个方面：1）外部监管；2）内部大数据分析

能力短缺；3）数据资产变现经验不足。 

3、SDN 将引领通信网络及设备变革 

在推崇“软硬件分离，可管可控”的运营商的推动下，SDN 将引领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革新。OpenFlow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于 2007 年提出的一种支持网络创新研究的新型网络交

换模型，被享有声望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选为十大未来技术之一。OpenFlow 将

传统的物理固定的硬件定义网络改造成为了动态可变的软件定义网络（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DN 网络旨在将网络控制与物理网络拓扑分离，让网络硬件

产品不断标准化、通用化，实现网络可编程，这样企业便可以摆脱硬件对网络架构的限制，

大幅降低网络成本，网络变得更加开放、智能、灵活。2013 年 5 月 10 日，美国 SDN 厂

商 Cyan 上市成功标志着通信网络的智能化升级成为发展趋势。 

（1）通信流量结构调整的智能化 

智能化基础架构牵引 ICT 技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大数据到大智慧，运营商和企

业的 IT 系统成为实时的业务系统，不再是后处理的支撑系统，这是 IT 系统的一次大变革。

从硬管道到软管道，构建可编程、可扩展、应用敏捷、自动化、开放的智能网络，软件定

义网络（SDN）将引领下一代网络架构发展。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ALL IP 网络已经成为

电信网络和企业网络的基础。但是，面对越来越庞大的网络，面对越来越不确定流向的网

络，面对越来越快的技术更新，网络架构的设计理念已经开始关注网络是否具备更大弹性、

智能、可扩展性和自动化的能力。云计算技术的“虚拟化、软硬件解耦、统一的资源池调

度、自动化部署和弹性伸缩、On-Demand 服务”等核心设计理念被引入到网络架构和网

络产品的设计中，从而形成了“转发和控制分离，网络集中控制和资源调度；软件和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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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耦，网络功能虚拟化；网络功能云化，自动部署和弹性扩展；应用感知，网络能力开发”

等软件定义网络的理念，引领新一代产品架构和网络架构的发展。可以说，SDN 技术通

过建立智能流量调度和应用感知的智能网络，提升用户体验，提高网络的利用率，支撑运

营商的流量经营。 

（2）通信容量升级演进的智能化 

通信容量提升通过提高接入网和传输网的带宽实现。当前通信容量的提升通过传输网

的光纤化和无线通信网的 4G-LTE 升级实现。 

图 28：无线通信技术的演变路径 

资料来源：运营商，宏源证券 

无线通信技术的演进核心在于提升传输速度和降低干扰误码率，背后的约束是有限的

无线频谱资源。 

图 29：通信核心网技术的演变路径 

 
资料来源：运营商，宏源证券 

通信核心网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光纤化、All-IP、智能化。核心网光纤化能够大幅提高

网络传输带宽；All-IP 支持各种接入技术的标准统一， 能有效降低网络建设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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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将业务控制功能从传统的交换功能中分离出来，使网络能够灵活方便地提供新业务

以适应用户多变的需求。 

（3）关键是智能网络设备和网管系统 

图 30：基于 SDN 的软定义智能宽带接入网网络架构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如上图所示，在光接入网中引入 OpenFlow，就可以通过集中式的管理和控制平台—

—网络操作系统（如 NOX），对多种异构光接入网络进行统一控制和管理。如网络管理、

资源调度、多业务 QoS 保证、节能和其他第三方应用等，使得运营商可以从全网的角度

对链路和带宽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提高网络管理效率，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网络管理的

开发和维护成本。集中式的动态管控机制相比于传统的人工网管系统更灵活，实时动态的

监控和优化网络配置，开放的网络操作系统为未来的网络运维带来无限可能。  

网络架构图中显示，SDN 网络的关键设施包括硬件 xPON 设备和 NOX 系统。其要点

分别是：1）设备部分，包括微型基站/WLAN/智能交换机/智能网关/平滑升级等；2）系

统部分，包括网络实时监控/动态优化调整/灵活扩展等。 

二、通信行业门口的挑战者 

（一）腾讯——用户因微信选择运营商 

1、互联网创业者人人畏惧的企鹅帝国 

（1）用户需求深度覆盖+极致体验的强大产品体系 

腾讯的用户群基于其核心产品 QQ 建立，围绕 QQ 用户搭建了完整的产品体系，实现

对互联网用户一天生活需求的全覆盖。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优秀的产品设计、运营，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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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平台用户群规模稳步扩大并且具有高粘性。 

图 31：以 QQ 为核心的产品体系覆盖用户全部生活需求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宏源证券 

腾讯的产品体系以即时通讯工具 QQ 为核心，提供资讯、出行、办公、娱乐、游戏等

众多产品，全面覆盖（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所有需求。如上图显示，腾讯的产品体系围绕

用户一天 24 小时的互联网行为进行了全时段覆盖，在为用户提供易用的一站式服务同时

也增大了 QQ 基础平台的用户粘性。 

图 32：全面的产品战略布局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腾讯的产品线已深入到互联网的各种应用领域，众多产品线共同为腾讯的“互联网帝

国”打造起坚不易摧的壁垒。同时，QQ 凭借着庞大的用户数和黏性，四处攻城略寨。如

今，在互联网的创业者想要获得天使投资或者风险投资，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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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也来这一领域，复制你的商业模式，你有什么对策？”这其中体现出腾讯强大的研发能

力和高效运转的产品创新和运营体系。 

（2）免费用户+增值收费的经典互联网商业模式 

腾讯已形成了即时通讯业务、网络媒体、无线互联网增值、互动娱乐、互联网增值、

电子商务和广告七大业务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一站式”在线生活的战略布局。 

图 33：腾讯的业务组成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宏源证券 

腾讯业务体系充分体现出互联网盈利模式的“前向免费、后向收费”特征。在四大核

心业务中，作为基础的 QQ 通信平台用于圈定用户本身不收费，通过为用户群提供各类增

值服务收取费用，并且从广告、搜索、电商等渠道进行流量变现。 

（3）组织结构分析 

图 34：腾讯的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2013 年 5 月 18 日，腾讯公司正式宣布进行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将原有的业务系统制

(Business Units，BUs)升级为事业群制(Business Groups，BGs)，把现有业务重新划分成企

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移动互联网事业群(MIG)、网络媒体事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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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G)、社交网络事业群(SNG)，整合原有的研发和运营平台，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

(TEG)，并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专注运营电子商务业务。 

从调整方案看，腾讯将重点布局社交、游戏、网媒、无线、电商和搜索六大业务领域，

强化平台战略。在社交领域，社交网络事业群（SNS）将由即时通讯平台 QQ 与两大社

区平台 QQ 空间、朋友网整合而成，这将形成更具规模效应的社交网络平台。在新媒体

领域，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腾讯已经逐步将传统门户、微博和视频等多种媒体形态进

行深度整合，形成一个整合性的新媒体平台，在新媒体领域形成了更为全面的布局。在无

线领域，从手机 QQ、手机浏览器到手机管家，马化腾已经在多种场合下强调看好移动互

联网发展的前景，并且在积极地进行布局和尝试。在电商领域，未来五年，腾讯电商控股

公司的目标是成就 10 家以上百亿级且盈利的 B2C 合作伙伴，100 至 200 家年销售额超

过 1 亿的传统品牌及网络品牌合作伙伴，并希望腾讯电商平台可以成为一个汇聚超过 
100 万家各类商户的超级电商平台。在搜索领域，腾讯将通过此次组织调整，大力发展新

一代搜索服务，在新的架构调整中，对搜索商业部门与无线平台进行了整合。 

特别之处在于，电商业务单独拆分为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成为腾讯的全资子公

司。腾讯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思路是类亚马逊模式，希望打造从产品制造商、产品供应商

/代理商——电子商务 B2C 厂商——用户——支付厂商——物流配送的全产业链。 

（4）经营财务状况 

图 35：腾讯的经营状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2013 年 1 季度财报显示，在腾讯总体业务收入中增值服务营收占比 79%排第一，广

告业务收入占比 6%，电子商务业务收入占比 14%。其中在线游戏占比 55%成为最赚钱的

业务。电子商务业务将随着微信的异军突起预计在未来将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让运营商颤抖 

（1）腾讯生态系统的根基——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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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平台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服务模式。平台会先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基础服务，然后通

过开放自身接口使第三方开发者借助平台接口产生新的应用，应用能统一在平台上运营。 

图 36：互联网开放平台格局分析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宏源证券 

全球互联网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平台”正成为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发展契机。在

社交平台领域，Facebook 通过开放策略超越曾经的社交老大 MySpace；在系统平台领域，

谷歌 Android 系统免费开放后以 6 倍年增速取代了诺基亚 Symbian 霸主地位；在游戏领域，

戓《植物大 僵尸》、《愤怒的小鸟》等小游戏凭借开放平台，几乎一夜间积累千万级用户群；

在中国亏联网领域中，百度、淘宝、腾讯、新浪（微博）、人人网、开心网、360 等也相

继推出开放兼容策略，开放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 

图 37：开放平台建立生态系统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宏源证券 

腾讯已经形成八大开放平台，包括腾讯朋友、QQ 空间、腾讯微博、财富通、电子商

务、搜索、彩贝及 QQ。其中，以腾讯社区、微博和 Q+为三大代表平台，拥有中国亏联

网最大的社交平台以及用户最为全面的社交关系。通过应用接入和 QQ 亏联实现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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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联网行为的产品引导以及开发商的全面合作。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更是公开宣布，腾讯开

发平台目标是扶持所有合作伙伴“再造一个腾讯”。 

图 38：开放平台向移动互联网布局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宏源证券 

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宣布，腾讯开放平台自 2011 年 6 月到 2013 年 4 月，给平台开发

者的分成总额达到 30 亿元，而截止目前腾讯开放平台上已积累了 40 万的注册用户。其中

4 万款应用已经上线，涵盖了生活、教育、电商等多个领域。现在已经超过九千家网站是

使用 QQ 互联的账号系统登录。同时，刘还表示，腾讯手机 QQ、浏览器、手机管家等这

些大流量用户平台都会在未来开放。腾讯开放平台的最大价值是促成了一个以腾讯为中心

的生态系统，激活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2）觊觎全球市场的社交霸主——微信 wechat 

