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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第二卷中介绍的国家概况是国际电联为概述192个经济体信
息通信技术市场状况而付出的努力，其内容涉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展、政府政策、改善家庭、
个人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举措，以及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投资。各国家概况均是围绕
三个关键领域构建：移动业务、固定业务和政府政策。国家概况简表不仅展示了移动和固定用
户普及率、3G和长期演进(LTE)/WiMAX人口覆盖率的关键指标，变介绍了家庭和个人获取和使
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数据。此外，上述表格还介绍了国际电联2017年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收集是
通过2018年春季的世界电信/信通技术指标(WTI)问卷调查表以及家庭和个人获取和使用信息通
信技术意问卷调查简表。表格还包括区域和全球平均值作为参考。指标定义见附件1。

国家概况中提供的定性信息是基于2017年5月和6月的研究，相关信息于2018年5月和6月进
行了更新。这项研究在考虑到官方文件信息的同时亦考虑到相关部委、监管机构、国家统计局
和电信运营商网站上提供的其他信息。国家概况还包括国际组织发表的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和通
过著名电信媒体报道的新闻。国家概况草案于2018年5月与官方国家统计协调中心、国际电联
成员国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共享，请其加以更新并最终核实。然而，必须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
行业的发展通常十分迅猛。在这种情况下，在本报告编制周期的最后阶段可能会出现新信息。
因此，信息通信技术的最新发展只能在未来的版本中体现。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第二卷由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信通技术数据和统计处编写。
国际电联的下列顾问为编写国家概况作出了实质性贡献：Abdelfa�ah Abuqayyas（阿拉伯国
家）、Lisa Kreuzenbeck（欧洲）、Michael Minges（非洲、亚洲和太平洋）、Chelsea Mori Clark 
（美洲）Ihar Shchetko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的同事亦对国家概况发表了
深刻的见解。国际电联亦对各国为本卷提供数据和信息而开展的合作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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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 信息通信技术国别概况





阿富汗

尽管阿富汗的经济、社会、地理和安全环境

具有挑战性，但其移动市场竞争激烈，覆盖范围

相对较高。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竞争激烈，充满活力，

有六家运营商。阿富汗的第一个移动运营商是

2002年成立的阿富汗无线通信公司。第二家运

营商Roshan于2003年成立。2006年，第三家运

营商Areeba进入市场，随后被总部位于南非的

MTN集团收购，更名为MTN阿富汗公司。Etisalat 
Afghanistan在2007年成为该国第四个移动运

营商。老牌国有固定电话运营商阿富汗电信

（AFTEL）获得了移动牌照，并于2014年以Salaam
品牌推出了移动服务。AFTEL是一个统一的许可

证持有者。这种竞争的稳步增加促进了移动接

入，90%的阿富汗家庭拥有移动电话。2012年3
月，3G移动宽带上线，采用量不断增长。2017年
移动网络运营商推出LTE试点服务，总投资24亿
美元。

固定业务：AFTEL于2005年根据总统令成

立。固定电话数量有限，大多数投资，特别是农

村地区的投资，都用于固定无线CDMA。阿富汗

电信是主要的固话提供商，而Wasel Telecom于

2006年在几个北方省份开通了无线固话。2014
年，该公司将牌照升级为国家服务。由于有限的

可用性和高昂的成本，宽带固定签约用户寥寥无

几。ADSL在城市地区提供，阿富汗电信提供固定

无线宽带。两家运营商提供WiMAX服务，62家国

家和本地ISP在该国提供互联网服务。阿富汗电信

公司于2007年开始建设国家光纤主干。AFTEL是
第一家获准拥有和销售光缆主干的运营商，该公

司安装了一个4 700公里长的OFC网络，与邻国有

7个国际连接点。根据2016年开放接入政策，取

消了对OFC网络的垄断，允许其他四家公司（包

括三家现有的跨国公司）在该国安装自己的OFC
网络。

政府政策：2005年通过了《电信法》

（Telecom Act），2006年成立了阿富汗电信管理

局（ATRA），成为以独立的组织结构和独立的预

算管理阿富汗电信行业的委员会。《电信法》于

2017年修订，以独立、公开、客观、透明和非歧

视的方式，在该国法律框架内加强了监管机构职

能。根据《电信法》，ATRA向电信公司颁发许可

证，并定期监督这些公司的整体表现，以确保政

策、程序和法律的遵守。通信和信息技术部负责

制定和实施信息通信技术政策（2015-2024年），

而ATRA则负责管理电信部门和电信普遍服务基金

（电信发展基金）。ATRA致力于实现国际最佳实

践和创造一个完全透明的监管环境以期实现阿富

汗电信市场的充分竞争，确保以合理的价格获得

普遍可用的ICT服务，促进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使用, 
加强教育和社会发展并连接所有公民。

结论：尽管存在安全、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挑

战，阿富汗在主要通过移动通信扩大人口接入方

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由于市场充满活力和竞争，

移动通信迅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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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3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67.4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6.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24.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1.4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4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7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1.6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5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0.8 2.4 4.2

-2 至 10 Mbit/s 1.6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7.6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阿尔巴尼亚

人口不到三百万，移动通信市场规模小，普

及率很高，竞争十分激烈。固定业务相对落后，

固定宽带十分罕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移动业务：2000年，前国有企业AMC实
行私有化。2001年，阿尔巴尼亚沃达丰进入

市场，随后ALBTelecom子公司Eagle Mobile于
2008年入市。1,2 2010年，Mobile 4 Al公司以Plus 
Communications品牌开始经营活动。自此，阿尔

巴尼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第一个拥有四家移动运营

商的国家。2010年，阿尔巴尼亚沃达丰成为首个

推出3G业务的运营商。之后，AMC（2015年7月
更名为Telekom Albania（阿尔巴尼亚电 
信））2011年获得授权（2012年，国际电信联

盟）并与Eagle Mobile于2013年开始提供3G业务

（同上）。近年来，特别2015年，三大移动网络

运营商相继推出LTE业务，移动宽带用户数量大

幅增长。移动宽带普及率正在迅速赶上欧洲的平

均水平。3G业务已基本实现全部人口覆盖，但

是LTE业务覆盖率依然较低。不过，随着2018年
800 MHz频率的划分，业务增长将提速。移动宽

带数据流量增长快于用户数，因此用户平均移动

数据使用量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1月，阿尔巴

尼亚只剩三家运营商，因为最小也是最后入市的

Plus Communications退出市场，将900/1 800/2 100 
MHz频段的使用权转交给了最大两个运营商。

固定业务：阿尔巴尼亚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

普及率在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固定电话业务开始萎缩，而固定宽带正在稳定增

长。《2015-2020年数字议程战略》和《国家宽

带计划》将发展ICT基础设施确定为战略目标。

此外，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被确定为

2014-2020年商业和投资发展战略中头等大事之

一（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经济发展贸易和创业

部，2014年）。固定基础设施在城市中心相对完

善，但在农村地区则差强人意。软性基础设施，

如公共和私营组织在首都地拉那及其周边地区正

在开展的培训和孵化项目的现状与之类似。2016
年，国际电联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国别审查发

现，“虽然可用性十分零散，有网的地方地使用

率很高，其结果是……基础设施的布局存在很大

问题”（国际电联，2016年）。

政府政策：2003年，阿尔巴尼亚发布第一个

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战略，其中指出信息和

通信技术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很大潜力。

该战略的重点是改善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获得

性并刺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需求。该战略承袭了

2009-2015年国家信息社会战略和2015-2020年阿

尔巴尼亚数字议程，将信息通信技术置于阿尔巴

尼亚发展的核心。阿尔巴尼亚数字议程的宗旨是

提高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落

实新型数字服务的政策。此外，政府正在努力改

善信息和通信技术教育，支持外部组织机构进入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2016年，ITU-D报告对阿尔巴

尼亚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行

研究，建议阿尔巴尼亚将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纳入

其国家发展议程，把握好创新技术带来的经济和

社会机会（ITU，2016 ） 。

结论：阿尔巴尼亚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生

态系统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积极发展。政府和欧

盟推出的创新战略推广进程促进了政策改革，尤

其是在ICT行业（欧盟委员会，2014年）。由于政

府的战略愿景和信通技术市场的自由化，获取和

使用ICT的机会有所增长。虽然城市中心的ICT基础

设施发展良好，但实现农村的互连互通仍然是一

项挑战。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成本可

能相当高，而普及率则较低。农村没有实现互连

互通是“主要差距之一”，阻碍了该国的发展（

国际电联，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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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8.4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9.4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9.3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2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5.3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1.8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7.7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1.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4.8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0.0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9 0.6 4.2

-2 至 10 Mbit/s 76.7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9.4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互联网和电信市场正在发生着广

