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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电波到云涌潇湘从红色电波到云涌潇湘
———湖南电信牢记初心使命助力建设网络强国纪实—湖南电信牢记初心使命助力建设网络强国纪实

这是一路澎湃的征程。

一段《永不消逝的电波》，穿越了历史的时空。老一辈通

信战士在战火中誓死捍卫“通信生命线”，为新中国的成立

立下不朽功勋，也为新中国的通信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永不消逝的，不只是电波，还有那一代奔涌的红色基

因。作为我省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电信湖南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电信）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发扬优

良传统、紧握时代脉搏，承担了我省通信建设和发展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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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主力军的地位和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

彭可心 李 俊 陈吕芳 彭征霞 陈 馨

数字经济时代大幕拉开，5G 像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新基建数字底座，以“一业带百业”的姿态，推动数字经济

高速倍增。

目前，湖南电信已在全省开通 5G 基站 1.8 万个，长沙实

现了发达乡镇以上连续覆盖，其他城市实现县城核心区域

以上连续覆盖。2021 年下半年，将完成全省重点乡镇以上

区域连续覆盖，持续提升 5G 网络深度覆盖水平。

5G 时代是云的时代，云网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

是一个地区信息化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湖南电信在推进

5G+光网建设的基础上，夯实云网基础优势，致力于打造新

一代云数据中心体系，增强云网服务能力。

以长沙、衡阳两个重点城市为出口，其他 12 个市州云

网资源协同发展，目前 27 个云大数据中心已遍及全省 14 个

市州，机架规划能力达到 2 万架以上，总出口带宽达到 26T，

直达骨干网带宽 15T，且全网设备启用 IPv6。其中，湖南信

息园大数据中心、长沙麓谷大数据中心、长沙荷花园大数据

中心、长沙云谷大数据中心、长沙磐云大数据中心和郴州东

江湖大数据中心是辐射中南、华南地区的园区级云数据中

心；郴州东江湖大数据中心利用自然冷水资源，能源效率指

标 PUE 低于 1.2，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2021 年 4 月，中国电信天翼云中南数字产业园项目成

功落户长沙，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川陕渝之后，长沙

将成为中国电信中南区域的大数据中心和天翼云核心节

点，并将成为国家级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和国家云的重要

组成部分。

基于业界领先的“千兆 5G+千兆光网+千兆 WIFI”的

“金牌三千兆”网络，依托强大的云数据中心优势，湖南电信

积极推进 5G+云网的融合，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

数据、智慧家庭、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形成面向全

省各行各业的综合场景解决方案，将 5G+云网创新应用于

重点区域和行业，服务千行百业，赋能我省数字化转型。

与衡阳特变电工联合建设“云集 5G 智慧工厂”，助力湘

江智能打造长沙“智能驾驶第一城”，湘雅二医院开展远程

医疗，针对患者推出“云胶片”服务……依托 5G+云网融合

的独特优势，2020 年，湖南电信完成 5G 合作项目签约 190

多个，推动了涉及智能制造、智能驾驶、智慧园区、智慧工

地、智慧医疗等多个领域一大批项目的实施和落地。

从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智慧出行、生病就医，到推动传统

行业的数字化，湖南电信正通过实施“云改数转”战略，引领

湖南进入“5G +云网”的新时代，推动“数字湖南”再升级，支

撑我省“三高四新”战略的落地。

不忘誓言初心，牢记使命担当，湖南电信把“红色基因”

融入血脉，以优质高效便捷的通信服务，助推着湖南的高质

量发展。

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奋蹄。站在“十四五”的

开局之年和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起点上，湖南

电信“建设网络强省、打造一流企业、共筑美好生活”的使命

与担当正演奏出信息交响乐的最生动音符，奔涌出发展与

跨越的新浪潮。

传承红色基因
持续服务湖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恢复与发展维系

国计民生的通信，中国电信确立“人民邮电为人民”

的服务宗旨，湖南电信掀开了发展的新篇章，在一穷

二白的家底上，奋力赶超，大步跨越，推动了我省通

信事业的长足发展，为“数字湖南”、网络强省建设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赓续红色血脉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客户满意为宗旨，不断满足客户对美好

数字生活的需要，湖南电信致力于将服务做精 、做

细、做优，服务方式、手段、能力、水平都实现了历史

性飞跃。“我为群众办实事”，“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

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是其贯穿始终的价

值底色。

触摸红色脉动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云端之上，我们共同见证山村人民如何借助信息

化渠道加速脱贫，留存好三湘大地上精准扶贫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目睹湖湘儿女砥砺奋进的矫健身影。

在这之中，湖南电信将初心融入使命，打造了一条条云

端上的信息路。

弘扬红色精神
强劲赋能湖南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发展

5G 引领，云网融合，数字赋能……赋能千行百业，

履行央企担当，湖南电信肩负产业升级推动者、信息消

费引领者的使命，创新发展，转型跨越，以高质量信息化

手段服务各行各业，一幅“智慧湖南”的画卷在三湘大地

舒展。

中国电信在十八洞建设的5G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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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电信事业百废待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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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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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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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被引入湖南，湖南通信业走上了高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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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拨国际长途的时间从 20 分钟缩短至 30 秒；1995 年，全省