2013 年伊始，IT 业界盛传的大事是“运营商要对微信收费”，紧接着工信部召开关于

OTT 业务对电信运营商影响的讨论会，一场“微信动了运营商的根基”之传闻让运营商

风光不再。发布仅仅两年多的微信已经成为 OTT 业务的代表，其免费通信模式正在对传

统电信业务造成巨大冲击。关于微信的影响事件、发布版本历史详见附录。 

 微信的创新——通信、社交、平台化三者一体 

图 39：微信功能概览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宏源证券 

微信是一个为智能手机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

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需消耗少量网络流量）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

同时，也可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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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插件。微信支持多种语言，支持 Wi-Fi，2G，3G 和 4G 数据网络，iPhone 版，Android
版、WindowsPhone 版、Blackberry 版、S40 版、S60V3 和 V5 版。即将发布的微信 5.0 版

将添加移动支付等功能，直接切入移动金融领域。不仅如此，微信之父张小龙表示，未来

的微信除了要解决人与人的通讯问题，还要解决人和企业、人和社会之间的通讯问题。正

如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说，“微信实现了通信、社交、平台化三者一体，这

在全球也是首创”。 

 微信的创纪录成长速度 

图 40：微信用户增长示意图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已经拥有庞大用户群的微信，持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腾讯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微信 1.0 版本。截至 2013 年 06 月不到 2 年半时间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 4 亿，月

活跃用户数超过 1.9 亿。微信海外版（WeChat）用户数已经超过 7000 万。从中国的港澳

台开始，WeChat 已经成功进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

及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目前，微信已经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 

 微信的用户类型较 QQ 更加广泛 

图 41：微信功能对用户类型的覆盖 

资料来源：艾媒咨询，宏源证券 

 微信 5.0 的特征分析 

2013 年 8 月 5 日，微信颠覆版 5.0 正式上线，微信用户下载量两天达到千万以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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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5.0 版在功能上引入了游戏中心、第三方支付、面对面加好友、表情商店、二维码扫描

条形码报价、扫描英文翻译、扫街景和封面等功能。另外，引入的表情商店里面初期售卖

5 套表情，每套售价均为 6 元。 

大幅强化扫描功能： 
微信 5.0 中的扫一扫功能，其细分为二维码、条码、封面、街景和翻译。通过功能细

分，微信与商家联系更加紧密，以扫描条码为例，将能显示出该商品的具体名称和在线购

买地址。以 M&M’s 牛奶巧克力豆为例，扫描完成的结果页面上提供了亚马逊和当当的购

买链接和商品具体价格，点击相应的链接将能进入购物网页。面扫描将允许对准书籍或

CD 的 面以获得商品信息。扫描后会在扫描结果页上显示书籍的内容简介、豆瓣书评和

网店购买地址。其中本书的网店购买地址包括当当和京东。 

 可以直接对附近街景进行扫描，了解自己身处何地以及附近地区信息； 

 可以直接对外文进行扫描，微信将直接进行翻译。 

 可以扫描条形码，以及图书和 CD 的封面，了解相关信息。 

移动支付功能： 
“个人信息”栏中增加了“我的银行卡”，用户可以在这里绑定常用的银行卡或者信用

卡。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形式支付，支付环节由腾讯财付通完成。不过，“我的

银行卡”并没有在微信中直接展示，用户需要通过微信消费一次，在支付过程中绑定银行

卡才会出现“我的银行卡”。 用户绑定一张银行卡，再设定微信支付密码，之后的每一次

支付，只要输入微信支付密码即可完成支付，这意味着线上线下交易形成闭环。 

具体将实现的三种支付模式是：第一，支持 web 扫码支付；第二，app 跳转支付；第

三，公众号支付，其中公众号支付又分为 JavaScript  API 支付、直接支付 2 种支付方式。

引入的一键支付功能与财付通、银行卡绑定。 

摇一摇支持搜索视频：通过摇一摇识别用户身边正在播放的音乐，现在这个功能扩大

到了视频。 

概括微信的四个发展方向：一是游戏路径（游戏平台），二是公共账号路径（接口+
用户数据），三是 O2O（商业），四是朋友圈（广告）。 

 微信的变现渠道设想 

表 5：微信的变现渠道分析 
变现项目 市场空间分析 参考对象 
收费贴纸（表情） 2.1 亿美元/年； 

估算方法：计算 Line 全年的付费表情收入为 7000 万，因为

微信的用户数近 5 亿，则按照 3 倍估算。 

由 NHN 日本公司所开发的移动通信应用

Line，全球注册用户 1.5 亿人，2013 年一季

度营收 5890 万美元，其中游戏占比 50%，

付费表情占比 30% 

移动游戏 3.6 亿美元/年； 

估算方法：同上 

同上 

收取年费 5 亿美元/年； 

估算方法：每个用户年费收取 1 美元，按 5 亿用户计算。 

美国 WhatsApp 拥有 3 亿用户，估值 10 亿

美元。盈利模式：一是向 iPhone 用户一次

性收取 0.99 美元的安装费，二是向 Android

设备用户每年收取 0.99 美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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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搜索 1.9 亿元 

估算方法：艾瑞咨询预计，2013 年移动搜索规模为 19.1 亿

元，假设微信份额为 10% 

腾讯 soso 

移动营销（广告） 2.1 亿元 
估算方法：艾瑞咨询预计 2012 年，全球网络广告市场

规模达到 885.7 亿美元，中国整体网络广告市场规模

为 753.1 亿元，搜索类广告占比 49.8%。 
腾讯财报显示 2012 广告收入为 25 亿元，则市场份额

约为 7%。 
微信公众帐号 40 万个 

理由：掌握了用户及其好友和喜好的一切

信息 

购物 交易额 150 亿元 

估算方法：艾瑞咨询预计，2013 年 Q1 移动网购规模为 266

亿元，则全年估算为 1000 亿元。假设微信份额为 15% 

 

移动支付 150 亿元 

估算方法：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移动支付

市场交易规模达 1511.4 亿 

 

业界普遍认为，微信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世界最具有影响力和扩展性的平台应用之

一，将为腾讯的未来战略提供多元选择，也将有可能对现有的互联网金融、通信运营、社

交媒体等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 

 微信将冲击运营商的业务收入结构 

语音是运营商的核心业务，微信通过加速语音和短信的免费趋势冲击原有收入结构。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2 年电信业务收入中，话音业务收入 5440.9 亿元，增长 2.3%，其

中，移动话音业务收入 4814.3 亿元，增长 4.9%；固定话音业务收入 626.6 亿元，下降 13.9%。

可见，语音业务仍然是当前运营商收入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以微信为代表的 OTT 免

费语音业务的成本主要集中在流量上，这是运营商的正收入。由于电信网络为支持更大规

模更高速率的数据流量而不得不持续升级，从而产生庞大的 CAPEX。但是运营商的业务

转型较慢，传统的按时计费语音通话和粗糙的包月限定流量套餐无法匹配流量成本和营收

比，因而运营商在流量上的增收将不能弥补语音收入大幅降低后的损失。 

图 42：运营商业务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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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信、WhatsApp、Line 为代表的 OTT 应用，借助免费短信和免费语音业务短期内

迅速扩大用户规模达到数亿计，并保持高速增长，让运营商被管道化的趋势逐渐临近。微

信平台已经体现出三大能力：即时通讯，社交，电商。微信的即时通讯支持短信息、图片、

语音、视频等多内容融合通信能力，功能上可以完全替代并超越传统通信的语音业务。微

信社交具有的用户粘性从用户端提供足够的拉动力。微信的电商能力将可能为各种流量提

供变现渠道。这种系统化的攻击力已经粘合到移动通信网上，将加速形成语音短信免费的

市场趋势。 

2013 年 8 月 1 日消息，阿里、腾讯、百度等十余家企业获得了进入 IDC 市场的牌照。

拥有微信的腾讯逐渐切入 CDN 业务只是时间问题，届时的腾讯将把战线向运营商家门口

又要推进一步。 

（二）蓝汛通信——CDN 网比物理通信网更快 

1、距离用户更近的 CDN 网络成长空间很大 

图 43：CDN 网络架构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CDN 全称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即内容分发网络，建立并覆盖在承载网之上、

由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节点服务器群组成的分布式网络，通过一定规则将源内容发布到最接

近用户的边缘，使用户可以就近取得所需的内容，解决 Internet 网络拥塞状况，提高用户

访问的响应速度。 

通信网络的发展需要 CDN 技术，以解决带宽瓶颈（限于资源总是稀缺）问题。2015
年国家战略规定将每个城市家庭要达到 20 兆以上的网速，农村家庭将要达到 4 兆以上，

2013 年我国宽带用户使用 4 兆以上的用户将达到 70%。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历了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颁布实行宽带国家战略，以此来促

成本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用 72 亿美金来刺激宽带发展，改善网络宽带。另一方面，2012
年中国互联网平均接速已经达到 1.6 兆，1.6 兆与发达国家比还差很多，位于 120 个国家

的第 94 位，仍处于低速宽带。我国到 2015 年，宽带主要发展目标为宽带用户超过 2.5 亿，

家庭普及率达到 56.8%，城市地区平均接入宽带超过 20 兆，东部发达城市将要达到 50 兆，

农村地区平均接入达到 4 兆。在增幅巨大的情况下，网络的扩容不能完全解决内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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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服务。 

CDN 网络具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今天全球超过 70%以上的互联网流量是通过 CDN 网

络分发；云计算加 CDN 已经逐渐成为今天互联网基础服务的标准服务配置。全球 CDN
市场规模在 2017 是 64 亿美金左右，是现在的三倍；Video 主要作为来源，将超过 80%；

CDN 穿透率在美国互联网大概是 50，中国目前 CDN 数据穿透率差不多是 7%到 8%，所

以它的空间是非常大。4GLTE 技术不断应用，互联网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流

量将急速增长，CDN 网络从网络边缘拓展到基站以至于移动终端， 

图 44：ChinaCache CDN 全国分布图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宏源证券 