泛的变化和发展。阿尔及利亚有三家相互竞争的

运营商，固定和固定宽带服务的价格合理，低于

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移动业务：阿尔及利亚蜂窝通信和移动宽带

市场有三家运营商：1999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电

信移动（Telecom Mobilis）是第一家在阿尔及利

亚市场开展业务的移动运营商；2002年，最优阿

尔及利亚电信（OTA，交易代码Djezzy）进入电信

市场；2004年Ooredoo（前Nedjma）紧随其后。

阿尔及利亚电信提供固定通信和互联网市场。所

有运营商都部署了3G和LTE服务，移动运营商之间

的竞争水平和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的普及率全面

提高。2013年，阿尔及利亚电信和邮政监管机构

（ARPT）向Mobilis、Ooredoo和Djezzy分别颁发了

1 900 MHz和2 100 MHz频段的3G牌照。最初，在

过渡阶段，ARPT对移动运营商发放的是3G双号牌

照，要求希望获得3G服务用户需要有2G和3G两个

不同的电话号码。如今2G和3G网络的号码合二为

一，双号制被废除。2016年9月，ARPT颁发行政

法令，授权Mobilis、Djezzy和Ooredoo在1 800 MHz
频段部署LTE网络。

固定服务：阿尔及利亚的固定线路普及率约

为8%，是中东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阿尔及利

亚的基础设施包括国家光纤骨干网和非洲首批光

纤到户部署。阿尔及利亚电信（Algerie Telecom）

已投资扩建和升级了ADSL、WiMAX和固定LTE网
络，目前正在投资扩建国家光缆基础设施，并成

为一个由四家公司组成的国家光缆项目的主要股

东。截至2017年底，阿尔及利亚铺设的光纤长度

已超过11万公里的。移动和固定运营商2017年总

投资接近6.13亿美元。

政府政策：ARPT是邮政和电信市场自由化

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和使命是确保通信和邮

政市场的有效竞争并对其进行监管。此外，该监

管机构还保障电信基础设施的共享，监督频段的

规划、管理、分配和控制。2017年，阿尔及利亚

政府通过一项新的电信法律，即《邮政和电子通

信规范》，规定固定电话主导企业阿尔及利亚电

信除给予电信运行商对所有国际话务进行广泛监

控的额外权利以外，有义务向其他运营商开放网

络。部长会议批准 (a) 加强邮政和电子通信管理

局，使其能够履行其在商业领域的只能并确保有

效开展公平竞争；(b) 国家无线电频率署的首要任

务是频谱管理监管和规划。

结论：阿尔及利亚政府经过15年的努力，特

别是近5年来的努力，移动通信普及率大幅提高，

移动宽带和光纤网络的覆盖范围扩大，这些成就

的取得与移动运营商和阿尔及利亚电信的努力是

分不开的。阿尔及利亚基础设施发展发展迅速，

为保证本国家以及本地邻国偏远地区的联通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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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7.6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0.7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8.4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0.5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7.7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1.3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0.3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5.4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8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4.6 30.7 4.2

-2 至 10 Mbit/s 36.7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8.7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安道尔

安道尔电信公司是安道尔公国唯一的电信业

务提供商。该国作为光纤部署的先驱脱颖而出，

在2012年已实现光纤全覆盖，并在2016年关闭了

铜线网络。3

移动业务：安道尔电信是该国唯一一家提供

移动业务的运营商，2005年启动了3G业务，已基

本完成3G人口覆盖。2014年推出长期演进（LTE）
业务。自推出以来，LTE覆盖范围在该国大幅增

加，2017年已达到人口的90%。4 此外，LTE仍然

是安道尔电信的重要投资领域。5 蜂窝移动和移

动宽带签约率则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固定业务：该国的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普

及率非常高，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2006年，安

道尔电信开始实施为公国的所有家庭提供光线宽

带接入的战略，2012年实现了光纤全覆盖，2014
年关闭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业务，2016
年终止使用铜线固定电话。由此，铜线连接已

逐步停止使用，为更好的光纤所取代。6 今天，

安道尔所有固定互联网连接的速度均相当或高于

10 Mbit/s。此外，安道尔电信正在投资更换光纤

网络的有源设备，此项工程应当在2017年年底完

成。这将使宽带速度可以从100 Mbit/s对称升级到

300 Mbit/s对称。八条跨境电缆确保了国际连接，

每条电缆的容量为10 Gbit/s，使安道尔与西班牙

和法国连接。

政府政策：安道尔电信公司在电信市场占据

垄断地位，这家运营商100%归政府所有，运营商

负责人担任监管机构负责人。公共运营商直接实

施安道尔信息通信技术（ICT）政策，例如，决定

提供光纤宽带的普遍接入。安道尔电信有法律义

务以同样的价格向所有家庭提供100 Mbit/s的光纤

接入，零售价格由政府监管。7

结论：尽管安道尔地势多山，却是一个高度

互联的国家，所有家庭都有光纤电缆。安道尔电

信实施的政府政策确保了电信业务的普遍接入。

该国已完成一项颇具雄心的光纤基础设施推广计

划，并继续向ICT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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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9.9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4.4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5.6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5.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8.9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0.7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9.3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44.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4.5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0.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安哥拉

从以经济增长引领信息通信技术（ICT）转

变为让ICT成为经济的主要引擎是这个石油资源

丰富的国家的目标。

移动业务：市场是UNITEL和MOVICEL两家公

司之间的双头垄断。UNITEL由安哥拉投资者拥有

25%，国营石油公司SONANGOL拥有50%，巴西Oi
公司拥有25%。MOVICEL最初是现有国有企业安哥

拉电信（Angola Telecom）的一个子公司，其大部

分股票在2010年被出售给几家安哥拉公司，安哥

拉电信只保留了一小部分股份。影响移动市场竞

争力的一个因素在于MOVICEL的网络是基于码分

多址（CDMA）技术，而UNITEL从一开始就使用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2010年，MOVICEL
转向GSM。尽管安哥拉在该地区的人均收入高于

平均水平，但只有约三分之二的家庭（63%）拥

有移动电话，城市（83%）和农村地区（31%）

之间差异很大。8 运营商一直在扩大接入和部署

移动宽带。2010年，MOVICEL在转换网络时推出

了3G，比UNITEL引入该项技术晚了两年左右。两

家运营商都在2012年推出了长期演进（LTE），这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移动宽带技术的最早启动

之一。

固定业务：安哥拉电信公司是现有的国有企

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

安哥拉的固定电话运营商（四家）比移动运营商

（两家）多，但是安哥拉电信公司主导市场。所

有固定电话运营商还在固定宽带市场相互竞争，

同时与几家固定无线互联网业务供应商（ISPs）
竞争。目前使用的固定技术包括非对称数字用户

线（ADSL），光纤和电缆调制解调器。安哥拉电

信一直在营建全国光纤骨干网，现在已遍及所有

省会城市。该国有很好的海底光纤电缆配备，在

2002年与SAT-3相接时就拥有海底电缆链路，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直到有了非

洲海岸到欧洲海底通信电缆系统（ACE），特别

是十年之后又有了西非有线电视系统 
（WACS），其国际带宽的价格才大幅降低。 
WACS归该国电信运营商的一个财团安哥拉电缆公

司（Angola Cables）所有，安哥拉电缆公司还负

责管理ANGONIX互联网交换点（IXP）。该国的第

一颗卫星Angosat1预计于2017年发射升空。

政府政策：电信和信息技术部是安哥拉电

子通信的权力机构，负责确定该行业的发展政

策。2013年-2017年国家信息社会计划与安哥拉

的国家发展计划和行业战略保持一致，旨在通过

加强ICT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弥补目前的差

距，促进一个公民与世界连接的包容性国家，使

公民可以获得教育和健康并拥有发展个人及专业

思想和技能的机会。创立于1999年的安哥拉通信

研究所是负责电信和邮政的行业监管机构。

结论：安哥拉大量石油储备所带来的经济成

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ICT的发展。该国目前正在

推动扩大并深化接入、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内

容与电子业务，从而使ICT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起到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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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5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4.7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4.6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4.3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1.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1.3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9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1.9 38.7 4.2

-2 至 10 Mbit/s 54.3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3.9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在信息通信技术（ICT）业

务市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竞争的加剧使业务

供应不断扩大，定价方面无论与地区水平相比还

是在全球，都切实可行，因此日常使用互联网的

人口比例相当高。

移动业务：该国的蜂窝移动普及率超过地

区和全球水平。行业的这一块主要有三家运营

商：LIME、Digicel以及提供全国电信基础设施的

安提瓜公用事业管理局。9 1997年首次引入竞争，

局部竞争的环境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经历了广泛成

长，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扩大了90%以上。10 
但是移动宽带的普及水平未能跟上地区的步伐，

尽管其价格与地区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低很多。

与蜂窝移动这一块不同，移动宽带是一个全面竞

争的市场，1992年开始引入2G网络，从开始2G网
络到以长期演进（LTE）为基础的业务走了很长一

段路，目前几乎整个人口都有LTE覆盖，因此有相

当大的发展潜力。11 作为LIME公司升级本国业务

产品的战略的一部分，LTE市场开始于2014年，整

个过程投资了3 700万欧元。12

固定业务：该国的固定宽带市场自2000年
以来一直有一些竞争，不仅定价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每个互联网用户的人均带宽还大大超出世界

