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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 一穷二白到奋力赶超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电信事业

百废待举，书信、电报、老式电话是传递信
息的主要工具。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电话在湖南仍属于稀罕的“宝贝”，1977
年湖南市话用户仅 3.8 万户。 在农村，除
了乡镇、邮电所有一两部“摇把子”，几乎
见不到电话。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开始， 秉承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积极跟踪世界先进通信技术，以大投入拉
动大产出，以大力度实现大发展，一大批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程控交换、 光纤通
信、数据通信、移动通信等技术和设备引
入湖南，湖南电信业走上了高起点、大容
量、适度超前的发展之路。

1987 年， 湖南首次从联邦德国引进
万门程控电话系统，直拨国际长途的时间
从 20 分钟缩短至 30 秒， 开启了我省程
控电话规模发展的新时期。

1992 年，“大哥大”横空出世，在湖南
第一场“大哥大” 现场拍卖会上， 号码
“900001”被客户以 30 万元“天价”拍得，
创全国移动电话号码拍卖成交单价之最，
湖南迈入移动通信时代。

1994 年，全省长途数字传输网、数据
分组交换网等七大现代化通信网提前一
年完成， 湖南成为全国第 10 个实现县以
上长途数字化、电话交换程控化的省份。

1995 年， 全省光缆总长度达到 2.06
万公里， 交换机总容量达到 305 万门，湖
南的通信装备和通信能力进入全国先进
行列，完成了从一穷二白到奋力赶超。

1999年到 2000年，刚刚经历了邮电
分营、移动分离、政企分开、电信重组等一
系列改革之后的湖南电信，相继实施了“百
万电话大行动”和“三百万工程”，每台电话
的装机价格从几千元猛降到 600元，受到
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湖南城乡掀起了装电

话的热潮，开启了三湘通信的新时代。
跨越 从引领潮流到连接世界

网络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996年，湖
南电信在长沙向社会推出的互联网业务，
旋即成为最畅销的电信新业务之一，发展
速度一度超过沿海发达城市。湖南电信主
导打造的湖南信息港、中国同学录成为最
早最成功的互联网应用，风靡全国，引领
互联网发展的潮流。

2000 年， 湖南电信开启宽带城域网
建设， 迅速完成从窄带向宽带接入的转
变，网上教学，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应用广
泛兴起。 2010 年，湖南大规模建设光网，
为湖南经济的腾飞，打造了通向全球的信
息高速公路。

2008 年 6 月， 中国电信正式运营
CDMA 网络，“天翼”品牌面世，并对外提
供 3G 移动通信服务，湖南电信再次成为
集固话、移动通信、互联网于一体的全业
务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开启了湖南移动
互联网的新时代。

有了宽带和移动互联网，人们的通信
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质的飞跃，“鼠标轻点，
生活搞定”， 三湘人民迎来了触手可及的
智慧生活。

从 1979 年到 2008 年，不到 30 年时
间，湖南电信业的发展完成了历史性的跨
越，从书信、电报、“摇把子”电话时代，发
展到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业务三
驾齐驱的时代。

追溯湖南电信的发展历程，正如翻开
一部奋斗史。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摇把
子”到固定电话全面普及，从当年的“大哥
大”到全屏智能手机，从拨号上网、ADSL
上网，再到现在 50M 起步，百兆标配，千
兆引领的全光网新时代，湖南电信的每一
步成长与跨越，都凝聚了一代代电信人的
心血和汗水，并成为助推湖南经济发展的
倍增器。

普遍服务 大山里架起信息高速路
郴州以北，群山之中的高椅岭美景渐

行渐近。 与飞天山相隔，拥有原生态丹霞
地貌的高椅岭红岩绿水、险寨奇涧。 面对
壮丽秀美的丹霞风景，几位游客纷纷拿出
手机拍照、发朋友圈，与网友分享自己的
旅途经历。

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日子里，高椅岭村
民只能空守一山美景。 是电信普遍服务，
迅速填平信息“鸿沟”，美景变成“钱”景，
带来了游客，带富了一方村民。

2015 年以来，湖南电信相继开启“宽
带乡村”示范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建设，克服建设难度高、投资压力大等重
重困难。一个个基站，一根根光纤，深入边
远村寨，架起信息沟通的桥梁，连接起广
大村民和外部的世界。宽带网络延伸到了
边远山区， 农村宽带接入能力普遍达到
12M 及以上，大批光网村、光网乡、光网
县涌现，为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通信网络的改善，村民有了更多
增收致富的机会， 足不出户推销农副产
品、动动手指了解最新“三农”信息和信贷
政策，通过 IPTV 电视与远在异地的亲人
朋友实时对话……“一根网线”，为农村打
造了一条宽广无边的“信息路”。

