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进入“读屏”的大视频时代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 高清

视频已成为人们获取和分享信息的主流方
式，未来 5 年将是大视频的时代，无论是以
IPTV 为代表的光纤宽带视频业务，还是手
机视频业务，都是未来的大势，高清化、多
屏化、交互化、社交化、实时化成为消费者
视频消费的主要需求， 人类进入 “读屏时
代”。

———大视频的特征
首先是高清化，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未来 TV 大屏上 4K、 手机屏上 2K 将成为
标准配置；其次是多屏化，视频业务从单一
的电视屏扩展到手机、PAD，多屏的互动成
为关键；第三是交互化，消费者不再接受传
统广播方式下的“被动观看”，而是希望更
多的自主权， 未来广播视频与点播视频将
平分天下；第四是社交化，电视观众在欣赏
电视节目的同时， 希望获得除观影之外更
多的情感体验，如好友互动和分享等等；最
后是实时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已
经成为贴身的信息服务终端， 第一时间通
过手机视频获取信息成为普遍行为。

———光网是大视频发展的基础
光网是 IPTV、4K 视频以及整个视频业

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对于普通用
户而言，宽带速率达到 8M，就可实现高清
视频观看无障碍，而在线观看 4K 超高清视
频需要至少 50M 以上的带宽， 再加上多屏
或多房间需求， 则需要更高的带宽和更高
品质的网络保障。 为确保最佳视频承载体
验，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正在致力于推动全
省实现全光接入，打造“全光湖南”，最终实
现“20M 起步，百兆普
及，千兆引领”的目
标，迎接大视频
时 代 的
到来。

网络连接世界，互联网改变生活，随着中国电信
湖南公司持续做优 100M 光网和天翼 4G，从工作到
生活，从家里到家外，这些在过去难以想象的信息化
应用，如今，正随着全光网时代的到来而一步一步成
为现实，无时无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而这所有的一切，通过中国电信湖南公司 IPTV（天
翼高清）均能一一得到实现。

“点播的、回看的、高清的、可视通信的、能唱 K、
能玩游戏、能上课、能购物的，才是天翼高清，才叫新
电视。 ”提及天翼高清，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市场部相
关负责人员介绍，天翼高清既是电视，同时也是集娱
乐、教育、民生服务为一体的智慧家庭中心，不仅具
备收看电视的基本功能———直播、点播、回看、时移，
更打破了用户传统意义上的看电视习惯， 向“玩电
视”转变。 特别是中国电信湖南公司 2015 年在省内
联合 70 余家合作伙伴共同缔结天翼宽带及应用产
业联盟以来，4K 超高清电视迅速以雨后春笋之势爆
发式发展。4K 电视超高清的画质，流畅的节目播放，
真实细腻的画面，逼真的效果，极强的现场感，配合
湖南 IPTV 电视的直播、点播、时移、回看等功能，以
及游戏、卡拉 OK、教育、健康、商城等增值服务，使
其日益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

作为“互联网 +”的宽带大入口，在 5·17 世界电
信日来临之际，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还将在 IPTV 上
重磅推出“天翼想家” 新产品， 只要开通了湖南
“IPTV+� 4K”超高清，就可以足不出户，实现与远方
的亲朋好友进行可视通话的功能，初期上线的“天翼
想家”可以提供电视与电视之间、电视与手机之间、
手机与手机之间的可视通话， 之后还将陆续推出远
程看家、安全监控、远程教育、多方会议等增值服务。

事实上，类似“天翼想家”之类的便民惠民功能，
在天翼高清上还不胜枚举。“家庭娱乐”板块推出的
体感游戏、运动健身、棋牌游戏、家庭智能 K 歌等基
于智能平台的丰富应用；“名校课堂”引入了长郡、一
中等名校远程教育资源，开展课堂直播、互动答题等
全新的学习模式， 学生在家里就可以坐享名校名师
辅导。“悦健康”不仅能提供预约挂号服务，为外地老
百姓来长沙湘雅一医院、 湘雅二医院等大医院看病

提供极大的便利，而且还能进行健康咨询、专家咨询
及医保政策、健康类知识视频点播，后期还将推出家
庭健康医护计划， 能实时监测家人健康状况， 开启

“互联网 + 医疗”的时代。“互动板块”最近推出了“第
二届广场舞大赛”和“全家一起唱儿歌比赛”，场面非
常宏大和火爆， 参赛队伍和选手的视频均可在湖南
IPTV 平台视频点播、投票，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IPTV 优购商城”则联手湖南粮食集团，可以让
用户通过电视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并下单购买，包
括名优特产、放心粮油、绿色食品在内的丰富优质商
品即可配送到家； 还有即将上线的湖南 IPTV 手机
版，将实现手机与电视之间的多屏交互、断点续播，
可以通过手机遥控电视、通过手机收看直播、点播，
并辅以芒果乐搜美食等本地特色生活信息服务。