平均水平，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相当。自2000年
以来，国际网关经历了部分竞争的环境，但是国

内和国际长途，以及当地的固定线路业务，依然

保持垄断状态。

政府政策：安提瓜和巴布达的ICT国家监管机

构是电信科技部，负责行业的政策和立法。该机

构在决策方面没有自主性，预算全部来自政府拨

款。2016年8月为制定一项新的电信法案开始公众

咨询，法案旨在重建电信工业，推动行业开放，

更新监管，包括消费者保护措施。13,14,15 政府为了

加速开放这一主要目标，正在努力与东加勒比电

信管理局（ECTEL）合作，进一步加强发展国家的

电信行业。此外，政府在过去的十年中通过2006
年启用的连接安提瓜和巴布达举措，重点增加让

人民获得ICT的机会，特别是教育中的ICT。16 该计

划包罗万象，促进在幼儿教育直到高等教育中普

及电脑知识，也着重技术赋权。这些弥合数字差

距的努力在其它举措中也有明确阐述，例如政府

协助的技术努力，旨在改进连通性以及增加ICT培
训设施的可用性。

结论：多年来，安提瓜和巴布达在产业发

展方面采取的步骤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采纳服

务，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位和互联网速度方面都

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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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3.5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80.4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7.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0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2.4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2.4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3.8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8.8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4.9 6.6 4.2

-2 至 10 Mbit/s 75.1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阿根廷

阿根廷滋养了美洲最具活力的移动市场之

一，无论从地区还是全球而言，其普及率均高于

平均水平，定价具有竞争力。阿根廷拥有先进的

电信基础设施，并以个人使用互联网比例高于平

均数为傲。该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围绕着提高宽带

速度和将业务范围扩大到更为偏远的地区。

移动业务：阿根廷的蜂窝移动市场在过

去的20年当中呈现指数增长。蜂窝移动业务

主要有三家运营商全面竞争：Claro（America 
Móvil ） 、Personal（Telecom Argentina）和

Movistar（Telefónica）。第四家竞争者是Grupo 
Clarin 旗下的“Nextel Argentina”。这家公司正

在增强实力，借助提供衍生于宽带和有线电视的

不同业务进入市场。17 阿根廷通信部2016年第38
号最新决议允许移动模拟网络运营商（MVNOs）
进入市场，预期将进一步提高竞争水平。该国移

动宽带的普及率接近地区平均水平，远远走在全

球水平之前列。2007年启动了3G技术，2014年可

以使用长期演进（LTE ） 。18   阿根廷的LTE采用率

在启动后头六个月的增长是拉美地区最快的，每

分钟将近有六个新用户。仅移动运营商就创造了

将近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整个移动市场

对GDP的贡献超过3.5%。在最近拍卖了700 MHz和
1 700-2 100 MHz频段之后，预计短期内会拍卖频

谱。19

固定业务：阿根廷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接

近地区平均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就目前而

言，长途电话业务得益于一个竞争市场，而地方

电话则处境不同。20 “Telefónica de Argentina”
和“Telecom Argentina”持有约68%的数字用户

线路（DSL）市场份额，其余的市场由几家小型

运营商瓜分。21 最近，第三家重要的市场竞争者

FiberTel公司也得以进入市场。就固定宽带的普及

率而言，阿根廷的市场有待到达地区平均水平，

其带宽显然远远低于地区和世界水平，因此速度

方面也尚待提高。

政府政策：阿根廷现代化部是负责电信的独

立监管机构。22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阿根廷

政府开放了电信市场，目前拥有拉丁美洲最先进

的电信基础设施之一。23 国有基础设施运营商阿

根廷卫星解决方案公司（ARSAT）已宣布投入可

观的资金来增加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在与国家

计划连接阿根廷相同的范围内，政府计划向最偏

远和服务欠缺的地区提供免费数字电视。ARSAT
还负责部署全国宽带计划，旨在连接1 200个远程

地点并提供通用宽带接入。现代化部主管的另一

个信息通信技术（ICT）项目数字国家计划，亦将

发展ICT基础设施，弥合数字差距以及向全国1 000
多个直辖市提供公共Wi-Fi作为目标。24

结论：阿根廷对电信业采取多方位的措施，

施行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和普及计算机知识的国家

计划，同时允许并激励不同市场分部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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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1.5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9.8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0.0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5.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5.8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9.0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1.3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1.1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7.8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7 6.6 4.2

-2 至 10 Mbit/s 61.3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5.0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是独联体国家共同体（CIS）区域

最早推出长期演进（LTE）技术的国家之一。该

国移动宽带覆盖较高：3G几乎实现100%的人口普

及，其LTE覆盖超过CIS区域平均水平。

移动业务：亚美尼亚共有三家移动蜂窝电信

运营商：亚美尼亚MTS、Ucom和亚美尼亚VEON。
此外，3G服务始于2008年。第一个商用LTE网络

于2011年推出。2016年之后，所有移动蜂窝运营

商均提供LTE服务。25 移动号码便携是从2014年开

始的。自2017年底，4.2%的地方得到一家运营商

的覆盖，15.3%得到两家覆盖，80.2%的地方得到

所有三家运营商的覆盖。总之，2017年，LTE约实

现了90%的人口覆盖。宽带互联网签约用户经过

2017年的稳步增长，使移动上网人数达到86%。26

固定业务：运营商继续致力于亚美尼亚固定

电话网络的现代化。截至2017年底，约有93%的

固定电话网络实现了数字化。与此同时，固定宽

带连接逐年增加。监管机构通过对电信运营商施

加义务，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根据最新的

许可要求，截至2017年底，亚美尼亚VEON使用宽

带接入共覆盖了830个地方。27 除亚美尼亚VEON
外，Ucom和GNC-Alfa也在市场上占据固定宽带公

司的首要位置。2016年之前，多数固定宽带签约

用户采用异步数字用户线（ADSL）接入互联网，

尽管这些用户数量不断减少，光纤（FTTx）网络

正在得到积极部署。 28 2016年初，FTTx互联网签

约用户超过ADSL互联网用户。2015年至2017年
间，FTTx互联网签约用户增加了17%。29 在边远地

区，固定电话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是通过固定无线

宽带网提供的。30 为吸引签约用户，运营商将不

同服务捆绑销售。一些服务套餐中包含固定和移

动业务。

政府政策：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负责制

定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电信领域的政策。31 政
府政策阐述在“2008-2018年IT发展概念书”中。

该文件侧重于ICT基础设施和电子政务发展、ICT
教育质量改善、金融工具的完善以刺激IT行业的

创新等。根据该战略，亚美尼亚旨在为70%的家

庭和100%的教育和政府机构提供计算机并在2018
年前为90%的家庭提供互联网接入。32 监管机构

为电信行业维护竞争环境。市场自由化的首要步

骤之一是于2007年结束了亚美尼亚VEON对国际互

联网网关的垄断。33 同年亦废除对IP话音（VoIP）
业务的垄断。34 尽管有义务将800 MHz频段的“

数字红利”频段用于无线宽带业务，但在多数情

况下，电信运营商可以在毫无限制的情况下将无

线电频率资源用于所提供的业务或所实施的技

术。35 一些运营商在固定和移动市场两个领域相

互竞争。36 主导电信运营商须为小运营商提供互

联互通能力。37 亚美尼亚法律为接入主导运营商

基础设施规定了机制，为电信运营商网络的互联

互通规定了非歧视性条件并提供了消费者保护措

施，其中包括资费条例。38 在亚美尼亚，投资方

获得许多优惠，如在首次投入时免于收费。2017
年，亚美尼亚ICT行业投资达7 010万美元。

结论：亚美尼亚政府在政策上鼓励为进一步

引入电子政务进行ICT基础设施建设。与ICT相关

的活动体现在许多项目文件中。亚美尼亚正在全

国范围内实现价格可承受的、电子政务服务的安

全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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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2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9.0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6.8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1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9.7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4.1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6.4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1.9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0.8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9 12.2 4.2

-2 至10 Mbit/s 54.3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3.8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移动和互联网非常普及。政府正通

