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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每天上网 4.2 小时都干啥

我省网民上网最爱聊天、购物，截至 2017 年网民达 8121 万人，普及率 85.2%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 5 月 16 日上午，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河南省通信局巡视员、省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赵会
群发布《2017 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的主要内容：我省网民规模 2017 年年底达到 8121 万人，每人每天平均上网
4.2 小时，比全国人均每天上网时长多 0.34 小时；我省网民最常用互联网来即时通信，比如微信、QQ，而我省目前拥
有政府机构微博 12951 个，居全国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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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网民 2017 年 8121 万人
每人每天平均上网 4.2 小时

河南人上网最爱干啥
我省网民上网使用排名前 3 位的是
即时通信、网络购物和网络视频
渗透率分别为 96.2%、83.8%和 80.3%。

赵会群介绍，2017 年，我省新增网
民 161 万，网民规模达到 8121 万人，普
及率为 85.2%。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7918
万 人 ，占 比 达 97.5% 。 城 镇 网 民 达 到
5578 万人，农村网民达到 2543 万人，农
村网民占比为 31.3%。我省网民人均周
上网时长为 29.6 小时，比全国人均每周
上网时长多 2.6 小时。每天上网时长为
4.2 小时，比全国人均每天上网时长多
0.34 小时。
2017 年，河南省网民普及率排名前
三的省辖市分别为郑州、济源、鹤壁，普
及率分别为 92%、91%、90%。网民普及
增长幅度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新乡、许昌
和三门峡。
报告中所提的网民，到底是个啥概
念？记者了解到，网民是指过去半年内
使用过互联网的 6 周岁及以上河南省常
住居民。手机网民则是指过去半年通过
手机接入并使用互联网，但不限于仅通
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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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拥有政府机构
微博 12951 个
居全国第 1 位
2017 年，我省在线政务应用的网民
规模达到 3183 万人，渗透率为 39.2%。
在线政务服务中，河南省共有.gov.cn 域
名 2452 个，占全国总数的 5.3%，居全国
第 6 位；使用微信城市服务的用户累计
达到 1959 万，居全国第 5 位；拥有政府
机构微博 12951 个，居全国第 1 位；拥有
7361 个政务头条号，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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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0 个河南人
拥有 106 部电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阅读提示 5 月 17 日是世界电信和信
息社会日。5 月 16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巡视员、
省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赵会群向全省通
报：到今年 4 月底，我省电话用户、互联网
用户双双突破 1 亿户大关，这是我省信息
通信发展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

电话用户、
互联网用户
双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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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网民上网最爱聊天
其次是网购
我省网民上网使用排名前 3 位的应
用是即时通信、网络购物和网络视频，渗
透率分别为 96.2%、83.8%和 80.3%。
其中，即时通信居网民各类应用之
首。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河南省即时
通信用户规模达到 7821 万人。各类即
时通信工具中，使用率最高的是微信，渗
透率达到 98.7%，其次是 QQ，渗透率达
到 85.1%。

我省电话用户
互联网用户双破亿

我省网民上网使用排名（部分） 深色为全国数据 浅色为河南数据

2017 年底，我省手机网民达 7918 万 人，占比达
97.5% 。农村网民占比为 31.3% 。每天上网时长为
4.2 小时，比全国人均每天上网时长多 0.34 小时。

特点
网络支付、
外卖、共享单车，
河南网友使用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7 年我省互联网发展有啥
特点？赵会群从 4 个方面进行介
绍。
其中，我省互联网应用总体水
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网络视频等
大流量类应用高速增长。2017 年
在调查的 25 项应用中，除网络新
闻、搜索引擎、网络音乐、出行导
航、网络直播、网络文学、旅行预订

举措
加快河南国家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建设，
积极开展 5G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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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 项应用的网民渗透率略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 18 项应用
的网民渗透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外
卖、共享单车等应用均高出全国水
平 10 个百分点以上。
记者了解到，互联网应用渗透
率是指某项互联网应用的网民占
网民总数的比例。

针对我省互联网发展现状，
赵会群也介绍了今年推进我省
互联网发展的几点措施。其中
包括围绕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行动，加快
推进网络经济强省建设，推动移
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加快河南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积
极开展 5G 试点，推进基于 IPv6
的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加快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

赵会群介绍，我省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0102.3 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 106 部/百
人，成为继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全国第 4
个电话用户突破 1 亿户的省份；我省互联
网用户总数达到 10253.3 万户（一个网民
可能有多部手机，还可能有宽带账号，所
以可以是多个互联网用户。故我省网民虽
只有 8000 多万，互联网用户却已破亿），成
为继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之后，全国第 5
个互联网用户突破 1 亿户的省份。
这个数字后面，意味着全省信息通信
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赵会群介绍，前 4 个月，全省电信业务
总量完成 996.8 亿元，提升至全国第 3 位，
全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总数达到
1766 家，
居全国第 7 位。
截至 4 月底，全省移动电话基站达到
33.1 万个，
居全国第 5 位，
同比增长 7.5%。

手机上网流量资费
同比降 69.8%
手机上网越来越便宜，这是大家有目
共睹的事实。手机上网提速降费，是全民
关注的热点。
就此，赵会群介绍，我省持续推进提速
降费信息惠民，流量消费持续井喷。手机
上网流量资费同比下降 69.8%，降幅居全
国第 4 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8 个百分
点。手机上网流量为 10.6 亿 G，居全国第
3 位，同比增长 290.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81.2 个百分点。月户均流量为 4268M，居
全国第 8 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32.5M，
同比增长 241.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8.8
个百分点。
此 外 ，全 省 互 联 网 用 户 总 数 达 到
10253.3 万户，居全国第 5 位，其中光纤接
入、50M、100M 以上宽带用户分别居全国
第 7 位、第 1 位、第 9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