在此基础上，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还在进一步发
力，不久的将来，天翼高清还将实现新电视、真宽带
与好 4G 之间的应用融合、操作互通、内容共享，推
出基于天翼智能网关的智慧家居解决方案，届时，市
民不仅能享受上述互动电视功能， 还能实现智能家
居操控， 如根据自己的设定时间自动煮饭、 自动洗
衣、自动开关窗帘、自动扫、自动开关照明等，让您的
家庭全面实现智能化。

把握潮流，才能赢得未来。 2016 年是“十三五”
开局之年， 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是国
家领导人的殷切期望，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社
会大变革，不但应该主动适应它，而且必须勇于站在
这个潮流之上主动的驾驭它，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将
继续发挥好信息化建设主力军的作用， 结合自身实
际， 为产业互联网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插上腾飞的
翅膀。

伏牛昂首志当远，不用扬鞭自奋蹄。当下的中国
电信湖南公司正以多年耕耘宽带纵深覆盖、 提速降
费的技术和经验为依托，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投入“全光湖南”建设，为实现网络强省，推进宽
带中国、“互联网 + 战略” 在我省的落地开花夯实基
础，推进我省步入网络强省，为助力我省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全光网 ●大视频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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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正式将“网
络强国”纳入国家“十三五”战略规划，互联网第一次被提升
到国家战略高度。

2016 年 4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的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时更是明确强调， 网信事业要
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老百姓提供用
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
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把握时代脉搏，勇立发展潮头。作为省内信息化建设的
主力军，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始终坚持服务于湖南地方经济
发展， 服务于全省信息化建设， 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升，积极担当“互联网 +”的引领者，大力推进天翼百兆光宽
带、百兆 4G 网络的建设，并在政务、产业、民生等领域开展
积极实践，打造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信息化应用，不断渗入社
会管理、产业发展和个人生活，引领湖南进入“光网湖南”新
时代，推动“数字湖南”再升级，让三湘人民畅享互联网世界
的精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下，一幅“宽带网
络基础设施能级倍增、网络速率倍增、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倍
增、拉动信息消费能力倍增、亿万用户获得感倍增”的
时代新画卷，正在三湘大地缓缓舒展开来。

5 月 6 日， 中国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
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长沙磁悬浮快线开通试运营，窗外
风驰电掣，窗内却一片祥和，长沙白领陈诚正坐在座位上悠
然地看着正在直播的 NBA 视频。

光阴流转，人间巨变。 不仅仅是磁悬浮列车上实现电信
信号全覆盖，天翼高清电视（IPTV）、翼支付、电视对讲、家庭
智能监控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化应用，也随着中国电信
湖南公司光网建设踏步走来。

当你我都习惯于“鼠标轻点，生活搞定”，当农村叔伯姨
娘都开始网上淘宝， 当我们躺在沙发上就能观赏高清电影，
当手机屏幕上清晰映出远在家乡的父母笑脸……你是否曾
有想过，这触手可及的智慧生活背后，都离不开一张由中国
电信构建的光的网络。

互联网创新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成
为“两化深度融合”最具代表性、最活跃的新方向。 中国电信
光网宽带强大的数据承载能力，能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保障和依托。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介绍
道，推进湖南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光纤是基础，网速是优势，
服务是保证，建设“全光湖南”，对于提升我省社会信息化水
平，推动我省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除了泛在的接入，还需要更高的网
络带宽来支持海量数据和图文的共享，满足极速体验。 目前，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积极响应宽带中国、光网城市、数字湖南
等号召，致力于打造一张高速宽带接入的全光网络。 同时，持
续加快速度比 4G 翻倍的极速 300M�“4G+”网络建设，真正
做到“在家有光纤、出门有 4G+、到处有 WiFi”，为“互联
网＋”带来全新的速度改变和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

责任所在，步履所达，作为湖南宽带建设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加速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大力推进 4G
建设、光纤入户和农村“光进铜退”网络改造工程，倾力打造
天翼宽带百兆 + 天翼 4G�百兆的“双百兆”精品网络。