过批发/零售模式努力促进商业化高质量移动业务

和高速固定宽带普遍接入的发展。

移动业务：市场上有三个拥有自主网络的运

营商：主导运营商Telstra；新加坡的SingTel子公

司Optus；英国沃达丰和香港（中国）和讯的合资

公司澳大利亚沃达丰和讯。此外还有一些移动虚

拟网络运营商（MVNO）。移动业务网速不断提

高，2G网络将于2018年关闭。39 据估计，2017年
88%的人口将用上智能手机。40 TPG是第四个进入

市场的公司，已购买了低频段牌照，正在建设无线

网络。Telstra和Optus已宣布5G网络的建设计划，

预计2019年5G将开始商用。

固定业务：国有批发商NBN有限公司正在

建设国家宽带网（NBN），以真正取代Telstra和
Opus运营的铜线和混合光纤同轴（HFC）网络。

建成后，NBN将为澳大利亚所有建筑提供高速宽

带接入。NBN网络的建设目标是提高生产率，提

供创新平台，促进澳大利亚人的经济和社会福

祉。按设计，NBN为所有建筑提供的峰值批发

数据下载速度（和同比例的上传速度）至少达

到25 Mbps，90%装有固定线路的建筑至少可达

50 Mbps。2018年5月，可通过NBN订购服务的住

宅将达到650万（总共为1 160万）。目前大部分

固定宽带连接仍然是ADSL，但是随着NBN网络于

2020年建设完成，今后几年这一局面将发生巨

变。NBN的运行模式为开放接入，有利于促进公

平的零售竞争。所有主要固定宽带提供商和众多

小运营商都可以通过NBN提供服务。四大固定线

路零售提供商Telstra、TPG、Optus和Vocus正在将

大部分住宅和许多商业用户向NBN网络上迁移，

但同时保留各自的本地基础设施，主要在高度密

集的商业区。部分小型光纤提供商将为新开发的

住宅提供服务。还有一些运营商提供固定无线网

络。其中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的本地化跨洲经营

的企业。澳大利亚有八条商业性国际水下光缆。

按计划，今后几年还有一些将投入运行。十多个

互联网交换点（IXP）分布在所有大城市。八个州

或领地首府中除一个州以外都有IXP。

政府政策：通信和艺术部负责制定电信、广

播和邮政服务的工业政策。2017-18年的企业计划

提出的战略重点是：消费者、推动行业发展、内

容和文化。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ACMA）
负责电信、无线电通信和广播的技术监管。澳大

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负责电信、广

播和内容的竞争监管。ACMA和ACCC共同承担保

护消费者的责任。

结论：澳大利亚信息通信技术普及程度已达

到很高的水平，是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随着私

营行业投资进入移动业务，政府正在努力为每个

住户提供价格合理的高速基础设施，为知识型和

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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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4.6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2.7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4.9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4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6.5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2.4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6.1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7.6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2.4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7.2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2.8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奥地利

奥地利的电信市场是竞争市场，固定和移动

业务普及率高，价格相对可以承受。

移动业务：现有运营商“A1 Telekom 
Austria”主导着奥地利的移动市场，但这家主

要公司正面临来自另外两家移动网络运营商

Hutchinso和T-Mobile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还

要面对几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MVNOs）的

竞争。Hutchinson在2013年接管了Orange公司

后，这家运营商开始向其对手T-Mobile逼近。到

2015年年底，T-Mobile （28%）和Hutchinson/“3 
Austria”（27.9%）两家公司所占市场份额之

间只相差0.1个百分点（奥地利广播电信监管局

（RTR），2015年）。市场整合之后，越来越多

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进入市场，加大了行业的

竞争压力。层出不穷的折扣品牌继续以极具吸引

力的各种优惠搅动着市场。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行业的增长部分归结于在接管Orange公司后，“3 
Austria”被要求做出监管性让步，向多达16家移

动虚拟网络运营商提供其网络容量的三分之一。

移动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移动服务价格低廉，而

运营商的每用户平均收入水平（ARPU）相对较低

（奥地利广播电信监管局（RTR），2015 
年）。移动行业竞争激烈，而且2013年进行的

多带拍卖还对运营商提出了提供移动宽带全覆盖

的义务，这促使各家运营商对本国农村地区进行

网络投资。此外，奥地利允许运营商为长期演进

（LTE）重整现有的2G和3G频谱，而一俟广播公

司腾出700 MHz频段的频谱，也已指定专用于移

动宽带。因此，奥地利几乎所有人口均可使用LTE
网络。

固定业务：奥地利固定电话的普及率极高，

甚至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固定宽带普及率接近欧

洲平均水平，与国际上相比价格相当实惠。现有

的A1公司在固定电信行业占据最大市场份额，是

奥地利全国性网络基础设施的唯一运营商。A1
继续重组其接入网络，并正在推出光纤接入

（FTTx）和实施甚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线（VDSL）
矢量技术，以便向客户提供更高的宽带速度。41

政府政策：奥地利于1993年加入欧洲经济

区（EEA），1995年加入欧盟（EU），促发了该

国电信市场的开放。奥地利政府将信息电信技术

的发展视为国家优先事项。2010年，奥地利政

府成立了一个互联网能力中心Kompetenzzentrum 

Internetgesellschaft，协调加强奥地利信息社会的

各项举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
年）。2012年通过了2020年奥地利国家宽带战

略，战略的目标是到2018年，速度为100 Mbit/s的
宽带覆盖率在都市地区达到70%，到2020年覆盖

率达到所有家庭的99%。奥地利政府遵循以市场

为基础，仅在私有运营商服务不足的地区介入提

供连接。42

结论：奥地利在信息电信技术发展方面是一

个主要领先国家。该国政府将信息电信技术发展

放在优先地位，并打造了支持私有参与者推陈出

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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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3.1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70.8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6.2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7.9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5.4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8.8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2.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7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0.6 4.2

-2 至 10 Mbit/s 41.4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8.5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阿塞拜疆

在移动宽带普及率和覆盖率方面，阿塞拜疆

在独联体地区属领先国家之一，固定宽带市场的

普及率也在独联体平均水平之上。移动和固定电

信服务的价格相对低廉并在持续降低。

移动业务：阿塞拜疆的蜂窝移动市场主要

以三家电信运营商为代表：Bakcell、Azercell和
Azerfon。这三家公司分别于1994年，1996年和

2007年开始提供商业服务。43,44,45 Azercell是全国

最大的移动电信运营商，有四百多万用户。46 在
2009年Azerfon公司部署了第一个3G网络后的数

年中，47 移动宽带网络有了飞速的发展，2015年
启动了长期演进（LTE）。48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

（IMEI）号码注册系统在2011年引入，2014年初

实现了手机号码可携带性（MNP）。

固定服务：从1993年到2003年，阿塞拜疆

积极部署了电话网络，该国与跨亚欧（TAE）国

际光纤电缆线相连接，互联网接入服务遍布全

国。如今，与高速光纤电缆线相连接的地区中心

超过90%。49 截至2008年，所有的定居点都有固

定电话服务。到2010年，数字系统取代了模拟私

人交换分机（PBX）。码分多址（CDMA）技术

在无线本地环路（WLL）系统中得到广泛使用。

全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Aztelecom用码分多址网

络覆盖了80%的人口。自2006年以来，居民可以

享用商业宽带互联网服务。今天，阿塞拜疆有大

约40家互联网提供商，其中三家（Aztelekomnet, 
Bakinternet和Azdatakom）是国有企业。50 根据公

用Wi-Fi计划，阿塞拜疆的首都自2017年5月以来

一直在部署免费Wi-Fi热点。51 国际互联网连接由

两家私营公司提供。52

政府政策：阿塞拜疆政府在最近几年根据

2003-2012年全国信息通信技术（ICT）战略实施

了两项ICT方面的计划。第一项计划电子阿塞拜疆

（e-Azerbaijan）着重现代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二项计划则将目标定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和ICT
的使用。此战略探求信息社会法律框架的发展，

为信息的传播创造有利条件，电子政府，电子贸

易发展，ICT基础设施的部署，启动新的ICT服务

等。由于实施了这一战略，2003-2009年之间涌现

了将近500家ICT相关公司。在2010-2015年期间，

固定电话网络的普及率提高了45%，蜂窝移动网

络普及率提高了38%。阿塞拜疆政府在2008年通

过一项以发展航天工业为目标的全国计划，2013
年发射了第一枚通讯卫星和地球观测卫星，并计

划在2018年发射第二颗通讯卫星。2008年，阿

塞拜疆还启动了跨欧亚信息高速公路（TASIM）

计划。这是一项以建造跨国光纤骨干网为目标的

重要区域性举措，主要针对从西欧到东亚的欧

亚各国。53 另一项重大基建工程是与联合国发展

署（UNDP）合作实施的“AzDATACOM”，建设

覆盖全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数据传送网络基础设

施。54 根据2014-2020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全国信息

社会发展战略，政府在2014年通过了一项全国性

计划。55 此战略集中解决以下问题：更新ICT基础

设施，有效监管，创造有竞争力的ICT产品，促进

电子政府，ICT教育，信息安全等。2016年，政府

通过实施此项全国性战略的国家计划。

结论：阿塞拜疆的ICT行业是独联体地区最

为发达的之一。阿塞拜疆政府清楚地了解ICT政
策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按照各项全国性计

划，重点建设高速光纤和无线接入网络，部署一

个网际协定多媒体子系统（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56 扩大传输容量，并开发数据中心