惠及民生 以人民为中心提速降费
以人民为中心， 为老百姓提供用得

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是湖南电
信始终践行的服务准则。

近年以来， 湖南电信大幅降低资费，
全面推广国内流量畅享、 大流量套餐，
2019 年 8 月用户流量平均单价相比
2016 年降低 77%， 大大提升了三湘人民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不只是个人用户， 针对企业用户，湖

南电信连续降低互联网专线标准资费价
格。 相比 2018 年底，2019 年 8 月商务宽
带的平均单价降低了 29%，推动了中小企
业通信成本的有效降低，为中小企业进一
步提升信息化创造了更大空间。

相比资费的一路下降，是不断飙升的
网络速度。 通过不断提速， 到 2019 年 8
月，湖南电信用户的固定宽带平均速率达
到 103M， 相比 2018 年底提高 11%。 同
时，全面启动“百城千兆”示范工程，着力
打造 200M 普及、1000M 引领的宽带接
入能力，目前家庭宽带用户的主推速率为
100M-300M，最高可达 1000M。

扎扎实实的提速效果，实实在在的降
费让利，不仅个人用户有明显的感受，越来
越多的政企客户单位也从中受益， 直接推
动了我省通信消费升级，为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提供了更有利的信息化条件。
脱贫攻坚 打造信息扶贫的“湖南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扶贫攻坚战
在湖湘大地拉开帷幕。 热心公益事业、勇
担社会责任的湖南电信，第一时间便把使
命扛在肩上，打造了精准扶贫的“湖南样
本”。

回想家中接上网络的情形，衡山县将
军村的彭超记忆犹新：“当时刚过小年，外
面天寒地冻。 施工队冒着寒风，在零度左
右的气温下， 通过人力爬山拉线 4 公里，
为我家开通了宽带。我设想和期盼已久的
直播创业梦终于实现了！ ”

身患侏儒症的彭超，在湖南电信拉通
宽带网络后，开始了网络直播，在火山小
视频及抖音上宣传自家出产的绿壳土鸡
蛋和散养土鸡， 两个月吸粉 2.5 万人，半
年卖出 2000 只土鸡 1 万余枚鸡蛋，成为
将军村脱贫致富的励志榜样。彭超还计划
注册一家莲花生态养殖基地，发展休闲山
庄，带动周围贫困户走上脱贫之路。

在目前湖南省建档立卡的 6923个贫
困村中， 湖南电信完成了 5787 个贫困村
的 4G网络覆盖，覆盖比例 83.6%，已完成
6551 个贫困村的光纤网络覆盖， 覆盖比
例 94.6%。

有了网络，湖南电信还针对建档立卡
贫困村、贫困户、扶贫干部制定专门资费
政策，推广易用、低成本手机终端，并在天
翼高清电视上加载提供扶贫致富视频应
用。 3 年来，帮助近 3 万贫困户用上了通
信服务， 减免让利约 800 余万元， 给 53
个村级综合服务中心赠送了 20M 宽带和
IPTV。许多从未“触网”的村镇，借助网络
连上了外面的精彩世界。 贫困地区的木
耳、玲珑茶、黄菌、黄桃等农产品一改“养
在深闺无人识”的窘境，纷纷搭乘“网络快
车”走出大山。

事实上，这些还仅是湖南电信扶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湖南电信已经形成了网络
扶贫、信息扶贫、结对帮扶、产业扶贫、智
力扶贫等多种方式的大扶贫工作体系，把
精准扶贫的政策之风送到百姓的心坎上，
为贫困地区架起了一条条网路、 信息路、
致富路、小康路。

企业根植于社会，成长于社会，更服
务于社会。 70年的发展壮大，湖南电信艰
辛探索，嬗变跨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奋
斗奇迹，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助
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省信息化水平
的提升。

随着 5G 时代大幕开启，湖南电信又
迎来了新的起点。湖南电信正在谋求新作
为，力争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
社会的新征程中，书写 5G 时代更广阔的
未来。 （吕乔安 陈吕芳 彭征霞）

全光网 铺设信息发展快车道
从 2010年开始，湖南电信开启全光网建

设，累计投入超过 300 亿元，大力实施“城市
光网”和农村“光进铜退”工程。 2012年，全省
光网端口突破 100 万个，2016 年，全省 14 个
市州全部建成“光网城市”，全省光网端口突
破 1000万个。 2017 年 1 月，发布“智能光宽
带”，湖南进入千兆智能光网时代，为湖南打
造网络强省、 推动信息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明。 在湖南电信的努
力下，短短数年内，我省就告别了以 2M、4M
为标志的铜缆宽带 ADSL 时代， 进入了以
50M起步，百兆标配，千兆引领的全光网新时
代。截至目前，实现了城市光网 100%全覆盖，
行政村光网覆盖 96%以上，1828 个乡镇光网
全覆盖，2.4 万个行政村完成网络升级改造，
99%以上的乡村通宽带， 建成了我省覆盖最
广、出口最宽的光纤宽带网络。 湖南的网络规
模、网民数量等位居全国前列。