蓝汛通信（ChinaCache）成立于 1998 年，是中国领先的专业 CDN 服务提供商，向

客户提供全方位网络内容快速分布解决方案。公司拥有的 CDN 网络跨越众多通信运营商，

相比运营商具有最广泛的互联互通能力。作为 2000 年首家获信产部许可的 CDN 服务提

供商，目前 ChinaCache 在全世界拥有 13000 多台服务器，为国内外上万家知名企业提

供网络应用基础服务，业务遍及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内提供的服务节点已经超

过 500 个，遍布中国 100 多个主要城市，全网处理能力突破 800Gbps。 

图 45：ChinaCache 的业务体系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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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汛通信为流媒体、WEB2.0、政府、门户、证券行业、电子商务、游戏、软件、企

业等 300 多家网络媒体及国内外企业网站提供服务与解决方案。 

图 46：蓝汛经营业绩一览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蓝汛通信的经营业绩表明，其增速长期保持在 30%以上，远高于通信行业个位数的增

长率。这表明，在企业网市场，CDN 厂商和运营商能够同台竞技，甚至更有优势。 

2、跨越运营商的结构性优化能力——蓝汛网速指数 

蓝汛通信于 2012 年 4 月宣布推出“蓝汛指数”(ChinaCache Index，以下简称“CC 
Index”)，成为中国首个允许网民实时测量网速的指数。CC Index 按照省份，根据不同的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网速进行排名，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网络。CC Index
主要基于基于蓝汛遍布全世界 100 多个大中城市的服务节点， 检测任意网站连接到您本

地的响应速度。可以为网络内容服务商进行 IDC 选型提供决策依据、为网民选择更快的

网站体验提供参考。 

CC Index 内容的走势暴露一个大问题：通信网络性能的结构性优化需要跨越不同运

营商。显然，运营商无法提供全国网速指数，主要在于其互联互通的能力不足。三大运营

商的骨干网络和接入网络分别自建，具有不同的架构和技术标准，互联互通存在瓶颈。而

CDN 厂商通过多年的二层网络建设和 CDN 技术、内容资源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大数据网

络资源层的“高速”感知网。 

蓝汛通信可以从企业网市场向个人通信市场扩张。CC Index 网速指数的发布，为蓝

汛在通信行业赢得了好评，其在客户端的品牌溢价逐渐提升。当前限于通信业务经营的牌

照问题，CDN 服务的价值只能通过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间接传递到个人用户。试想，

如果没有行业准入政策限制，在蓝汛的内容层全网高速通信服务和运营商的物理层大流量

高拥堵服务之间，用户会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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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wilio——通信 API 化中间商催生 OTT 海量入口 

1、Twilio 简介 

Twilio 是一家云通信初创企业，于 2009 年创立。该公司通过将复杂的底层通信功能

打包成 API 并对外开放，让 web、桌面及移动应用可以方便地嵌入短信、语音及 VoIP 功
能，从而实现云通信的功能。这种服务可以让企业直接通过他们的 API 接口接入语音和

短息服务，无需运营商、无需进行复杂的通信认证审核、也无需添置和维护各种通信设备，

所以极大的方便了企业和开发者。其短信业务范围已覆盖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电话

服务仅可在 12 个国家适用。 

图 47：Twilio 提供虚拟通信 API 示意图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Twilio 的作用是大大简化了通信应用的开发难度。比方说你开发了一项服务，该服

务每天会向用户发送一条与自己宠物有关的短信（短信仍然是最有效最普及的渠道）。但

是考虑到这些用户从属于不同的运营商，所以要想实现这一点你需要针对不同运营商的短

信网关做接口，因此这件事情仍然非常麻烦。但是通过 Twilio 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2013 年 4 月 3 日，Google 的云计算平台 Google App Engine（下文简称 GAE） 接入

首个第三方平台，Twilio 为 GAE 应用提供电话、短信和 VoIP 通话支持。GAE 用户使用

该平台获得 20 美元的体验点数，可发送 2000 条短信。Google App Engine 平台上目前

已有 25 万活跃开发者，注册应用数量则达到 100 万。Twilio 与谷歌的合作有利于应用开

发者。谷歌希望吸引开发者使用该公司的平台，而不是亚马逊 AWS、Parse 和微软 Azure
等竞争对手服务。Twilio 此前已经与后三者进行了整合。目前，应用开发者正在为各自的

移动和网页应用提供更多功能，因此更倾向于使用能给应用带来更多功能的平台。 

2、Twilio 创新的商业模式 

如今很多互联网产品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产品都具备了通讯功能。通讯功能在产品中的

普遍使用，衍生了第三方通讯服务的市场。这种服务可以让企业直接通过他们的 API 接
口接入语音和短信服务，无需运营商、无需进行复杂的通信认证审核、也无需添置和维护

各种通信设备，所以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和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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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云通讯平台 Twilio 的服务方式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Twilio正在为企业用户提供通信服务。很多企业 IP 通话架构是基于 SIP 协议，Twilio 
就在云端为企业处理通话发起和连接，然后再交由程控交换机处理实际连接回路。这样的

好处是企业 IP 通讯变得更灵活，企业开发者可方便部署新的扩展功能，而不用对硬件设

备做大改动。例如，无论是从固定电话、VoIP 软件或从网页浏览器的 WebRTC 技术发

起的通话，都可交由 Twilio 平台处理。它就像一个枢纽，处理企业内不同形式的通讯。

Twilio 这项服务的收费是每分钟 0.5 美分，而对企业来说，他们可节省额外的运营商通

讯费和设备升级费用。 

截止 2013 年 7 月，Twilio 已经完成第四轮融资，由 Redpoint Ventures 和原投资者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领投。此前 Twilio 的融资额已达 3350 万美元，此轮融资后其

总融资已达 1.035 亿美元，市场预测该公司下一步的资本动作有可能就是 IPO 。 

3、通信能力 API 化催生海量入口 

Twilio 通过降低通信能力应用企业的开发成本，激活通信应用市场催生海量入口，加

速统一通信时代的到来。Twilio 本质上是提供通讯能力的 PaaS 平台，它的能力就包括传

统电信运营商的通讯能力，以及基于 IP 的融合能力，通过开放的 API 的方式提供给有开

发能力的企业，核心价值是降低企业的开发门槛、减少投入、缩短上线时间。并且，由于

通信能力被通信 API 打包变成标准化接口，对通信能力的二次开发企业而言成为类似于

“电源插座”式的通信资源，将极大释放通信需求端的创新能力，从而让成千上万的 OTT
应用能通过专注于满足用户需求和提高用户体验。那些能够聚集大量用户的 OTT 应用借

助通信 API 实现了通信网的入口功能，所有入口的数量将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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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通信能力 API 化过程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与 Twilio 类似的公司还有 Plivo，Jajah，Nexmo 和中国的云通讯。 

Plivo 是 Y Combinator 下面孵化的创业公司，2013 年 7 月才上线，目前其语音和短

信业务已经覆盖到全球 50 多个国家了，包括美国、欧洲、南美、非洲和亚洲。Plivo 对
亚洲和非洲的重视度要比 Twilio 更加强烈。 

奥地利网络电话服务商 JAJAH 提供低费率 VoIP 服务。2005 年，Jajah 公司在奥地利

成立，Jajah 以 VoIP 的第三种模型出现。从成立至今，T-Mobile 的母公司德国电信、Intel、
红杉资本等都曾进行过投资，公司董事之一曾是 ICQ 的创始人。使用 Jajah 时，用户只要

登陆 Jajah.com 网站，在框内键入自己的电话号码，以及他们希望呼叫的号码，然后点击

呼叫按钮。过一会儿，他们自己的电话铃声就会响起，而当他们拿起听筒时，就接通了自

己想要呼叫的人。如果从美国给欧洲打电话，费用约为每分钟 2.5 美分，如果呼叫的对方

也是 Jajah 注册用户，那么通话就是免费的。在传输通话的大部分距离上，Jajah 通过互联

网进行，并从 Level 3 和 Global Crossing 等公司以便宜的费率租赁光纤。然后它利用在全

球各地建立的 200 个终接点中的两个点，在通话双方的公共电话网络上建立起他们之间的

最终连接，并为这些基本上属于本地通话的呼叫向电信公司付费。其他 VoIP 业务，如 eBay
的 Skype 服务和 Vonage Holdings，一般不涉及用户的有线或无线电话，依托宽带连接外

界实现通话。 

成立于 2010 年的 Nexmo 是颠覆电信市场的新一代初创企业之一，其定位是电信运

营商与开发者之间的对接层，通过遍布全球的网络来提供电信级服务，从而让 Airbnb 这
样的公司拥有一个国际性的消息传送平台，为买家和卖家之间提供短信沟通服务。目前其

短信 API 服务已达 500 万用户。辉瑞就用了 Nexmo 的 API 来发送可在移动手机端弹

出的消息，如果没有这样的 API，辉瑞就得自行建设基础设施来提供相同的能力。Nexmo 
推行的是按使用付费模式，这跟竞争者 Twilio 类似。不同的是，Twilio 跟供应商合作来接

入电信运营商，而 Nexmo 则是直接与运营商合作。跟 Twilio 竞争的 Tropo 也是 Nexmo 
的客户。跟 Plivo 一样，Nexmo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Tony Jamous 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

验，在批发销售零售摸爬滚打了 15 年。整个团队跟全球各地的运营商都有关系，从而帮

助其更容易达成合作关系。公司目前有 20 名员工，计划今年年底扩到 35 人。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42 页  共 64 页 