和发展卫星通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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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2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3.0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6.8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3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2.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9.0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3.8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7.6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6.4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8.4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1.0 12.2 4.2

-2 至 10 Mbit/s 40.9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1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哈马

尽管移动市场引入竞争较晚，但巴哈马的移

动普及率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相差无几。巴哈

马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比例以及移动宽带覆盖率高

于该区域其他国家。

移动业务：政府部分所有的运营商（占公

司股份的49%）巴哈马电信公司（BTC）和100%
的本地运营商Cable Bahamas Limited（CBL）均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前者在固定电话和移动服务

方面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后者在有线电视和

固定宽带服务方面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并拥有

第二家移动运营商Be Aliv Limited（Aliv）的控股

权。巴哈马移动市场原由BTC垄断，直到2016年
10月，Aliv进入市场，该公司的全LTE网络覆盖超

过75%的人口。Aliv于2016年7月获得牌照。Aliv获
得的牌照要求其网络在两年内覆盖巴哈马所有人

口聚居的岛屿。尽管整体移动语音普及率低于区

域和全球平均水平，但移动是巴哈马普及率最高

的业务。2016年，BTC筹备推出LTE。58 就人均国

民总收入（GNI）而言，蜂窝移动和移动宽带价格

均远低于区域平均水平。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服务由BTC和Cable 
Bahamas Limited（CBL）提供。59 为向消费者提供

更多选择，国家电信监管机构于2013年引入了固

定号码便携服务。巴哈马的固定服务（包括电话

和固定宽带）普及率高于区域和全球平均水平。

政府政策：公用事业监管和竞争管理局

（URCA）负责电信行业监管，该机构于2009年成

立，是一家单独的独立监管机构。URCA的其中一

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可持续竞争、投资和资源的最

佳利用。60 目前该监管机构正在实施移动号码便

携（预计将于2017年4月推出），同时实施价格

上限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并已采取了各种其他措

施来规范具有显著市场影响力（SMP）的运营商

（如受监管的互连服务、国内漫游及额外的监管

义务）。62 URCA确定BTC在固定语音服务、移动

语音和移动数据服务以及固定宽带服务方面拥有

显著市场影响力（BTC在固定宽带方面的显著市

场影响力仅限于地域市场2，其中包括除人口最稠

密的四个岛屿之外的所有地区）；另一方面，CBL
在付费电视服务和固定宽带服务方面拥有显著市

场影响力（CBL在地域市场1的固定宽带服务方面

拥有显著市场影响力，其中包括人口最稠密的岛

屿：新普罗维登斯岛、大巴哈马岛、阿巴科岛和

伊柳塞拉岛）。此外，在促进竞争的范畴内，监

管机构于2016年开始进行网络中立性讨论，但尚

未最终确定任何监管干预措施。

结论：与许多小国一样，巴哈马的各个电

信部门容易受到集中市场的影响，但监管机构承

诺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实现更广泛的市场自由

化。巴哈马的基础设施已可支持更高的电信服务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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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8.8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9.4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1.6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5.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5.0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5.0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0.4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10.0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2.0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8 6.6 4.2

-2 至 10 Mbit/s 17.0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7.2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林

巴林的ICT服务市场十分发达，充满活力，

价格低廉，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使用率很高。巴

林有三个移动运营商，8个互联网提供商，竞争十

分激烈。在阿拉伯地区，巴林的部分固定和移动

宽带业务价格是最低的。

移动业务：移动通信普及率远高于阿拉伯地

区乃至全球的平均水平。移动宽带同样如此，经

过快速发展，起普及率高达全球和该地区平均水

平的三倍之多。这要归功于三个运营商之间的激

烈竞争。巴林电信公司（Batelco）是半私营化的

主导公司，自从Zain（2007年的MTC-沃达丰）获

取该国第二张经营牌照之后，开始面对来自Zain
公司的强大竞争。2003年底，巴林成为阿拉伯地

区首个推出3G商业服务的国家。2009年，为降低

消费者价格，给Viva颁发了第三张牌照。为扩大

移动网络容量，2013年为三家移动运营商颁发了

900 MHz/1 800 MHz/2 100 MHz频段的频谱牌照，

同年推出了基于LTE网络的商业服务。

固定业务：在阿拉伯国家中，巴林的固

定宽带普及率是最高的，多数用户的网速超过

2 Mbit/s。2004年，国内国际固定网关、卫星和互

联服务全面引入竞争。2011年，推出固定和移动

号码转网服务，在ICT行业取消了外国投资者所有

权限制。另外，固定无线宽带十分普及，占所有

固定宽带用户的43%。 

政府政策：继2002年颁布《电信法》并成

立了独立的电信管理局之后，2003年巴林政府出

台了第一个国家电信计划，推进以市场开放、建

立许可证制度为重点的改革进程。为促进竞争、

营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和提高宽带和互联网服

务使用，2008年巴林出台了第二个国家电信计

划。2012年出台第三个国家电信计划，目的是加

强ICT的竞争力，支持迅速增长的数字经济、包

括提供基于LTE的服务，建设全国性超快宽带网

并发展互联网生态系统。2016年批准了未来三

年的第四个国家电信计划，意在发展全国高速光

纤网，将下游的家庭和企业数据速率至少提高到

100 Mbit/s和1 Gbit/s，从而巩固巴林在本地区互

联网业务、内容和应用中主要枢纽地位。为把巴

林建设成地区性商业和ICT的核心，第四个国家

电信计划重点是使持照经营的运营商获得价格合

理、稳固、冗余的可多路进出巴林的国际连接。

结论：巴林政府15年来的努力使巴林成为了

世界上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几乎家家都有互

联网连接，多数国民经常使用互联网。近期出台

的进一步发展高速网络的计划体现了巴林保持和

巩固其作为全球高科技枢纽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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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9.1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58.4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47.3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5.9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4.8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8.5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8.8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4.3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0 30.7 4.2

-2 至 10 Mbit/s 12.0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0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孟加拉

孟加拉通过无线解决方案已实现了广泛的电

信覆盖，目前正进一步扩大移动宽带的覆盖。

移动业务：孟加拉有五家移动运营商，头三

家控制了90%的市场份额。挪威移动集团Telenor
的子公司GRAMEENPHONE是最大的运营商，另外

两家是全球电信控股（Global Telecom Holding）
公司的子公司BANGLALINK和马来西亚移动集团

AXIATA旗下的子公司ROBI。目前，孟加拉2G人口

覆盖率超过99%，2013年部署了应用3G技术的移

动宽带。随着政府的各项积极举措，3G网络迅即

遍布全国，对移动宽带的签约用户（2016年12月
3G数据用户达2 870万）产生影响。孟加拉政府正

在向技术中立的移动长期演进（LTE）颁发频谱，

现有的宽带无线接入（BWA）或全球互通微波存

取（WiMAX）运营商BANGLALION、BIEL和QUBEE
正在部署LTE技术。

固定业务：孟加拉电信有限公司（BTCL）
是固定电话业务现有国有运营商，其历史可追溯

到1853年成立的邮政电报部。除这家国有公司

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固线运营商，但如

同世界趋势，它们的普及率非常低。与移动宽带

互联网业务相比，固定宽带互联网普及率同样低

下，有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光纤到户

（FTTH）等各种不同的固定宽带互联网服务可供

使用。全国约有4 500个联合数字中心（UDC ） ，
网络庞大。孟加拉政府为提供无缝电信服务

在2009年颁发了全国电信传输网络（NTTN）
许可，在全国范围内铺设光纤。目前，两家

私营NTTN运营商（Fiber @ home Ltd.和Summit 
Communications Ltd.）和三家现有NTTN运营商

（BTCL，孟加拉电网公司（Power Grid Company 
of Bangladesh）及孟加拉铁路公司（Bangladesh 
Railway））已铺设了长达约79,000公里的光纤

线。孟加拉与两条海底电缆相连接：2005年连接

了SEA-ME-WE-4号电缆，2017年SEA-ME-WE-5号电

缆开始商业运营。孟加拉还有六家（06）国际地

面电缆（ITC）运营商与印度相连，除此之外，有

两家全国互联网交流（NIX）中心运营，提供当地

对等服务。

政府政策：孟加拉电信监管委员会（BTRC）
成立于2002年，是根据2001年孟加拉电信监管法

成立的电信业监管机构。BTRC独立工作，但是在

某些领域，BTRC在邮电信息技术部（MoPTIT）的

监督下履行职能。2009年制定的国家宽带政策要

求确保提供先进、安全、可负担的宽带服务，目

标是到2005年实现宽带普及率达到30%。现孟加

拉政府在2008年的竞选宣言中提出了“数字孟加

拉”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愿景，旨在到2012年
把孟加拉转变成为一个全数字化的国家。孟加拉