在移动网络方面，自 2008年正式开展移
动业务以来， 湖南电信率先在全省打造了一
张覆盖范围最广、质量最优的 3G网络。 2014
年开启 4G 服务，2016 年底，完成比 4G 翻倍
的极速 300M�“4G+”和被誉为“4G 信号王”
的 800M 网络建设，部署武广、沪昆高铁 4G
专项覆盖。基本实现全省所有乡镇以上区域、
城区周边重要干道、 主要干线隧道、4A 级及
以上景区的网络 100%全覆盖，行政村覆盖比
例近 95%，实现与光网宽带的协同部署，打造

了“在家有光纤、出门有 4G、到处有 WiFi”的
天地一体化网络。

光网铺就，八方通达。其所承载的智慧应
用，为帮助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民众生活日新
月异奠定了坚实基础。 百兆标配，千兆引领的
全光网新时代，在“网络强国”建设蓝图上画
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全光网的延伸， 湖南电信 IPTV 新
电视也快速走进千家万户。 IPTV新电视 121
路标清、68 路高清直播,�尤其是回看、 点播、
教育资讯、 党员远教等业务和功能深受用户
喜爱，全省用户突破 600万户。在边远贫困地
区，成为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开展信息精准
扶贫、满足农民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 数字湖南的奠基石
有了网络基础的加持，各类“互联网 +”

应用广泛渗入我省政务、工业、农业、制造业、
旅游服务业等各行各业， 方便人民的衣食住
行和工作生活，并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成为
数字湖南建设和湖湘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
动力。

2015 年 9 月 22 日，湖南电信发布“互联
网 +”行动计划，这既是响应国家“互联网 +”
战略的具体举措，又是顺应时代发展、满足客
户需求的必然选择，更是打造“数字湖南”，建
设网络强国，惠及三湘人民的实际行动。

湖南电信结合自身优势，推进“互联网 +
政务”、“互联网 + 工业制造”、“互联网 + 农
业”、“互联网 + 新兴服务”的“互联网 +”行动
计划， 为产业互联网在湖南各行各业的广泛

应用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 湖南电信加大了数据中心等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打造了中南地区领
先的“湖南呼叫中心”、“湖南数据中心”、“湖
南灾备中心”和“湖南云计算中心”，在全省各
市州建成 14 个云数据中心，并利用资兴东江
常年低于 13℃的自然冷水，建成了全国最节
能、环保的东江湖大数据中心，全面提升了我
省云服务能力。

此外，积极推出云产品体系，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大力推进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究试点与规模商用。 目
前已为我省数千家政府单位、教育机构、医疗
行业、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双创”园区及
个人客户提供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 推动了
“互联网 +”在我省各行各业的渗透。

70 年沧桑巨变，70 年春华秋实。
70 年，我国通信发展翻天覆地，信息经济风起云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70 年，中国电信湖南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电信）始终承担了我省通信建设和发展的重

任，紧握时代脉搏，勇立发展潮头，从“摇把子”起步，奋力赶超，积极实践，大步跨越，推动
了我省通信事业的长足发展，服务于我省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彰显出作为网络强国建
设的主力军地位，体现了对社会的责任担当。

70 年来，湖南电信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不断提档加速，从“通信靠喊”，到“村
村通电话”；从网络匮乏，到“村村通宽带”；从移动模拟信号，到 4G 同步、5G 引领；
从窄带上网，到光网城市、万物互联……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抒写的是一段砥砺
奋进、奋力赶超的发展史诗。

70 年的嬗变与跨越

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 网络强国建设是湖南电信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一直以
来，湖南电信积极响应号召，肩负起湖南省网络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产业升级的推动者、信息
消费引领者的使命，打造高速、泛在、安全、智能的新一代通信信息基础设施，推进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和创新，全力投入网络强国建设的奋斗征途。

铿锵的网络强国路

不忘初心勇挑重担，增进民生福祉服务人民，既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也
是湖南电信矢志不渝的企业使命与责任。无论是普遍服务，还是扶贫攻坚，无论是提
速降费，还是重大保障，其背后，体现的是湖南电信对党和人民的承诺，是大写的央
企责任担当。

大写的央企责任担当

勇担网络强国主力军
———看湖南电信跨越发展 70年

1987 年，长沙市电信局万门数字程控电话
开通。

1991 年， 长沙市电信局自行研制开发的
市话号线微机集中管理系统投入使用， 这在
当时属全国首家。

电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 5G
基站建设。

IPTV 新电视中心。

先进的网络监控中心。

中非博览会上，湖南电信展示多项 5G 应用。图为非洲友人和 5G 机器人泰坦互动跳舞。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电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