Nexmo 的快速发展和融资是电信市场进一步被颠覆的又一迹象。对于电信运营商来

说，开发者这个市场是新的金矿。通过与 Nexmo 这样的中间商以及像 2600hz 这样的开

源软件公司合作建设可编程的网络，开发出移动应用等可利用短信的服务，从而可以为运

营商的短信业务提供新的商机。 

三、通信行业变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一）通信产业链的受益子行业及公司 

1、宽带中国/4G-LTE 建设/“棱镜门”/利好通信设备制造商 

4G-LTE 建设 2013 年启动，基于三大运营商的资本支出分析，预计未来 3 年内投资规

模不小于 1.2 万亿元。棱镜门事件折射出国家安全问题，通信行业的核心设备采购将开始

大面积的国外产品替代过程。预计相关通信设备市场规模达到千亿元。具体包括： 

移动终端：手机/PAD/智能电视/穿戴设备/车载设备等，营销为王，柔性制造，个性化

满足。移动接入设备：基站设备。宽带接入设备：AP 等设备。IP 路由设备：大容量，高

性能，智能控制。光传输设备：无源光网络等新技术，简化制造和部署，降低成本为主。 

（1）烽火通信 600498.SH：光通信技术龙头，受益宽带中国 

公司是国家基础网络建设的主流供应商，其产品类别涵盖光网络、宽带数据、光纤光

缆三大系列，光传输设备和光缆占有率居全国首列。公司是国内优秀的信息通信领域设备

与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内光通信领域唯一的“863”计划成果产业

化基地、“武汉·中国光谷”龙头企业之一。公司掌握了大批光通信领域核心技术，参与

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00 多项。目前公司通过收购南京安网进入信息网络安全领域，

通过参股北京志诚进入计费软件领域，通过发起成立集成子公司进入集成领域，通过与烽

火网络的整合进入数据产品领域，通过成立烽火国际公司来整合国际市场资源。。 

图 50：2012 年产品结构 图 51：主营业务营收预测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机会 1：宽带中国战略加速推进，公司主营光通信将大幅受益； 



 通信行业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第 43 页  共 64 页 

机会 2：产品个性化程度和技术能力要求高，不易复制； 

机会 3：核心专利技术成就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势； 

（2）梅泰诺 300038.SZ：受益于 4G 建设，具有无线通信安全概念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038.SZ）成立于 2004 年 9 月，是国内领先的

通信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和支撑服务提供商。目前公司业务涉及通信运维服务、塔桅、信息

基础设施投资、通信测试服务等多个通信领域，赢得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

通信运营商的广泛好评，营销网络覆盖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三十多家省级通信运营商。

公司业务实现了快速增长，梅泰诺已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最具前景和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机会：受益 4G 建设和运营商开支结构调整。公司在通信塔业务上随着未来移动 4G
的大规模建设将维持相对较快的发展，新业务手机适配表现值得期待。公司全面布局通信

服务上下游，在运营商投资结构从 CAPEX 向 OPEX 迁移过程中将更加受益。另外，公司

进军互联网安全检测，子公司鼎元信广涉足手游概念。 

（3）初灵信息 300250.SZ：受益于宽带中国，三网融合广电网受益标的 

公司主营业务是信息接入方案的设计及相应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分为

三大类：大客户信息接入系统、广电宽带信息接入系统、机房基站核心设备信息管理系统。

公司目前是国家广电总局下属广播电视规划院所组建的“EoC 产品 MIB 库标准工作组”

成员企业，并参与了“EPON、EoC 综合接入网络业务管理和设备管理系统研究开发项目”；

公司所研发的低频 EoC 设备在新疆、江苏广电双向改造中得到大面积推广；在机房设备

管理系统研发方面，公司所研发的“机房基站动环、核心设备管理及监控系统”被评为

2010 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 

机会：受益宽带中国政策，另外三网融合进程中的广电网络升级改造也将带来相关设

备市场的强劲增长。 

2、运营商投资结构调整利好网络优化加速和运维 

（1）鹏博士 600804.SH：拥有“奔腾一号”光纤网， IDC 转型到 CDN 具有成本优势  

核心竞争力：拥有“奔腾一号”光纤骨干网，目前 1600GB 带宽充足，拥有电信数据通

信牌照，不受制于电信运营商； 

图 52：2008～2012 营收和利润  图 53：2008～2012 每股收益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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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1：聚焦电信增值业务，强化 IDC 业务，逐渐向 CDN 转型。IDC 业务依托自有骨

干网具有低成本优势，拥有较大营销空间；北京酒仙桥等大中型 IDC 中心运营良好或开

始运营，盈利预期明确；现已开始规模复制到武汉、广州、北京亦庄、深圳等地； 
机会 2：创新业务模式：TOP10000 的 CP 提供免费流量+超过运营商的网速服务+对接

入用户的收费； 

机会 3：与国开行共同成立“国开智慧城镇运营服务公司”，“北京青龙湖”项目贡献利润

近亿元，未来智慧城市大单利润可期； 

催化剂：工信部调低网间结算费用。比对公司每年 5～6 亿元结算费，则如果调低资费 50%

且从 2014 实施，则 2014 贡献利润约 3 亿元，增厚业绩 0.25 元/股。 

风险：随着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巨头进入，IDC 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

收购长宽带来资金压力，发债融资后财务风险加大；免费流量如果不能带来用户数大

幅增长，则成本转移策略将失败，会给现金流带来很大压力。 

（2）世纪鼎利 300050.SZ: 无线网络优化产品和服务龙头 

公司专注于为通信运营商、系统提供商和第三方咨询服务公司提供专业的无线网络优

化、测试、规划等解决方案和产品，正逐步转型成为“端到端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机会 1：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中提到重点发展网络测试和网络优化技术及产业。 

机会 2：3G 升级和 4G 建设以及智能网络，对无线网的优化需求大幅提升。 

机会 3：无线网优服务存在技术门槛，和运营商的合作紧密度高，较难被替换。 

（3）邦讯技术 300312.SZ: 无线网络优化服务龙头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无线网络优化系统提供商和设备供应商之一，专业从事无线网络优

化系统的设计、实施和代维服务以及无线网络优化系统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研

发的 AP 的数据处理吞吐量和最大支持用户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射频预失真 Doherty 功

放代表行业领先水平的射频功放技术，“GSM 节能直放站”是业内唯一节能新产品。 

机会 1：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中提到重点发展网络测试和网络优化技术及产业。 

机会 2：3G 升级和 4G 建设以及智能网络，对无线网的优化需求大幅提升。 

机会 3：无线网优服务存在技术门槛，和运营商的合作紧密度高，较难被替换。 

风险：新研制产品的市场营收不及预期；人员成本上升超出预期。 

3、虚拟运营商（自由创新的想象空间，空间不大） 

虚拟运营商是增值电信经历了 OTT 发展成熟后向基础电信拓展的结果。 

爱施德 002416.SZ：转型虚拟运营商 

基础：具有码号资源，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基础通信资源（批发通信网络的通信能，例

如流量）。 

营销：产品创新能力，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通信产品，有稳定的用户群，长期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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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运营：强大的 IT 系统，支持客户管理和计费等服务，最大限度降低运营成本。 

催化剂：虚拟运营商牌照。 

4、通信增值服务商（当前总值小，过程推进慢，但空间大） 

主题是融合通信和统一通信：融合通信：信息，图片，音频，视频；移动社交：朋友

圈，陌生人，生活沟通，聚会；移动支付：一卡通，代缴水电煤物业等，电子商务：预订

车票机票酒店电影票，网络购物等；娱乐游戏：视频，网页游戏，音乐；本地生活：餐饮、

购物推荐。 

神州泰岳 300002.SZ：通信增值服务商，借势运营商出海。 

公司是国内最强和最知名的 BSM 软件开发商、BSM 解决方案提供商和 BSM 服务提

供商，拥有国内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 BSM 技术团队。一直致力于为客户规划 IT
运维管理体系，提升 IT 运维管理水平，进而协助客户提高业务系统，尤其是在线关键业

务系统 7×24 小时运行的稳定可靠性。自主开发的软件共获得 59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Ultra-NMS V3.0、Ultra-ITSM V1.0 获得了国家科技部、商务部等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

产品证书”；Ultra-NMS V3.0、Ultra-SOMC 和 Ultra-SCM 分别获得了《软件世界》杂志评

选的 2006-2008 年度“金软件奖”等，电信企业电子运行维护管理软件-EOMS 项目和网

络安全综合监控管理系统-SMC 项目先后被国家科技部列入了“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机会 1：收购广电神州切入手机动漫、无线城市等广阔领域。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动

漫产业预计 2015 年达到 100 亿元，2010～2015 年 CAGR 为 140%。其中中国移动份额最

大，近 3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0%，预计 2015 年占比 60%。广通神州是中国移动手机动

漫业务的核心合作伙伴和主要支撑厂商，此次收购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空间。 

机会 2：深化中移动的合作，与主业协同效应令人期待。通过收购广通神州，现有客

户资源将对公司原有的系统集成和运维业务产生正向协同效应，对游戏运维及融合通信平

台的海外扩展战略提供支持，提升相关市场份额令人期待。另外，手机动漫开发和公司核

心业务飞信、农信通等平台级产品开发在成本费用控制方面可以相互借鉴。例如，公司原

有业务的净利率平均为 30%，而本次收购的广通神州公司的业务平均净利率为 10%，两

者高达 20%的利润率差距表明收购整合后的手机动漫、移动城市等业务的毛利率将存在较

大提升空间。 

（二）投资风险提示 

政策法律风险：传统电信市场存在严格的准入监管制度，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各种快速

创新，监管机构存在反应迟缓、理解深度不足的问题，很难一开始就制定出非常完善的政

策管理制度，由此存在很大的政策监管风险。而且政策的推进节奏将影响整个产业演进的

节奏。  

技术风险：大数据时代，技术风险成为最基础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来自于硬件设备

和配套软件系统自身的健壮性和稳定性，尤其是在大数据流量和长时间访问等情况下，系

统能否保持正常高效的运转，如果系统因承载和稳定性、可靠性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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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中断甚至崩溃，那么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这种风险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系统

安全性，不可抗的自然外力灾害、人为的外部木马病毒入侵以及内部人员的不当操作，都

会对系统正常运转、系统稳定性和安全造成不良影响。  

管理风险：移动互联网强调创新、进攻、试错，推崇“开放、分享、协作”，而传统通

信行业公司则相对保守，更关注稳定性、可靠性等控制，其研发标准导向也聚焦在产品的

高性能、低错误率等。所以，管理理念上的冲突将使得公司战略和运营难以适应快速变化

的外部环境，对公司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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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各国的通信行业产业特征分析 

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电信业难以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形成有效的市场格