第七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深刻体现了数字

孟加拉的精神，计划中有整章关于ICT的篇幅。计

划也详述了跨十个领域运用ICT的具体战略：i) 经
济发展；ii) 教育；iii) 青少年赋权；iv) 公平；v) 治
理；vi) 民事服务；vii) 司法；viii) 执法；ix) 国会和

x) 环境。

结论：孟加拉见证了对移动宽带签约用户增

长产生重大影响的3G网络的飞速扩张，并对引入

LTE技术翘首以盼。该国政府为实现“数字孟加

拉”的愿景制定并实施了几项举措和政策，因此

固定互联网普及率仍日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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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4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8.1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0.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2.6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5.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8.0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1.1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9.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5.3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4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5.0 2.4 4.2

-2 至 10 Mbit/s 65.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0.0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巴多斯

自从二十一世纪早期运营商LIME公司的垄

断地位结束之后，巴巴多斯在基础设施和服务定

价方面均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在头五年中，无线

和长途两类业务在市场上均有竞争，政府也一直

努力培训和教育人民学习容量建设和技术转让。

巴巴多斯2005-2025年国家战略计划在多处承认

发展信息通信技术（ICT）对社会各领域带来积

极影响。

移动服务：目前市场上的两家移动运营商

LIME 和FLOW合并后，现在竞争市场份额的主

要有三家，另外两家是Digicel和Sunbeach。63 自
2003年发布第一个参考互联优惠（Reference 
Interconnection Offer）以来，移动市场不断开

放。2015年，巴巴多斯超过美洲地区蜂窝移动普

及水平。近年来，移动宽带稳步扩大，运营商致

力重资开发长期演进（LTE）。LTE由Digicel公司

在2016年底首次推出，老牌公司Flow也开始提供

LTE，并计划进行持续投资，以便扩充业务。64

固定业务：全国固定电话市场最早在二十一

世纪初引入竞争机制，固定电话普及率高于地区

和全球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固定电话用户的比

例在地区和全球都有所下降。固定宽带普及率高

于巴巴多斯平均水平，自从2015年建立巴巴多斯

互联网交换以来，服务质量和网络容量预计将有

所提高，而费用预计将有所降低。65

政府政策：电信部负责电信行业的管理和监

管，特别是颁发许可和立法。根据2001年电信法

案，公平贸易委员会法案和公用事业监管法案，

电信部将某些监管职能委派给巴巴多斯的电信监

管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会负责业务标准，

关税控制以及实施电信单位制定的政策；电信

部的这一肢体同时也负责颁发电信业的许可。66 
2005年监管机构针对全国现有运营商规定了第一

个价格上限，并一直保持这一做法，最近实施了

禁止在2019年之前对非竞争性业务涨价超过 
3%。67 委员会也审阅并出版客户服务标准年度报

告，客户服务标准首次发行于2006年。

结论：为了均衡利用不同岛屿的资源，区

域性一体化对于加勒比地区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而巴巴多斯政府认为，电信业和区域性一体化一

样，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电信部门最近指定

了一系列项目，亦即国家计算机事故反应组，修

改电信法案和准备推出互联网协议第6版 
（IPv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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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8.9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8.2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0.6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6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1.8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2.5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0.0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15.3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1.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6.6 4.2

-2 至 10 Mbit/s 9.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0.4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实现了ICT基础设施的系统发展，

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给人们，从而为新的ICT服

务和ICT使用的增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为此，

白俄罗斯已成为ICT发展的区域领跑者之一。

移动业务：白俄罗斯的移动宽带普及率在

独联体国家（CIS）区域中首屈一指。最早的商

用移动服务是在1993年推出的。全球移动通信

系统（GSM）电信运营商分别于1999年、2002年
和2005年获得许可证。69,70 通过政府和国外在移

动蜂窝市场的投资，基础设施和竞争在之后几年

内得到迅速发展。2012年初推出了移动号码便

携。71 2009年颁布了2 100 MHz频段的第一张3G
许可证。72 2016年初，经过频谱重整，UMTS-900
面世。73 该技术旨在加大移动宽带覆盖并加强

信号质量。2015年底，LTE-A在1 800 MHz频段

推出。74 未来亦计划使用2 600 MHz频段。今

天，共有三家电信运营商向用用户提供移动业

务：Velcom、MTS和BeST/Life。每家运营商均有

2G/3G网络。然而，另外一家国营基础设施运营

商（beCloud）正在部署LTE-A网络。beCloud成
立于2012年，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基础设施部

署。75,76 该公司为其他电信运营商和全国的政府

机构提供固定和移动基础设施。公司还负责数据

中心的发展以支持全国的电子服务平台。77 移动

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LTE-A网络提供其他服务，但

不能建设自己的网络。2018年初，两家移动电信

运营商（MTS和BeST/Life）开始通过LTE-A基础设

施提供服务。LTE计划在2018年底覆盖所有区域中

心。78

固定业务：白俄罗斯的固定宽带业务普及率

在该区域独占鳌头。2018年初，47%的签约用户

能得到2至10 Mbit/s的下载速率。40%的签约用户

通过xDSL连接互联网，而且，37%的用户使用光

纤。79 白俄罗本地电信运营商竞争激烈。150多家

运营商拥有提供数据传输业务的许可。80 75%的

签约用户属国家运营商Beltelecom。81 除beCloud
外，Beltelecom亦负责许多国家ICT发展活动。该

公司部署了千兆比无源光网（GPON）接入网和公

共Wi-Fi，扩展了核心网络和网关能力，同时开发

了IP多媒体子系统（IMS）业务。82

政府政策：通信和信息部负责国家发展计

划。83 之前的国家计划涵盖2011至2015年。84 该
计划旨在发展基础设施，以便在最大程度上覆盖

人口并引入现代电子服务。2016-2020年数字经

济和信息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现已投入行动。85 该
计划侧重于进一步加强光纤网络、扩大3G/LTE覆
盖、卫星通信、数字电视和云技术。

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围绕ICT发展开展的工作

带来了移动和固定业务普及率的提高。2017年，

电信行业投资达2.9亿美元。多数投资旨在实现固

定和移动电信网络的现代化，从而提高电信服务

质量并扩大覆盖。现有规划的实施可使该国通过

将电子服务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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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7.5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0.6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6.2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9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8.5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4.4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7.9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7.2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9.9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3.4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5 12.2 4.2

-2 至 10 Mbit/s 47.9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8.6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比利时

比利时的移动市场在近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

兼并和收购，现在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在提供

服务。比利时的固定网络非常先进并且可以广泛

使用，固定和移动业务的普及率都很高，价格相

当实惠。

移动业务：比利时有三家持有牌照的移动网

络运营商Proximus、Orange和BASE在提供移动业

务。Proximus在后付费市场所占份额接近50%，在

移动市场领先。86 此外，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的

数量日益增多，在市场十分活跃。比利时市场见

证了无数次的兼并和收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

大运营商BASE在2016年被Telenet收购。87 三家移

动网络运营商均提供移动宽带业务。因得益于比

利时运营商的大量投资，3G和长期演进（LTE）信

号已几乎达到完全人口覆盖。特别是预付费和后

付费移动宽带业务等移动业务的出价都很实惠。

固定业务：比利时的固定基础设施非常发

达，固定宽带普及率高。该国包括农村地区在内

的所有家庭基本上都可以接入固定宽带。此外，

速度超过30 Mbit/s的下一代接入（NGA）网络的

宽带连接在比利时司空见惯，覆盖了全国99%的

家庭。电缆网络仍然最受欢迎，光纤连接在所有

连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88 固定电话的普及率持

续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但在不断下降，这与移动

取代固定的全球趋势相一致。

政府政策：2015年4月，比利时联邦政府推

出了“数字比利时”的政策战略，旨在实现更快

的连通性和改进数字技能。比利时政府对于发展

信息通信技术（ICT）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

通过推动私有运营商投资NGA和非NGA连接来提

升宽带连通性。比利时政府为支持这项发展还致

力于减轻行政负担和基础设施部署成本，同时提

供一个稳定可靠的监管机制。比利时现有的运营

商Proximus已宣布在下一个十年推出光纤到机柜

（FTTC）的计划，运营商Telenet则继续对公司的

电缆网络进行投资。89

结论：比利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ICT市
场，ICT家庭普及率高，上网人口比例高。政府支

持宽带发展技术中立，以市场为基础，努力为私

有参与者提供恰如其分的投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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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7.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4.7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5.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7.7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5.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6.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4.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8.3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0.6 4.2

-2 至 10 Mbit/s 4.6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5.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伯利兹

在拉美国家中，伯利兹是将传统国营企业私

有化的先驱之一。伯利兹电信有限公司（BTL）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实现私有化后，随即