事实胜于雄辩。 2009 年至今，中国电信湖南公司累计投
入超过 300 亿元用于宽带网络建设，网络宽带和应用能力逐
年提升。截至今年 4 月，全省城市光纤到户覆盖率达到 94%，
进入超过 3.6 万个小区，覆盖 890 多万个家庭，户均速率可
达 100M， 已实现 1800 多个乡镇光网覆盖， 累计完成 2.32
万个行政村网络升级改造， 全省乡村通宽带比例达到 95%。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仅 2015 年一年时间，中国电信湖南公司
就完成了全省超过 1.3 万个小区铜缆宽带的光网改造，新建
小区全部采取光纤到户。 对此，廖仁斌表示：“今年，我们将着
力把湖南全面建设成为‘全光网省’，从而推动湖南正式迈入
全光网时代。 ”

使命在肩，唯有全力以赴、砥砺前行。 2016 年，中国电信
湖南公司将继续全力推动“光网进小区”、“光网进楼宇”，助
力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 在农村区域，深入推进“宽带乡村”
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宽带应用推广普及，供基于“互联网 + 固
话网 + 移动网 + 短信增值业务网”等多种接入手段，打造农
户、涉农企业、运营商、政府部门组成的信息化产业链，缩小
城乡信息鸿沟，并推动更多的淘宝村、淘宝乡、淘宝镇在三湘
大地涌现，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同样焕发活力。

2015 年，中国经济的沃土中植入“互联网 +”这
颗政策种子，驱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一年间，千树
万树梨花开，“互联网 +”新经济形态正初步形成。

互联网时代，站在时代风口，才能实现跨越式发
展。中国电信湖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近年来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电子政务、智
慧交通、智能城管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IT 化
资源、数据流量随之大量增加，各行各业对大数据及
云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显现。 如互联网客户需要进一
步提升网站的访问速度和感知， 政府类客户需要不
断提升信息化程度，民生、金融类客户需要确保最核
心客户数据的绝对安全、网站运行畅通稳定。一些大
中型企事业类客户，则需要通过选择“机柜 + 数据
专线”的形式来满足自己内部系统的构建。而在新经
济背景下，“创客”、“众筹”、“众包” 等互联网经济新
业态、新模式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主体基本上都是中
小微企业，要想在互联网上立住脚跟，成本最低的方
式就是通过租赁服务器、 购买
云服务等方式满足自身对 IT

资源的需求。
时代的激荡，催生出新的信息聚合手段。为更好

地支撑湖南“互联网 +”的落地，助力湖南企业转型
升级，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的云服务及大数据能力呈
几何式倍增，通过强化集约、省市协同，能快速响应
不同客户需求。同时，所有机房均提供 7×24 小时专
业服务，双路供电，后备发电机，独立 ups 不间断电
源保障，所有产品服务均提供集群式硬件防火墙，能
够有效抵制黑客大规模的攻击， 充分保证了客户服
务器网络畅通及数据安全， 紧急突发状况下第一时
间的响应与支持，将风险降到最低。

与此同时，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推出大数据及云
产品体系，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积极推进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究试点与规模商
用，所打造的“湖南数据中心”、“湖南云计算中心”、

“湖南呼叫中心”、“湖南灾

备中心”四大信息服务中心，聚集海量的通信、消费、
互联网使用数据， 大数据服务能力居于中南领先地
位，并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中国银行、湖南烟草、
湘财证券等众多企业提供应用和服务。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正深入推进，作为省内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中国
电信湖南公司多项改革已轮次发力， 借着“互联网
+”革新的力量，力争成为实体经济与网络经济协同
发展格局中的“神经中枢”，天地一体的宽带网络承
载的万千业务正深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渗透到
各行各业。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16 年，中国电信湖南公
司将重点打造省级政务云、 市州政务云、 医疗影像
云、区域教育云、工业园区云等多个标杆项目，大力
推动“互联网 +”在政务公共服务、现代农业、工业制
造、新兴服务等四大领域的应用实践，务实推进“互
联网 + 政务”、“互联网 + 工业制造”、“互联网 + 农
业”、“互联网 + 新兴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 +”
行动计划，务实推进“互联网 +”在湖南政务服务、工
业制造、农业、教育、医疗、交通物流、居家养老等各
领域的应用实践， 为产业互联网在湖南各行各业的
广泛应用贡献力量。

开创大视频，奏响惠民便民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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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湖南公司
大视频中心

服务大数据，担当“互联网 +”引领者22222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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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湖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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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光网，
铺设信息化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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