局，决定了电信市场为有限个数运营商为主体的寡头市场结构。中外莫不如此。区别在于，

运营商管理的透明程度。 

1、美国通信行业 

美国国土面积与我国基本相当，人口超过三亿，为我国的的四分之一，移动电话渗透

率达 82.9%，高于我国 58.4%。美国竞争强度与人口密度基本成正比，部分地区覆盖性偏

低。受市场经济影响，美国电信业具有高竞争、低垄断、高话务、高 ARPU 、低资费特

征。美国通信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下图说明： 

图 54：美国的电信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美国的电信运营商们推动了移动互联网产业的诞生，并在产业合作模式的设计上均采

用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封闭的模式。自从 1982 年 AT&T 被强制拆分为七家公司后，通过市

场竞争中的兼并重组，以及谷歌、雅虎为代表的桌面互联网企业和以苹果为代表的终端厂

商的强势进入，逐渐动摇了网络运营商的核心地位，进一步使产业走向开放和繁荣。 

图 55：美国电信产业的经营模式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美国电信市场基本趋于饱和，前四大运营商占优国

内市场份额超过 60%，Verizon 无线、AT&T、Sprint、T-Mobile 位居前四。2013 年 7 月 15
日，软银宣布以 216 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 Sprint 的 70%股份，T-Mobil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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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PCS 正在讨论合并，美国电信市场格局进一步整合以提高行业效率。 

2、日本通信行业 

多年来，日本的通信产业一直遵循着 i-mode 模式，并未有进一步的创新。 

从 2007 年开始，在 iPhone 和 Android 阵营强势崛起后，产业链朝着网络运营商、终

端厂商和内容提供商三者互相竞争与合作的态势发展。 

图 56：日本的通信产业模式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3、韩国通信行业 

2000 年 2 月，SKT 开始提供名为 n.top 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第一个）；2000 年 9 月，

SKT 开通 CDMA 2000 lX 网络，大大提高了 n.top 服务可用的网络带宽；2001 年 10 月，

SKT 将 n.top 服务进一步扩展，推出了融合有线与无线网络服务的品牌——NATE，让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利用各种终端通过无线或有线方式享受互联网服务。 

NATE 模式与 I-mode 模式类似，采用以网络运营商为主导的、其他产业链环节配合

的半封闭模式。盈利模式同样采取网络运营商获取通信流量费，并和内容提供商信息服务

费分成。SKT 还推出了许多有利于内容提供商的奖励和扶植政策。 

韩国政府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求网络运营商向独立内

容提供商开放移动互联网市场，并最终导致韩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链逐步从网络运营商主

导的形势向三元竞合的方向转变 

截止 2012 年 12 月，韩国移动通信普及率世界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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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国通信行业 

图 57：德国的通信产业模式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在 2005 年之前，欧洲的移动网络运营商推出的“围墙花园”模式。意图包揽整个产

业链，独立为用户提供从网络接入、到内容提供在内的所有服务环节，从而独享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实现利益最大化。“围墙花园”模式中，移动网络运营商对手机

用户可接入的网站采取了限制措施，用户只能访问几个选定的网站，并按使用次数收费。 

最先打破这种模式的是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运营商，如和黄 3。之后，欧洲主

要移动网络运营商都被迫推出了类似的业务，如 T-Mobile、O2、沃达丰。从 2007 年开始，

终端厂商（apple 代表）和互联网厂商（google 代表）的加入使欧洲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走

向三元竞合的态势。 

5、中国通信行业 

（1）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诞生历史 

邮电部成立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成立。邮电部于 1997 年 1 月

年作出了在全国实施邮电分营的重大决策。在重庆和海南进行邮电分营试点的基础上，

1998 年在全国全面推行。信息产业部成立于 1998 年 3 月，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基础上组

建了信息产业部。 

联通成立于 1994 年，当时的电子部联合铁道部、电力部以及广电部成立了中国联通，

但主要还是经营寻呼业务 。 

中国移动成立于 1999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批准中国电信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的要

求，信息产业部决定组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2000 年 4 月 20 日正式成立 。 

中国电信南北拆分于 2001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对固定电信

企业进行重组整合，2002 年 5 月 16 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挂牌

成立。 

2008 年 5 月 23 日，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 CDMA 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

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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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中国的通信产业模式 

 
资料来源：运营商，宏源证券 

（2）中国移动主导形成中国通信行业产业链 

2000 年 12 月 1 日，中国移动“移动梦网”出现，是我国第一个移动互联网业务。2002
年 5 月 17 日，中国移动的 GPRS 服务正式启用，手机上网的速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从 2004
年通过提供用户手机号码和手机终端型号等信息，大力扶植独立 WAP 网站的发展不断崛

起的独立 WAP 网站打破了移动梦网一家独大的局面。 

图 59：中国通信产业模式第一阶段  图 60：中国通信产业模式第二阶段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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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厂商、老牌桌面互联网企业开始发布各自的移动互联网战略，强势介入业态整合

和业务开发的过程，自身形成了较强的用户到达渠道。2007 年桌面互联网企业（google
代表）和终端厂商（apple 代表）的加入，最终使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形成目前三元竞

合的态势。 

微信的影响事件列表 

表 6：微信的影响事例节选 
类别 简介 详细 

企业客服/营销/业务 联想推出微信客服中心系统 

2013 年 3 月，业界第一家多功能微信客服中心系统——联想服务官方微信

客服中心系统正式上线。 

银行信用卡 招行信用卡微信客服中心 

2013 年 4 月，招行信用卡又前进一步，在行业内率先推出招行信用卡微信

客服平台（下称“微客服平台”）。在手机银行中能办理的业务，几乎都可

以在微客服平台中实现。 

股市 

发微博微信致股价异动证监

会首次表态将查处  

保险业务 

平安人寿/中国人寿推出微信

服务平台 

2013 年 5 月 27 日，平安人寿在业内率先推出“平安人寿”官方微信服务

平台，提供保单信息查询、保单变更等多项智能服务。 

国寿微信统一投保及服务平台已上线，通过微信，只要车主通过添加微信

关注“中国人寿保险”，就可进入微信服务界面，选择“承保、理赔、查

勘、支付”等相关服务。微信还可以提供意外险投保、激活卡服务等。 

 

保险理赔进入“微信

时代” 

泰康人寿首推理赔微信服务

平台 

泰康人寿正式推出理赔微信服务平台，成为首家微信理赔的寿险公司。据

悉，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泰康人寿”微信公共账号，就能一键登

录泰康理赔专区，在系统的指引下独立完成理赔报案等理赔服务等。 

影视 

顾长卫与华谊合作的第一片

名为《微信时代的文艺爱情》  

手机支付 

首个开通微信支付功能的公

众账号是麦当劳 

目前较为主流的移动支付方式包括三个类别，一是银行、通信运营商、央

行和银联主推的 NFC 模式；一是互联网公司主推的二维码识别远程支付；

还有一种是通过短信号进行输入的模式。目前微信中有大量的公众账号，

此前有商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消费预定登记。而此

次微信与麦当劳的合作直接将支付加入到了应用中。 

食品安全 

Neolac 全国独家上线“微信溯

奶源” 

荷兰知名婴儿奶粉企业 Neolac(牛奶客)在首次全国独家推出了“手机微信

溯奶源”服务。只要手机轻轻一扫，就能即刻知晓一罐进口奶粉从奶源到

生产的“来龙去脉”。 

娱乐游戏 微信手游平台 微信 5.0 开始，如打飞机，天天爱消除 

公益事业 公安局禁毒宣传 微信联合电信提供便民服务 查话费查余额一键搞定； 

政府政务 湖南吉首率先举办微信大赛；

2013 年 6 月 20 日，由湖南省吉首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谷韵吉首我的家”

微信比赛正式启动。据了解，由官方主办、应用微信平台的比赛在全国当

属首次。 

反腐 浙江洞头试水微信反腐  浙江省洞头县纪委推出微信举报平台，设立公众账号受理群众举报 

微信收费 运营商要对微信收费 

运营商认为微信的崛起侵蚀了短信彩信甚至语音通话业务，占用了大量的

信令资源，给运营商网络带来压力 

飞信技术路线图 竞争对手发力 
中移动拟为飞信手机版增添视频通话等功能，此外还拟在手机

桌面、ROM 等方面增加用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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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宏源证券(截至 2013 年 8 月 10 日) 

微信发布版本历史 

表 7：微信版本发布历史 
运行平台 版本号 发布日期 备注 

Apple 1.0 for 
iPhone( 测 试

版) 

2011/1/21 张小龙在腾讯微博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我对 iPhone5 的唯一期待是，像 iPad （3G）一样，不支持

电话功能。这样，我少了电话费，但你可以用 kik 跟我短

信，用 google voice 跟我通话，用 facetime 跟我视频。 
Android 1.0 for 

Android( 测 试

版) 

2011/1/24 受到了 KiK 的启示—在新的移动互 联网平台上，必将出

现相应的移动通讯工具。KiK 是一种免费短信，它很可能

成为 QQ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强大竞争对手。因此，从战

略角度分析，腾讯必须开发 一款移动通讯工具，这就是微

信诞生的缘起。 
Symbian 1.0 for 

S60v3(测试版) 
2011/1/26  

Apple 1.1 for 
iPhone( 测 试

版) 

2011/3/10 1、与腾讯微博私信互通（插件），支持和网页中的微博好

友私信联系．还能在私信中发送图片 
2、支持添加好友备注，方便您识别好友 
3、支持通讯录及会话列表搜索，找人更加方便快捷 
4、好友发来的网址，支持点击打开 
5、新消息通知的好友帐号改为昵称，让您更容易知道这是

谁的来信 
Apple 1.2 for 

iPhone( 测 试

版) 

2011/3/21 1、支持多人会话（群聊），方便您在手机上开展小群体讨

论。 
2、支持通过验证工作邮箱，自动找到验证过相同域名邮箱

的同事。 
3、增加黑名单功能，防止不必要的骚扰。 

Symbian 1.0 for 
S60v5(测试版) 

2011/3/22   

Apple 1.3 for 
iPhone( 测 试

版) 

