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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通信大跨越 开启网络强省新时代

打造信息高地
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

改革开放 40年来，移动电话普及应用、宽带网络技术革
新、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信息通信业每一次进步不仅改变了
生活方式，也为经济发展注入崭新活力。

如今，信息通信已从昂贵稀缺品到大众生活必需品，产品质
量、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资费水平不断下降，全面增强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40年来，我省电信资费综合价格指数大幅下
降，截至10月底仅为17.8%，居全国第25位。目前，全省手机上
网流量资费、互联网宽带接入资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以
来，我省还先后按要求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和流量“漫游”
费，每年减少用户通信支出18.35亿元，通信资费的降低有力带动
了信息消费。

河南信息通信业还充分发挥基础产业、先导产业作用，大
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积极为全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高效的信息化支撑。

电子政务、平安城市、智慧中原……信息通信业与国民经
济社会深度融合，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业态，“互联网+”成为中
原崛起的加速器。

在广袤的中原乡村，村村通电话、村村通宽带、电信普遍服
务试点，让千百万农民搭上信息化列车，电商的蓬勃发展将原
本不值钱的农产品变成热卖的“金宝贝”。

用信息化赋能、用互联网提速，正在让河南各行各业焕发
新的生机。三大通信运营商和各行业深度融合，先后推出了E
税通、警务通、校信通、数字医院、远程教育、手机银行等丰富多
彩的信息化应用产品和服务，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各项业
务，社会效率大为提升。

信息通信的普及还带动了融合业务的加速发展，全省IPTV
用户、物联网用户如今分别达到838.2万户、3578.1万户，进入全
国第一方阵，较“十二五”期末分别增长1687.8%、963.9%，实现了
爆发式增长。原本是互联网洼地的河南有了行业“独角兽”，全省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总数达到1956家，上升到全国第7位。

信息通信的飞速发展，也深刻影响了河南发展轨迹，不靠
海不沿边的河南从内陆封闭意识中走出，大踏步走向世界。郑
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上，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如火如
荼；郑州航空港区的热土上，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基地已经成
型，河南自贸区的保税仓内，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跨
境入豫。

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4G方兴未艾，5G已扑面而来。
当下的河南，正在全力打造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
路”，高水平推动“三区一群”联动发展，这些都需要信息纽带的
融通互联。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全省
通信业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党的十八大以来
河南信息通信业标志性工程

□本报记者 陈辉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省信息通信业发展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通信能力、用户规模，还是技

术水平都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由改革开放

之初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一跃成

为当前国民经济重要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曾几何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一代人的

梦想。如今，信息通信技术对人们生活的改变早已

超出当年的想象，我们不仅普及了电话、手机、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开始集中

应用，中原大地前行的每一步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密不可分。

40年来，这些醒目的数字见证着河南信息通

信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省电信业务总量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000多

倍，电信业务收入是改革开放之初的900多倍；

全省电话用户和互联网用户双双突破一亿户，

电话用户总数是改革开放之初的870多倍，互联网

用户从零到亿仅用了23年；

全省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到33.25万个，光缆

线路长度达到 177.92万公里，在广袤的中原大地，

处处都有基站与4G网络的身影。

……

对历史最郑重的纪念，是再创辉煌。省通信管

理局局长宋灵恩说，全省信息通信业将以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为契机，继续深化改革谋发展，加快信

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网络设施支撑能

力，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

坚实的信息化支撑。

郑汴电信同城

2013年10月26日0时0分，郑州开封本
地电话网成功合并，共用0371长途区号。郑
汴是全国第五个实施升位并网、实现电信同
城的地区。通过电信同城，两市电信用户每
年减少通信支出超过1.8亿元，有效促进了两
市信息交流，扩大了两市集群经济规模，加快
了郑汴一体化进程。

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2014 年 9月 11 日，郑州国家级互联网
骨干直联点正式开通运行，彻底改变了河南
省互联网网间流量需通过北京、上海、广州
长途绕转的格局，河南用户上网速度、上网
体验明显改进。直联点建成开通标志着郑
州跻身全国十大通信网络交换枢纽。目前，
我省互联网省际出口已达24个方向，出口带
宽由 2015年底的 6514G增加到今年 9月底
的29268G，居全国第4位。

全光网河南

2015年 12月 28日，河南联通最后一台
程控交换设备在郑州市南阳路端局下电退
网。至此，经过大规模城乡网络光纤化改
造，河南完成了“全光网”建设，实现了光纤
网络全省覆盖。“全光网河南”如期建成，实
现了我省信息通信由“铜网”到“光网”的历
史性跨越，大幅提升了我省信息化水平。

郑汴洛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

2016年 12月 20日，郑州国际互联网专
用通道正式开通运行；2017年 12月 28日，
开封、洛阳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开通试运
行。这标志着郑州、洛阳、开封三市拥有了
通达国际互联网的直联高速通道，有效助力
三市国际电子商务、跨境物流、服务外包等
外向型产业加快发展，为河南对外开放和网
络经济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网络信息扶贫

全省信息通信业聚焦农村贫困地区，持
续推进光纤宽带和 4G网络向自然村延伸。
2016年，实现了全省所有行政村光纤接入和
4G网络全覆盖；2017年，实现了全省所有贫
困自然村 4G网络全覆盖；2018年年底前实
现全省所有20户以上自然村4G网络全覆盖
和所有贫困村光纤接入全覆盖，为推进精准
扶贫、建设美丽乡村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2013年12月，河南正式迈入4G时代。