被授予一项为期15年的移动和固定业务垄断让

步。90 缺少竞争环境造成伯利兹电信业投资不

足，但是随着新的服务提供商，特别是顶级参与

者进驻市场，这个局面开始改变，促发现有运

营商转变战略，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和更好的定

价。91

移动业务：伯利兹的蜂窝移动普及率低于

地区和全球水平，这应当归咎于市场是由BTL所
有的Digicel和SMART这两家主要参与者支配，过

于集中。92 伯利兹移动宽带的采用也同样落后于

地区平均水平，运营商在2016年启动了长期演进

（LTE）覆盖，但是移动部分在所有签约中的比例

超过90%，因此具有更为重大的发展潜力和影响

力。93

固定业务：BTL尽管在十多年前已实现自由

化，这家公司仍然是固定电话和宽带业务的主导

运营商。鉴于两个部门的普及率均远低于地区和

全球平均水平，伯利兹政府一直在努力引入更多

的竞争，创造条件使其它提供商可以进驻市场：

例如，政府在2013年规定对IP语音（VolP）业务

开放网络。

政府政策：2002年电信法案规定公用事业委

员会为电信行业的监管机构。委员会监督行业内

的牌照颁发，负责刺激全国行业，促进投资和创

新。94 2009年，传统国营企业BTL的私有化被颠

覆，伯利兹政府重新收回公司股份。95 伯利兹在

互联网业务前沿正在取得进步，2016年推出了第

一个互联网交换点，预计将降低当地互联网业务

提供商的成本，改善可靠性。96

结论：伯利兹正在克服一系列障碍，以在信

息通信技术（ICT）市场达到地区发展水平。伯利

兹政府致力开放市场，推出长期演进（LTE）网

络，这些努力预计将提升ICT服务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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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兹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9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64.9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4.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6.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7.1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6.7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6.1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5.3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6.7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5.4 6.6 4.2

-2 至 10 Mbit/s 34.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贝宁

随着新的海底光缆的到来，这个西非国家正

期待着增强采用信息通信技术（ICT）。贝宁政

府准备利用这项资源来发展数字经济。

移动业务：贝宁有四家移动运营商：南非移

动集团的子公司MTN；Maroc电信公司的子公司

MOOV，尼日利亚移动公司Globalcom旗下的子公

司GLO；以及在LIBERCOM品牌下运营的传统国有

企业贝宁电信公司（Benin Telecoms）。头两家

公司占有约90%的市场份额，一直走在引入移动

宽带和移动货币等新技术的前沿。2013年，贝宁

78%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86%的家庭在城

市地区，69%在农村各地。97 在颁发通用许可之

后，MTN 在2012年推出了3G，MOOV随后在2014
年也推出了3G。2016年，MTE使用1 800 MHz频段

推出长期演进（LTE）。

固定业务：传统国有运营商贝宁电信公司

是贝宁唯一一家使用铜线和无线地方环线固线

电话的提供商。贝宁电信公司提供的固定宽带

包括码分多址（CDMA），全球互通微波存取

（WiMAX）和长期演进（LTE）固定无线。这家

公司还提供商用固定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
和光纤连接，ADSL最高供应速度为2 Mbit/s。除

了移动宽带运营商之外，贝宁还有十家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贝宁电信公司的基础设施管理着全国

的骨干网。一项由中国贷款资助的发展电信和ICT
基础设施的五年计划将大幅度扩展骨干网，包括

到全国所有77个社区的光纤连接。贝宁在2002年
开始与SAT-3号海底光纤电缆连接，贝宁电信公

司（当时称OPT）拥有贝宁的着陆权。但是直到

十年后有了非洲海岸至欧洲海缆系统（ACE）的

电缆，较低价格的国际带宽才有了显著的增加。

当地移动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组成合资企

业“Benin ACE GIE”，管理ACE电缆连接。2013年
启动的Benin-IX（贝宁互联网交换点）有六家公司

参与提供服务。

政府政策：由贝宁共和国总统担任主席的数

字委员会制定电信行业的详细战略，执行机构是

数字执行局（ADN）。数字经济和通信部负责行

业监察，包括监督贝宁电信公司以及全国邮政和

广播电视服务，通用服务机构和ICT机构，并负责

电子政府。政府通过了一项行业政策声明（DPS 

2016-2021年），将2021年的战略中心定为：“为

加速成长和社会包容，将贝宁转变为西非的数字

服务平台”。DPS中列出的六个旗舰项目是在整

个疆域部署高速和甚高速互联网；向数字地面电

视（DTT）过渡；实施智能行政（SmartGouv）；

广泛使用电子商务；通过教育培训中广泛普及使

用数字技术；以及促进和发展数字内容。

结论：第二条海底电缆的到来终止了传统国

有公司对国际光纤互联网带宽的垄断，使容量得

到大幅度扩大，价格更为低廉。政府目前抓住这

个机会，加紧把ICT纳入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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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5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8.5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9.7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4.1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2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9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2.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4 38.7 4.2

-2 至 10 Mbit/s 3.3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7.4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不丹

尽管不丹地处偏远，属于内陆和最不发达国

家，但该山区王国已实现高水平的信息通信技术

接入。移动人口的覆盖率很高，光纤主干已覆盖

全国大部分地区。

移动业务：不丹有两家移动运营商。国有

老牌不丹电信有限公司于2003年11月推出了GSM
网络，以B-mobile品牌运营。Tashi InfoComm 
ltd于2008年进入该国市场，旗下品牌是私营

企业TashiCell。2G移动业务覆盖范围广泛，到

2017年，97%的家庭可以使用移动业务，城市

（99.3 % ）和农村（95.7%）覆盖范围略有不

同。98 自从不丹电信在2008年和TashiCell在2013
年推出3G服务以来，移动宽带已经广泛使用。移

动宽带覆盖的增长得益于使用850 MHz和700 MHz
的3G部署，而这两种设备的信号范围又长又宽。

不丹电信在2013年推出了LTE网络，TashiCell紧随

其后，于2016年推出。

固定业务：不丹电信是唯一一家固定电话服

务提供商。由于移动业务的普及，固网签约用户

数量一路下降。不丹电信和DrukComm使用ADSL
和光纤到户（FTTH）/光纤到路（FTTC）提供固定

宽带接入。其他几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提供固

定宽带接入，包括无线技术。该国拥有广泛的光

纤主干。国家宽带总体计划实施项目使不丹所有

的Dzongkhags（不丹的一个地区，相当于二级行

政单位）和205个Gewogs（村镇）中的201个连接

起来。政府拥有这条长达3 300公里的光纤网络，

并向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免费租赁光

纤。该网络延伸到印度边境，不丹的互联网流量

被路由到海底光缆。不丹有计划建立一个互联网

交换点。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部是国家重点发展媒体

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主要决策机构。2015年信息通

信技术路线图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知识社会

为国民总体幸福奠定基础”的愿景指导该行业的

政策。路线图确定了实现三大成果的15项具体战

略：以信息通信技术促进良好治理；信息通信技

术促进共同的国家意识；信息通信技术是可持续

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不丹于2014年通过了电

信和宽带政策，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全民互联，加

强监管环境，为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并通

过竞争获得价格可承受的宽带服务。不丹信息通

信和媒体管理局是2007年成立的独立机构，旨在

促进和规范信息通信技术/电信、媒体和广播行

业。不丹2018年的《信息、通信和媒体法》是该

行业的关键监管立法。99 2010年，廷布科技园区

（Thimphu TechPark）在首都落成。它为政府数

据中心和提供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私营公司提供

办公场所。许多网上服务现已向公众开放。

结论：在过去十年中，不丹在信息通信技

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移动蜂窝覆盖率

高，互联网使用量与日俱增。前瞻性的政策和战

略，包括可预测的监管环境以及相对不丹这个国

家规模的合理竞争，推动了上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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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6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0.5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7.4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5.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8.1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7.7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4.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2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8.8 2.4 4.2

-2 至 10 Mbit/s 0.6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6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玻利维亚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发展

迟缓，与地区和全球水平相比，服务采用速度中

等。运营商Entel在1995年实现私有化，但在2007

年重新被收归国有，此后一直是国有企业。

移动业务：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移

动业务明显优于固定业务，移动电话的数量

超过固线电话十多倍。该国有三家移动运营

商：Entel、Telecel和NuevaTel。2015年，Entel所
占市场份额超过移动用户的40%，其它两家公司

分享其余市场。这三家公司都提供移动宽带业

务，特别是在固定宽带质量差，使用不便捷的情

况下，三家公司的移动宽带业务成长都很成功。

在过去的十一年中，玻利维亚部署了11 000多家

无线电基站，大大提升了3G和长期演进（LTE）技

术的覆盖。此外，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最近都在

努力推出LTE技术，2015年投资达近5亿美元。100 
政府将在2017年实行手机号码可携带性，目的是

加强移动市场的动力和竞争力。101

固定业务：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固定电话

的普及率尽管与邻国相比低很多，但近年来一直

保持稳定。玻利维亚的地方固定业务由用户控制

的多家电信合作社提供。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合

作社也提供宽带业务。由于鲜有鼓励竞争的措施

来改善服务质量，合作社的非盈利性质也解释了

固定业务使用率低的原因。Entel提供长途电话服

务和数字用户线路（DSL）。因为玻利维亚多民族

国是内陆国家，这家公司的宽带价格因无法直接

接入海底电缆而受到影响。尽管如此，玻利维亚

在固定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进步。2013
年，该国有3 500公里光纤，国际互联网链接只有