2011/4/6 1、优化了交互体验，可以快捷地在微信、通讯录、找朋友、

设置 4 个选项栏目来回切换。 
2、发消息的时候，支持插入表情，为您增加了一种表达方

式。 
3、增加找朋友栏目，系统将您可能认识的人推荐到这里，

方便您添加他们到通讯录。 
4、强化了搜索好友功能，您可以在找朋友选项的搜索框输

入微信帐号找朋友，也可以输入 OQ 好友昵称或者邮箱联

系人名称找到他们。 
5、设置选项的“邀请朋友”增加了邀请邮箱联系人和微博

好友两种方式，能让您便捷的邀请更多朋友来使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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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2.0 for iPhone 2011/5/10 一对讲机；可以群聊语音对讲，新潮好玩。 
一微博发图助手：用滤镜艺术化您的照片，还能一键发到

腾讯微博。 
一 QQ 邮箱提醒：发微信提醒您 QQ 邮箱新来信，还能直

接浏览邮件内容。 
Symbian 2.0 for S60v3 2011/5/17 新加对讲功能 
Symbian 2.0 for S60v5 2011/5/17   
Android 2.0 for Android 2011/5/18 增加对讲功能。 
Apple 2.1 for iPhone 2011/6/8 一寻找手机通讯录好友：选择启用手机通讯录后，系统会

自动帮您找到通讯录里正在使用微信的好友。 
一增加 LOMO 相机滤镜：这个版本我们为您增加了拍立

得、鱼眼、彩色铅笔三套滤镜。 
一分享微信号，支持将微信号分享至腾讯微博、QQ 签名、

说说、新浪微博等． 
一看看谁在用；将您 QQ、QQ 邮箱、手机通讯录（需征得

您同意）里已用上微信的好友罗列出来，让您便捷地添加

他们为微信好友。 
一隐私设置；允许设置“是否将我推荐给 QQ 好友”及“是

否允许别人通过 QQ 号搜索到我”。 
Apple 2.2 for iPhone 2011/6/30 一 QQ 离线消息二当您的 QQ 处于离线状态时，微信帮您

接收 QQ 消息，还可以回复握。让您时刻继续保持和 QQ
好友联系。 
一好友推荐消息：向您推荐 QQ 好友和手机通讯录好友，

还向您提醒好友验证请求。 
一好友验证：当您打开了好友验证设置后，任何人添加您

为好友．都必须先向您发送好友验证请求，避免不必要的

骚扰。 
一插件管理 

Apple 2.5 for iPhone 2011/8/3 一视频功能：支持视频即拍即发，经过压缩处理，即使在

移动网络也适合传输，让您随时分享精彩的生活片段。 
一查看附近的人：微信将会根据您的地理位置找到在您附

近同样开启本功能的人，使您轻松找到身边正在使用微信

的他们。 
一进一步强化使用“查看附近的人”功能的隐私保护。 
一语音记事本：可以进行语音速记，还支持视频、图片、

文字记事，让记录备忘也变得便捷有趣。 
一群名备注：支持修改群名字，让您更容易识别不同的群。

一手机号注册：支持通过手机号注册微信。 
一个性签名：可以为自己编辑个性签名，让好友看到最特

别的自己。 
一系统通知：为您介绍新版本的功能特性及教程，呈现微

信更新动态。 
一优化用户体验，操作更方便。 
一优化网络策略，提高网络稳定性，解决部分用户网络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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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不上的问题，同时大幅提升消息收发速度，运行微信更

加流畅。 

Apple 3.0 for iPhone 2011/10/1 一摇一摇：支持通过摇一摇手机找到同时也在摇手机的朋

友。 
一漂流瓶：支持扔漂流瓶匿名女友。 
一通讯录安全助手：可以帮您备份通讯录到云端，您可以

随时恢复手机联系人到手机。 
一支持查看好友的大头像。 
一支持繁体中文语言界面。 
一增加港、澳、台、美、日五个地区的用户绑定手机号。

一增加保存群组到通讯录功能，可以把一个群聊里的所有

联系人保存成一个联系人，方便与这些人发起消息对话。

一可让您自由设置是否回复陌生人发来的消息后，就自动

添加这个人为好友。 
一增加插件免打扰功能，设置免打扰后，不再提醒系统插

件发来的消息。 
一系统插件可装卸、安装。还能让您自由设置是否显示到

通讯录里，让您灵活管理满足不同需求的插件。 
一优化登录，注册界面。优化用户体验，调整界面排版及

设计。 
Android 3.0 for Android 2011/10/18 新增“摇一摇”“漂流瓶”功能。 

支持繁体中文语言界面，增加港、澳、台、美、日五个地

区的用户绑定手机号。 
Apple 3.1 for iPhone 2011/10/27 一支持英文界面显示 

一语音记事本同步到 QQ 邮箱记事本 
一听筒模式切换 
一调整文字语音切换体验 
一优化用户体验 

Symbian 3.0 for S60V3 2011/11/11 新加“摇一摇”功能 
Symbian 3.0 for S60V5/

塞班 3 
2011/11/11   

Apple 3.5 for iPhone 2011/12/20 1、拥有专属于自己的二维码，并且能分享到微博和社交网

站上，收获粉丝们的招呼 
2、支持透明背景的动画表情、emoji 表情、自定义表情 
3、简化注册流程，默认采用短信注册，支持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的短信注册 
4、对话中可以进行石头剪子布和扔骰子游戏 
5、对话界面支持自定义聊天背景 

Windows Phone 1.0 for 
Windows 
Phone 

2012/1/14   

Windows Phone 2.0 for 
Windows 
Phone 

2012/4/1 新增“摇一摇”“漂流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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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4.0 for iPhone 2012/4/19 一你可以拥有一个精美的相册，将生活记录在相册中。 
一支持朋友圈 
一微信开放接口，支持从第三方应用向微信通讯录里的朋

友分享音乐、新闻、美食、摄影等消息内容。 
一支持图片、视频转发给其他微信朋友。 
一优化 QQ 邮箱提醒插件，让你拥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一可以对某个通讯录里的朋友标星标，这样就可以快速在

通讯录顶部的星标分组里找到他们了。 
一新增对泰国，印尼，越南，葡萄牙四国语言的显示支持。

一支持对微信朋友发送你当前的地理位置，方便朋友找到

你。 
一支持对多个微信好友群发消息，减少你重复繁琐的操作

工作。 
一支持调整微信消息文字的大小．让你感觉更贴心。 

Android 4.0 for Android 2012/5/24 新增相册功能。 
Windows Phone 3.0 for 

Windows 
Phone 

2012/7/18 新增相册功能。 

Apple 4.2 for iPhone 2012/7/19 一新增视频通话功能，让距离不再是问题。 
一新增微信网页版，让电脑连接微信，输入文字更方便。

一朋友圈发照片可选择可见范围，加强朋友圈隐私保护。

一朋友圈可以回复某条照片评论，让交流更直接明确。 
一可使用蓝牙耳机连接微信，方便开车一族使用微信语音

聊天。 
Symbian 4.0 for S60V5/

塞班 3 
2012/8/2   

Symbian 4.0 for S60V3 2012/8/23 新增相册功能。支持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的手机用户注册。

Apple 4.3 for iPhone 2012/9/5 一新增摇一摇传图，你可以将电脑网页上的图片“摇”到

手机上．更可以让好友也摇到你的图片。（请访问

http://wx.qq.com/yaol 查看详情） 
一你可以通过语音搜索．从通讯录中查找朋友。 
一微信号可以解绑 QO 号和手机号码。 
一动画表情可以从网上下载。 
一“扫一扫”可以扫描任何二维码，甚至能识别二维码电

子名片，并导入手机通讯录。 
一新增聊天置顶，把常用聊天固定在聊天顶部，以方便使

用。 
一你可以在聊天中滑动查看图片。 
一你可以不查看某人的朋友圈更新，并可以把朋友圈上的

私密照片设为公开。 
Apple 4.3.2 for 

iPhone 
2012/10/30 全面兼容 iPhone 5。 

Android 4.3 for Android 2012/11/1 新增摇一摇传图。 
Windows Phone Windows 201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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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3.4 
Apple 4.3.3 for 

iPhone 
2013/1/4 对朋友圈及帐号隐私的一些权限做了调整。 

Apple 4.5 for iPhone 2013/4/16 一实时对讲，多人实时语音聊天 
一将正在听的歌曲摇到手机里 
一群聊也有二维码，扫一扫就能加入 
一搜索聊天记录，方便你迅速翻阅历史聊天 
一聊天记录可以迁移到另外的手机上 
一可以设置语音提醒，重要事项不再错过 
一聊天可以一次发送多张照片 
一语音可以撤销发送 
一可以给自己发消息 
·可以回复陌生人的打招呼，还能加备注 
一朋友发来的位置可以导航 
一刚截的图，点＋号可以快速发送 

Apple 5.0 for iPhone 2013/8/9 强大的扫一扫，游戏中心，移动支付等 
Android 5.0 for Android 2013/8/15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主流的移动浏览器 

表 8：主流的移动浏览器状况 
浏览器名称 Logo 简介 
UCWeb 

 
UC 浏览器是由优视科技自主研发的一款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浏览器，是

全球使用量最大的手机浏览器。UC 浏览器全球下载量突破 15 亿次，用

户月使用量（PV）超过 1500 亿，全球拥有超过 3 亿用户。服务于 150
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发布了英文、俄文等多个国际语言版本产品。2012
年 UC 浏览器海外用户超过 4000 万，在东南亚、俄罗斯、非洲等地区取

得了市场领先，其中印度地区市场份额超过 25%，并设有专门的运营平

台。 
Safari 

 
Safari 在 2003 年 1 月 7 日首度发行测试版，并成为 Mac OS X v10.3 与之

后的默认浏览器，也是 iPhone 与 iPod touch 的指定浏览器。2012 年 12
月 3 日，苹果 Safari 仍领跑全球移动浏览器市场，份额达到了 61.5% 

Chrome 
 

 