光缆总长度达到 2.06 万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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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信实施“百万电话大行动”和

“三百万工程”，湖南城乡掀起了装电话的热潮，开启了三

湘通信的新时代。

2008 年，湖南电信正式运营 CDMA 网络，“天翼”品

牌面世，并对外提供 3G 移动通信服务，开启了湖南移动

互联网的新时代。

从 2010 年开始，湖南电信开启全光网建设，大力实施

“城市光网”和农村“光进铜退”及 4G 网络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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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 起步，百兆标配，千兆引领的全

光网新时代。

2015 年 9 月，湖南电信发布“互联网+”行动计划，结

合自身优势，推出了“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工业制造”

“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新兴服务”等响应国家“互联

网+”战略的具体举措，打造“数字湖南”，惠及三湘人民。

2019 年，随着 5G 牌照的发放，湖南开启了 5G 通信的

新时代。湖南电信以责无旁贷的央企担当，快马加鞭加

快 5G 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 5G 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

算、AI 等技术的融合，助力我省打造 5G 时代数字经济的

新模式和新业态。

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湖南电信，不断打破陈规，

创新发展，突破转型，建成了高速宽带、移动泛在、通达全

国、连接世界的现代化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网络强省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天候、全地域、全时段、天地一体、灵活机动”，湖南

电信以卓越的通信保障和服务能力，成为值得信赖的中流

砥柱。在多次重大保障和新冠肺炎战“疫”行动中，湖南电

信在第一时间迅疾反应，以现代化、科学化的通信保障高

水平完成任务，兑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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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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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底，用户流量平均单

价相比 2015 年降低 9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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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年已经大幅降低资费

的基础上，2020 年企业商务专线和互联网专线平均资费

同比 2019 年下降 41%和 24%，提速降费惠及更多中小企

业。

相比不断降低的资费，是不断提升的网络速度。通过

不断提速，到 2020 年底，湖南电信用户的固定宽带平均速

率达到 150M，相比 2015年底提高近 8倍。同时，全面启动

“百城千兆”示范工程，着力打造千兆宽带接入能力，目前家

庭宽带用户的主推速率为 300M，最高可达 1000M。

扎扎实实的提速降费，直接促进了我省通信消费升

级，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更有利的信息化条

件。另一方面，服务不断升级，从 4G 时代宽带服务“当日

装、当日修、慢必赔”的“六项服务承诺”，到 5G 时代“贴

心、省心、放心、用心、安心”的“五心服务承诺”，再到 2020

年底以来开展的“服务满意 十分信赖”行动及针对老年

群体的适老化服务，一项项具体的服务举措，是湖南电信

为客户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使命。

随着提速降费持续推进、光网日益普及、移动通信迅

猛发展，移动办公、手机支付等信息技术助力下的现代生

活，智慧家庭、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丰富的智能应用，不

断满足着人们对美好信息生活的向往，为三湘人民打开

了信息生活的“万花筒”。而以 4K 超高清电视为代表的

“新电视”更是进入千家万户，引领信息消费的新潮流。

在边远贫困地区，IPTV 新电视更是成为传递党和政府的

声音、开展信息精准扶贫、满足村民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

手段。

推进农村信息化，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让互联网服务

惠及广大农村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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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常德石门壶瓶山剩头林场的麻风村，海拔 1000

多米，三面环水一面接山，四周石壁千仞，曾经是一个不

通路、不通网与世隔绝的山村。2018 年底，为实现 4G 普

遍服务，湖南电信采用肩挑手扛的方式，将光网设备和

4G 基站送进该村，村民用上了 4G 手机，开通了宽带，昔

日藏于深山的麻风村，搭上信息化时代的列车，一步跨入

了信息社会。

一个基站，一根光纤，连接的是广大村民和外部的世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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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宽带网络延伸到了边远山区，村民有

了更多增收致富的机会，足不出户就能推销农副产品、动

动手指就可以了解“三农”信息。

光网通达，山乡巨变。目前湖南电信在全省行政村

通宽带比例已超过 99%，4G 网络覆盖率达到了 96%，为乡

村振兴、奔赴小康架起了信息通信的高速公路和桥梁。

而这仅是湖南电信扶贫攻坚的一个缩影。对口扶贫、信

息扶贫、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更是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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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是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要求，也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依托

强大的网络优势和技术支撑能力，打造“智慧乡镇”，建设

“平安乡村”，全面提升农村的信息化水平，湖南电信正在

开启“数字乡村”建设的新征程，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从“村村通电话”，再

到现在“平安乡村”、“数字乡村”，几代电信人始终坚守初

心，久久为功，充分彰显了央企的责任与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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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偏远山区，中国电信工程建设人员抬信号杆上山。

②电信装维人员为村民安装调测宽带和 IPTV。

③市民戴上5G VR眼镜体验智慧旅游。

④湖南电信与衡阳特变电工联合建设“云集 5G智慧
工厂”。图为5G工程师在厂区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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