实现跨越发展
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速度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
律。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富
足，更有科技的变迁和人们精神生活上的丰富，而通信
就是这一过程的集中见证。

40年前，河南人民的通信方式基本靠书信传递信
息，如今则是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只需打开手机，就
可跨越千山万水实现“面对面”。40年来，河南电信业
务实现了由人工向自动、模拟向数字、单一业务向多样
化业务、2G、3G 向 4G、5G 业务的转变；电话、手机、互
联网已从少数人的消费进入寻常百姓家。

40 年前，电话只能为党政军重要部门提供服务。
1978年，河南电话普及率只有 0.17 部/百人，如今提升
至 110.07部/百人，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 640多倍。

1978年，河南省固定电话数 12.06 万户，截至今年
11月底，全省电话用户已达到 10560.1 万户，是改革开
放之初的 870多倍，居全国第 5位。

曾经，“大哥大”是身份的象征。1996年，河南开始
发展移动电话，短短 20多年时间，全省移动电话用户
达到 9867.2万户，居全国第 4位。

全省互联网用户更是从无到有。1996年，中国计
算机互联网郑州节点平台向社会开放，这一年我省互
联网用户发展了 400户，如今已达到 10994.1 万户，居
全国第4位。

40年来，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始终保持高
速发展态势，量收规模在全国的位次不断提升。2017
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达到1483.33亿元，是改革开放之
初的2000多倍；电信业务收入完成632.25亿元，是改革
开放之初的 900多倍。电信业务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从
2002年第 11位升至 2017年第 5位，电信业务收入在全
国的位次从2003年第10位升至2017年第5位。

40年来，持续深化改革为全省信息通信业高速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特别是 1996 年到 2010 年间，
全行业按照国家电信体制改革的要求，先后完成了邮
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从政
企不分、垄断经营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有效竞争的
市场经济体制。全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确立了多
元化市场竞争格局，激发了发展活力，实现了超常规、
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国内同行业瞩目的“河南现象”。

宋灵恩说，通过持续的改革，通信行业整体实力显
著增强，电信服务质量明显提升，资费价格水平大幅下
降，让全省人民享受到了通信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

建成通信枢纽
支撑河南经济强省建设

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是“铁、公、机”，互联网时代则是
“云、网、端”。

改革开放 40年间，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
进，通信供给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信息通信业投资规模逐
年加大，通信网络规模容量成倍扩张，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
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
世界的公用电信网。

40年来，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我省信息通
信网络加速技术迭代和演进升级，以米字形现代信息通信网
络枢纽为核心，初步构建了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下一代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六五”时期，全省本地电话网初具规模；“七五”时期，开
通市内自动电话，无线寻呼实现联网，形成“米”字状微波通
信大网络；“八五”时期，全省建成17个本地电话网；“九五”时
期，建成高速同步数字传输网（SDH），开通GSM数字移动电
话网，相继建成公用分组交换、数字数据通信（DDN）、帧中继
等数据网络，开通公用计算机互联网河南省网，率先在全国
基本实现行政村村村通电话；“十五”时期，建成覆盖 18个市
的宽带 IP城域网，电子政务网和增值业务平台建设完成；“十
一五”时期，公众互联网络覆盖城乡，2G移动通信网络实现无
缝覆盖，3G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县以上城区和重点乡镇，全省
自然村实现村村通电话。

“十二五”以来，我省信息基础设施迈上新的台阶，“全光
网河南”如期建成，实现从“铜网”到“光网”的历史性跨越，全
省所有行政村实现 4G网络全覆盖，郑州开封成功实现电信
同城，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正式开通运行，郑州跻
身全国十大通信网络交换枢纽，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
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奇虎 360云计算及数据处理中心等
项目先后建成投用，河南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获批启动。

进入“十三五”，“宽带中原”建设加速推进，全省所有行
政村实现光纤接入全覆盖和两种制式 4G网络全覆盖，郑州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能力持续提升，郑州、开封、洛阳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成开通，河南跻身全国七大互联网
信源集聚地，信息集散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

回顾40年来的辉煌历程，河南从封闭落后的传统农业大
省发展为重要的新兴工业大省、加速崛起的经济大省，信息通
信业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
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把信息化建设融入打好“四张牌”各方面，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先进制造
业强省、现代服务业强省、现代农业强省、网络经济强省建设进
入快车道。

全省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单位2098家

数量居全国第7位

“数”说河南通信业辉煌40年

全省电话用户

达到10560.1万户 居全国第5位

4G移动电话用户

达到7110.7万户 居全国第4 位

全省互联网用户达到10994.1万户 居全国第4位

50M以上、100M以上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分别

居全国第1位、第3位

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8493.9万户 居全国第4位

全省移动电话基站

总数达到33.25万个

居全国第5位

4G基站达到18.83万个

居全国第6位

全省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4817.67万个

居全国第6位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到27998G

居全国第4位

光缆线路长度达到177.92万公里

居全国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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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河南市话进入程控时代。 2001年3月6日，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成立。 2015年12月28日，河南“全光网”建成。

2016 年 12 月 20 日，郑州国际通信专
用通道建成开通。

2018年10月，河南进行5G试点组网。

上世纪80年代初，河南农村摇把子电话接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