Google Chrome，由 Google（谷歌）公司开发的开放原始码网页浏览器。

该浏览器是基于其他开放原始码软件所撰写，包括 WebKit 和 Mozilla，
2008 年 9 月 2 日发布，提供 43 种语言版本。2012 年 8 月 6 日，Chrome
已达全球份额的 34%，成使用最广浏览器。 
谷歌于 2012 年发布了谷歌浏览器移动版，提供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的谷

歌浏览器，在保持浏览器原有特点的情况下，实现了多终端使用浏览器，

具有共享收藏历史信息等功能，是手机浏览器的一次巨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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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 
 

Mozilla Firefox 是一种开源的网页浏览器，非正式的中文名称为火狐浏览

器，由Mozilla基金会旗下的Mozilla公司与众多志愿者所开发。Firefox 使
用开放源代码的网页排版引擎 Gecko。2012 年 8 月，在世界范围内，Firefox
占据着 23%的使用份额。 
2010 年 2 月 1 日，为诺基亚 Maemo 制作的 Firefox 1.0 发布。Firefox for 
Android 移动浏览器，包括融合 Android 用户界面的全新设计的外观，

超快的启动速度，个性化的开始页面，与桌面版火狐的历史、书签、标

签页等数据同步以及对第三方插件比如 Flash 的支持，期待能够带给用

户更快速更便捷的浏览体验。 
360 

 
 

360 安全浏览器(360Safety Browser)是 360 安全中心推出的一款基于 IE 内

核的浏览器，是世界之窗开发者凤凰工作室和 360 安全中心合作的产品。

据艾瑞咨询 2012 年发布的第三季度浏览器市场数据显示：360 浏览器覆

盖人数达 54.0%，市场格局基本保持稳定，360 旗下另一款产品 360 极速

浏览器占比达 14.2%。 
猎豹 

 

 

猎豹安全浏览器，原名猎豹浏览器，是由金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

一款浏览器，主打安全与极速特性，采用 Trident 和 WebKit 双渲染引擎，

并整合金山自家的 BIPS 进行安全防护。猎豹浏览器对 Chrome 的 Webkit
内核进行了超过 100 项的技术优化，访问网页速度更快。其具有首创的

智能切换引擎，动态选择内核匹配不同网页，并且支持 HTML5 新国际网

页标准，极速浏览的同时也保证兼容性。 
2012 年 10 月 16 日，猎豹浏览器推出 2.0 版（beta），内核升级至 Chrome21，
成为内核最新的双核浏览器，网页浏览速度全面提升 50%。2012 年 12
月，猎豹浏览器获得“2012 年度最佳创新产品奖”。2013 年 6 月 19 日，

正式发布猎豹浏览器手机版。 
IE 
 

 

是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推出的一款网页浏览器。它采用的排版引

擎（俗称内核）命名为 Trident。截至到 2 月份，IE 占到了 55.82%的整体

份额。随着 Win8 一起出现的 IE10 经过几个月的增长后，目前已达到

1.58%。 
微软在 IE5 开始就引入了条件注释的功能，可以通过注释型的语法，来

对不同版本的 IE 浏览器指定不同的样式和内容。而在 Windows Phone7
中，微软又引入了 IE Mobile 这个关键字，将条件注释功能带入了 WP7
手机浏览器中。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主流平台类产品 

表 9：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主流的平台应用类产品 
产品名称 简介 特点 
BlackBerry 
Messenger 

与好友进行文字、表情等即时讯息的交流，以及分享图片、

音乐、视频等文件。 
需要开通昂贵的 BIS 或 BES
服务，因此仅可在 BlackBerry
平台上使用 

Kik Messenger 2010.10.19 发布，15 天席卷 100 万用户。 
与好友进行文字、表情等即时讯息的交流，以及分享图片、

音乐、视频等文件； 

支持跨平台； 
自动检索通讯录提示哪些联

系人已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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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box 2011 年 1 月 18 日发布 ios 版本，以语音录制和语音传输为基

础的，以为用户提供点对点对话和消息推送为核心服务的移

动社交产品。 
2011 年 5 月 11 日零点，TalkBox for Android 发布。 
2012 年 5 月 23 日，TalkBox for windows phone 发布。 
TalkBox for BlackBerry 正式版正在开发，目前已出内测版。

全面语音化的 Kik 应用； 
 

米聊 2010 年 12 月发布，实时的语音对讲，信息沟通和收发图片

语音对讲，拍照传图，智能推荐好友，信息状态，视频对讲

（6.0） 
手写涂鸦：聊天还可以画图，照片还可以恶搞！ 
2013.6 月，1700 万用户 

 

苹果 iMassage 只支持 iOS 平台的硬件  
飞信 中国移动的 IM 工具，PC 版本 PC 版本的复制 
Viber 是一款网络通话软件。最大特色是用户无需打开该应用就可

以直接拨打 VoIP 电话。 
共支持 27 种语言，遍及 193 个国家。 
2013-5-8 日宣布，总用户达到 2 亿人。 

 

Skype 是全球免费的语音沟通软件，拥有超过 6.63 亿的注册用户，

最高同时在线超过 3000 万。根据 TeleGeography 研究数据显

示，2010年Skype通话时长已占全球国际通话总时长的 25%。

Skype 用户免费通话时长和计费时长累计已经超过了 2500
亿分钟。37%的 Skype 用户用其作为商业用途，超过 15%的

iPhone 和 iPod touch 用户安装了 Skype 

 

韩国 Kakao Talk 以实际电话号码来管理好友，借助推送通知服务，可以跟亲

友和同事间快速收发信息，图片，视频，以及语音对讲。即

使好友不在线，好友也能接收你的 kakao talk 消息，就跟发

短信一样.还支持多人聊天模式(Group Chat)，逐渐还将推出

购物等功能。每日信息发送数量是韩国三大运营商短信总数

的三倍。在韩国智能手机 55%的市场渗透率中，95%是 KaKao
的用户。总注册用户数 6200 万。在 200 多个国家使用。支

持 12 种语言。 
盈利模式：电子商务（约 320 家品牌商的 7700 个商品，单

月约 1148 万元）+付费表情（单日平均 57 万元）+Plus Friend
广告（用户超过 200 家）+游戏平台(开放 KaKao 的用户关系

链，朋友排名，道具付费）。 
游戏例子：Anipang 是一款类似宝石迷阵的消除类，上线不

到三个月就获得近 1600 万用户下载，每日产生近 2 亿韩元

（约 114 万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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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WhatsApp 借助推送通知服务，可以即刻接收亲友和同事发送的信息。

可免费从发送手机短信转为使用 WhatsApp 程序，以发送和

接收信息、图片、音频文件和视频信息状态显示 
支持平台：wp7.0、wp7.8、wp8.0、Android、iOS、BlackBerry
每月活跃用户规模为两亿人（非注册用户数），这一数字已

经超过了 Twitter。 
2013 年 6 月 13 日宣布，每日处理的聊天信息数量达到了 270
亿条。其中，100 亿条为用户发出的信息数量，170 亿条则

为收到的信息数量。 

 

日本 Line 2011 年 6 月 23 日发布，基本功能——注册用户之间可以免

费语音通话和互发即时消息。IM 与 SNS 的综合。 
Line 和 Skype 一样，无需实名，只要登录了一个 ID 就能使

用；Line 也不强行要求用户上传通讯录，只要告诉好友自己

的 ID，就可以和好友沟通。 
2013 年 1 月 18 日，宣布用户达到 1 亿人。 
挣钱之道：付费表情+游戏平台 
目前 Line 的主要用户还局限于学生和青年女性；而且，对运

营商来说，用户使用 Line 的前提是为智能手机缴纳包月上网

费——包月上网费才是日本电信运营商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 Line 问世之前，即时通讯

软件早就有了 Skype 和 MSN 
messenger 这样的大牌，SNS
方面也有美国的 Facebook 和

日本的 Mixi。但是这些老牌

亏就亏在本是面向个人电脑

的软件，在智能手机上并不

好用，给了 Line 出头的机会。

传统的“表情”本是传统手

机小屏幕和键盘时代的产

物，在智能手机的高清液晶

大屏幕上就显得太小了。而

Line 的“表情”的大小占据

智能手机的半个液晶屏，形

式也丰富多彩，用户不必输

入任何文字，就可以一目了

然地把心情传达给好友。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运营商增值服务业务发展状况 

表 10：运营商增值业务发展状况 
运营商 基地类型 地点 介绍 
中国移动    

1 无线音乐基地 四川 2005 年 6 月，中国移动在四川成立无线音乐创新基地，加快构建 12530
中国移动音乐门户网站。无线音乐业务具体包括现有的彩铃、振铃、无线音

乐俱乐部、无线首发、无线音乐搜索等业务， 用户可以通过 SMS、MMS、
WAP、IVR、WWW 等接入方式获取无线音乐产品。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

以其强大的平台支撑，迅速占领了无线音乐市场的一片江山。2009 年，中

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带动全网收入突破 220 亿元。 
2 手机阅读基地 浙江  2009 年 9 月，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在浙江建成。该基地由浙江分公司负

责具体运营工作，一点接入、支撑全网。手机阅读基地通过多样化阅读形式

向用户提供图书、杂志、漫画等全方位的阅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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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超市基地 广东 2009 年初，中国移动开始在广东建设全国软件超市基地。2009 年 8 月 17
日，中国移动在北京召开“Mobile Market”上线的发布会。中国移动软件超

市 Mobile Market 提供六大类下载服务，分别为软件、游戏、主题、音乐、

阅读和视频。 
目前该基地运营 18 项具备互联网属性的业务(如飞信、MM、邮箱等)，签约

开发者已超过一万家，MM 应用商城累计下载量 10 亿次，飞信、139 邮箱

注册用户数均突破三亿，飞信月活跃用户数超过 9000 万，邮箱月活跃用户

达到 5600 万。 
4 视频基地 上海 2009 年 5 月，中国移动视频基地在上海落成。中国移动视频基地将实现对

无线视频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带动，汇聚原创内容创作、高端媒体合作、视

频技术平台开发、新媒体研发、移动业务产品创新等产业领域，该基地立足

上海，服务全国，成为国内领先的视频业务整合者、视频内容分发者和视频

技术的创新者。 
5 手机游戏基地 江苏 2009 年 10 月，中国移动手机游戏基地落户江苏。2009 年 11 月底，中国移

动游戏基地正式投入运营。中国移动游戏基地还计划介入更多的延伸领域，

如游戏音乐、视频、虚拟形象、游戏电影、游戏动漫等，充分利用众多的合

作伙伴和广大的客户资源，打造以中国移动为主导的游戏产业联盟，推动中

国游戏产业持续发展。 
6 手机动漫基地 福建 2010 年 2 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确定将手机动漫基地落户福建。一期工程

2010 年 6 月前投产，预计将有 150 名员工进驻厦门，基地将于 2011 年 12
月前完成整体建设。该基地定位于：整合手机动漫上下游资源，推动终端定

制与手机动漫产品专业化研发，并负责全国性推广。 
7 LBS 位置基地 辽宁 中国移动位置基地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委托辽宁有限公司建立的位置服务

专项产品研发推广基地，基于中国移动网络，面向全国移动用户设计研发位

置类通信信息产品，全面发展手机地图优化、实时交通系统建设等有移动通

信功能的导航业务，为社会提供位置服务。 
8 电子商务基地 湖南 2009 年 10 月，中国移动电子商务产品创新基地正式落户湖南长沙。该基地

建成后，一方面将带动软件开发、终端及机具制造、应用服务提供等相关产

业链发展，另一方面，也将通过提供手机购物、移动公共交通、移动公用事

业缴费等丰富的移动电子商务应用而极大地方便百姓生活。  
9 南方基地 广东 2009 年 12 月 24 日，中国移动南方基地集中化支撑系统在广州开通，确定

“电子商务、终端创新、移动互联、手机邮箱、应用下载、物联网”六大创

新方向。作为中国移动重要的管理支撑基地，该基地与其“北京国际信息港”

南北呼应，“双中心”的支撑系统集中化布局已初步形成。按照中国移动的

整体布局，该基地“立足广东，服务全国，辐射全球”，将发展成为 IT 网络

支撑、产品研发、产业集群推进、合作交流“四大中心”，全面服务于中国

移动集中化管理和全球化发展两大战略思路。 
中国联通    

1 中央音乐基地 广东 2009 年 9 月，中国联通确定将集团的中央音乐平台基地设在广东。为了丰

富无线音乐基地的业务内容，进一步拓展无线音乐市场，中国联通还专门成

立“联通无限 • 手机音乐”俱乐部，为喜爱音乐的用户提供的一个社区交

流平台。中央音乐向无线音乐消费用户群提供一系列整合的音乐产品和服

务，包括以炫铃、振铃、IVR 语音和原音（整首）为主的音乐下载、共享、

传播、交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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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阅读基地 广东 2009 年下半年，中国联通手机阅读基地在广东建设。手机阅读业务 WAP 版

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推向市场。手机阅读基地提供阅读内容丰富的精

品图书读物，目前已上线的有 32 种分类、20000 余本图书读物。目前 WAP
手机阅读业务已完成业务测试，用户通过 WAP 随时浏览阅读内容。 

3 应用商店基地 上海 2009 年 9 月，中国联通开始提出建设应用商店 UniStore。应用商店是基于

手机和 PC 终端的网上商店，是手机应用软件的聚合、交易和服务平台。应

用商店 UniStore 部分试点已于 2010 年 2 月对外公开测试。应用软件涵盖影

音娱乐、新闻资讯、游戏、理财、实用工具、理财、书籍、旅行、社交网络

等类别上百款免费体验、有偿出售的产品。 
中国电信    

1 爱音乐基地 广东 中国电信自 2007 年就开始在广东建设爱音乐基地，为小灵通、固网用户服

务，随着 CDMA 网络的运营，开始为小灵通、固网和 CDMA 用户同时提供

服务。中国电信“爱音乐（IMUSIC）”平台依托广州、辐射全国，形成中国

电信全国统一的数字音乐基地。  
2 手机阅读基地 浙江 中国电信自 2009 年就开始进行手机阅读的相关工作。2010 年初，中国电信

确定在浙江建设全国手机阅读基地，计划于 4 月 30 日正式推出手机阅读服

务。手机阅读涉及到平台建设、标准制定、终端 UI 设计、内容的合作等工

作，都集中到基地进行运营。手机阅读基地依旧遵循开放合作的基本思路，

与更多的内容提供商进行合作。 
3 天翼空间基地 四川 2009 年 4 月，中国电信确定在四川电信建设全国天翼空间（软件超市）基

地。9 月初，中国电信推出天翼空间应用商城试点，不仅为广大用户提供手

机应用下载，更为手机应用开发商提供在线销售的平台。目前主要分为 11
类应用：游戏、主题、娱乐、生活、阅读、通信、商务、旅行、教育、财经、

工具。 
4 天翼视讯基地 上海 2009 年 11 月 12 日，中国电信天翼视讯基地（视讯运营中心）在上海正式

成立，由上海电信负责开发运营。该基地统一负责中国电信全国平台的视讯

业务运营，支撑各省视讯业务发展，实现视讯业务的统一开发、深度运营和

规模推广。通过基地与多家视频内容提供商合作，联手推出多个视讯频道产

品，意味着中国电信正积极整合产业链资源，多方合作，打造手机、电视和

个人电脑三屏互动的视频内容平台。 
5 物联网基地 江苏 2009 年底，中国电信开始计划在江苏建设全国 M2M 基地，初期建设全国

M2M 平台、域网关等，后期将扩展为物联网基地。现在正在建设中。 
6 手机游戏基地 江苏 2010 年初，中国电信确定在江苏建设手机游戏基地。目前，该基地已经启

动建设。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三网融合政策推进回顾 

表 11：三网融合推荐一览 

日期 政策事件 意义 
2001/3/15 十五计划纲要 第一次明确提出“三网融合”：“促进电信、电视、互联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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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融合”； 

2006/3/14 十一五规划纲要 三网融合的内容由“电信、电视、计算机”进一步明确为“宽

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要求积极建设基

础设施，打破体制障碍，完善制度规范和行业标准， 

2007/12/20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

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广电总局、

信息产业 部令第 56 号） 

对视频行业起到了规范作用，规定凡是在互联网上从事视频

上传、分享和节目制作的机构都必须先领到许可证，否则将

被取消从业资格。 

2008 年 1 月 国务院 1 号文件 提出加强三网融合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加快推进三网融合

步伐，在确保传输安全前提下，实现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2008 年 12
月 

广电总局和科技部等共同提出建设

NGB 即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构建有线无线一体、以三网融合为特征的国家现代化基础信

息设施，为三网融合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2009 年 “三网融合”被正式列入《电子信

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和扶持的战略性产业 

2008 年 5 月 国务院第 26 号文件 要求广电和电信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现双向进入，推

进“三网融合”实现实质性进展。明确要求相关部门落实有

关政策和规定，深化改革，理清职能，为三网融合下一步的

顺利开展做好改革准备。 
2009/5/19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09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

通知（国发〔2009〕26 号） 

文件指出：“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

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

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 
2009/8/11 关于印发 <关于加快广播电视有线

网络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 
要求各省加快完成本省有线网络的整合（一省一网），并鼓

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省际间整合和联合重组，为规模化开展

有线网络服务奠定基础，并指出整合对于三网融合和国家信

息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2010/1/13 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加快推进

三网融合，给出时间表 
制定了两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第一阶段（2010～2012）选择

试点城市和地区开展三网融合先行试点，重点开展广电和电

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积累经验，第二阶段（2013～2015）
在全国推广，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 

2010/4/28 广电总局《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管

理规范》、《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管

理规范》 

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将采取“集成服务+内容服务”的管

理模式，分别颁发两类牌照:“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和

“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牌照，使得互联网电视，必须连接

经过广电总局所批准的平台商。不出所料，所有的持有牌照

的机构都是广电系的电视台、传媒。 
2010/6/30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印发三网

融合第一阶段试点地区（城市）名

单的通知》 

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名单和试点方案正式公布，共有 12 个地

区(城市)名列其中，这标志着三网融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2011/7/14 广电总局《关于严禁通过互联网经

机顶盒向电视机终端提供视听节目

服务的通知》 

规定将机顶盒加电视的形式严格的划归到了总局的监管和

业务范畴之中，对擅自从事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业务的网站，要求其立即整改，自行关闭互联网

电视平台，并停止一切宣传、销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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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

理要求》（广办发网字 【2011】181
号） 

关闭了视频网站与终端企业的直接合作机会，强调互联网电

视所访问的网路内容必须是可管可控，使得互联网电视的网

页浏览功能受到限制。“总局-集成商-视频商-制造商”，监管

—产业链，已经从政策上定型。 
国家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视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监管”发展

为“鼓励运营”，这是互联网电视行业发展多年来的首次突

破。” 另外，“总局-集成商-视频商-制造商”，监管—产业链，

已经从政策上定型。 
2011/12/30 《关于三网融合第二阶段试点地区

（城市）名单的通知》 
又有 42 个地区(城市)加入三网融合试点企业行列，加上首批

的 12 个，我国三网融合试点已基本涵盖全国； 
2012/11/15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成

立 
国务院已经下发国函 184 号文件，同意组建中国广播电视网

络有限公司，由财政部出资，广电总局负责组建和代管，注

册资本 45 亿元。 
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是国务院推进三网融合确定的目标，

以此积极推进各地分散运营的有线电视网络整合，采取包括

国家投入资金在内的多种扶持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手段，通

过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等方式。国家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要作为有线电视网络参与三网融合的市场主体，负责对全国

有线电视网络的升级改造。 
2013/3/10 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

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

议，提出，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

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新闻

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

责著作权管理等。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挂国家

版权局牌子。不再保留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2013/7/4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

（2013）》（广电蓝皮书）出版发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称，三网融合两批共 54 个试点城市

基本遍布全国，覆盖人口超过 3 亿。到 2012 年年底，全国

有线电视用户 2.15 亿户，数字电视用户 1.43 亿户，同比分

别增长 6.14%和 24.49%，数字电视渗透率达 66.50%；双向

网络覆盖用户超 7000 万户，开通双向业务用户超过 2000 万

户。 
资料来源：互联网，宏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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