三条；如今，该国的光纤长达18 000公里，有九

条带宽为200 Gbit/s的国际互联网链接。

政府政策：电信和运输管理局（ATT）是多

民族玻利维亚国负责监管电信部门的机构，成立

于2009年。监管机构承认电信对国家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电信部门本身在

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就占了6%。多民族玻利

维亚国在2015年公布，和前一年相比，移动货币

交易在金额上增长超过900%，这是该国移动领域

市场强劲的又一个例证。102 移动运营商同时在“

我们关心玻利维亚”的活动中与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协会（GSMA）和ATT携手合作，这项活动致力

于利用移动通信来加强在线安全和数据保护。103 
近年来，政府还在数字签名，宽带计划，免费软

件开发，数字地面电视和电子政府等方面实施相

关政策。

结论：玻利维亚移动业务的普及率持续上

升，潜力巨大。政府的刺激措施加上运营商的投

资和诸如“我们关心玻利维亚”等战略伙伴关

系，对电信产业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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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多民族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7.7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9.2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6.5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1.8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1.8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3.8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6.3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2.2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9.2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2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9.2 6.6 4.2

-2 至 10 Mbit/s 23.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7.2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波黑

波黑的电信市场掌握在主要在该国各自区

域提供固定业务并在全国提供移动业务的三家老

牌运营商手中。固定和移动业务的普及率不仅与

欧洲和全球相比较低，与多数邻国相比亦微不足

道。

移动业务：老牌固网运营商都设立了移动

部门并在移动市场上发挥领先作用。Telekom 
Srpske移动电话子公司m: tel在Srpska共和国

和全国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BH Mobile（BH 
Telecom子公司）和HT Mostar’s Eronet（Hrvatske 
Telekomunikacije子公司）在波黑市场占据领导地

位。通信监管机构（CRA）于2009年向三家MNO
颁发了3G服务许可证。104 持有GSM和通用移动电

信系统（UMTS）许可证的主导运营商有责任在全

国范围内建设其移动网络。在3G基本覆盖所有人

口的同时，移动宽带普及率却低于欧洲和全球平

均值。这主要是因为各区域市场竞争水平较低，

移动宽带业务价格相对较高。LTE移动宽带尚未

提供。

固定业务：与波黑社会多个方面一样，1992
年独立后，电信运营商按区域产生。固定市场主

要掌握在波黑老牌运营商，即BH Telecom（位于

Sarajevo）、Telekom Srpske（位于Banja Luka）
和Hrvatske Telekomunikacije（位于Mostar）手

中。这些运营商在其各自区域提供服务。105 2006
年，固定市场实现自由化，从而出现了其他固

定电话服务提供商。波黑政府仍在BH Telecom和

Hrvatske Telekomunikacije控股。Telekom Srpske于
2006年出售给Telekom Srbija（由Serbia政府部分

拥有 ） 。106 固定宽带和固定电话业务的普及率

均低于欧洲平均值。

政府政策：波黑并非欧盟成员，但有可能成

为候选国并已为融入欧盟采取了多项步骤。这一

点在电信行业中更是有目共睹。该国电信行业已

实现自由化，并基于欧盟通信监管框架创立了自

己的监管框架。最值得一提的是，固定和移动号

码便携已实行并降低了互联互通资费。此外，无

许可频段的服务提供商被允许进入市场以强化竞

争。2017年，电信市场的投资总额约达9 000万美

元。

结论：电信市场的竞争和促进增长的监管措

施逐步引入波黑。随着竞争在全国范围内的加剧

以及各项服务的现代化，波黑电信市场充满增长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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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1.7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8.1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3.4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9.5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3.6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6.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3.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8.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1 0.6 4.2

-2 至 10 Mbit/s 50.2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5.7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博茨瓦纳

这个内陆国家以先进的政策和监管机制而闻

名。最近，该国转向一个新的许可框架，允许不

同的参与者进入信息通信技术（ICT）市场，因

而带来了新的服务产品和更低的价格，使竞争更

加激烈。

移动业务：博茨瓦纳有三家移动运营

商：MASCOM公司是市场的领头羊，其多数股份

由机构投资者持有；Orange 公司，法国Orange
公司持有74%的股份；beMOBILE公司，政府持有

51%股份，公民投资人（股份持有人）持有45%
股份。其中beMOBILE公司是现有博茨瓦纳电信有

限公司（BTCL）的电信分部。这种针对小规模人

口采取相对高水平竞争的做法已得到回报。2014
年，博茨瓦纳94%的家庭都拥有一部移动电

话。107 2009年启动3G以来，移动宽带有很大成

长。MASCOM和 Orange两家公司都在2015年部署

了商业长期演进（LTE）网络。

固定业务：博茨瓦纳政府将现有的BTCL公司

拆分成一个业务性公司（继续称为BTCL）和一个

称为博茨瓦纳光纤网络公司（BOFINET）的基础设

施公司。后者是批发商，推出全国性光纤网络，

在国际上以及对其它第三方可以参与的基础设施

进行政府投资。2015年BTCL 在当地股票交易所上

市。尽管市场开放，博茨瓦纳的固定电话业务完

全由BTCL提供，普及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

对比较高。固定宽带受限于BTCL提供的非对称数

字用户线（ADSL）和Orange公司提动的固定无线

服务两项技术。BOFINET自2015年12月以来批发

光纤到各场所，使经销商可以以2到50 Mbit/s不
等的速度连接企业和民居。全国有2 000公里的光

纤骨干网环线，连接所有的城市中心，主要村落

和重要边境入口。这就保证了博茨瓦纳这个内陆

国家与相邻国家的海底电缆有充足的边境接入。

博茨瓦纳互联网交换点在2005年启动，有12个用

户群。

政府政策：运输和通信部负责开发和使用

ICT以及综合运输服务方面的政策。博茨瓦纳通信

监管局是综合性监管机构，负责电信，邮政，互

联网和广播方面的事务。监管局来自博茨瓦纳电

信管理局，成立于1997年，该局通过通用接入和

服务基金的特殊用途机制支持在全国30多个战略

位置提供Wi-Fi热点的计划。批发服务提供商部署

Wi-Fi热点，零售商可以以平等的条件接入其网络

基础设施。热点提供免费接入政府网站，每台设

备每天可以有10分钟免费互联网接入。

结论：博茨瓦纳拥有先进的ICT市场和监管框

架。政府为降低价格选择了一个批发骨干模式来

促进开放式接入和基于成本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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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2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1.4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6.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4.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5.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1.4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1.2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5.7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6.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4.0 38.7 4.2

-2 至 10 Mbit/s 15.5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4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西

巴西是美洲地区的主要电信市场之一，电

信业的所有领域在各主要城市均是全面竞争的市

场，目前有几项基础设施开发项目正在进行中。

政府和运营商都对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ICT）

进行投资，是该私有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在未

来的几年中，预计服务质量和覆盖都会有重大改

善。为此，巴西正依靠更多的海底电缆和新卫星

来帮助因植被光纤基础设施无法拓展的地区。108

移动业务：巴西蜂窝移动和移动宽带的普及

率均在地区和全球水平之上。四家最大的参与者

Vivo、TIM、Claro和Oi公司在市场平分秋色 – 这
四家公司都有2.5 GHz频段的使用权，预期将在

2017年晚些时候可以使用700 MHz频段，它们因

此从对数据业务的大量需求中获利。巴西政府最

近和欧盟签署了一份理解备忘录，携手开发5G技
术。109

固定业务：随着移动和语音IP（VolP）业务

越来越受欢迎，语音IP在巴西国家层面仍未受监

管，全国固定电话市场的发展始终停滞不前。110 
巴西的带宽与地区和全球水平保持一致，但预计

在短期内会有大幅增长，因为大西洋电缆系统范

围内的新型电缆系统将开始业务运营，把巴西和

美洲，欧洲及非洲连接起来。巴西主要宽带提供

商有Claro、Telefônica和Oi，后面两家公司分别

使用混合光纤同轴电缆和光纤到机柜（FttC）架

构。111

政府政策：监管机构国家电信局（ANATEL）
成立于1997年，目的是扩大和发展占全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近4%的电信行业（Anatel，2017
年）。在成立之初，电信局必须监督传统国有企

业Telebras的私有化，确保为进驻市场者建立一

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后出现新的挑战，比如在

服务使用方面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别（几乎所有

较富有家庭都有互联网接入，而较贫穷的家庭则

相反，大多数没有连接）。电信局现在遵循2015-
2024年战略计划，该计划的前提是围绕着普遍接

入，公平定价，促进一个有竞争力、可持续的行

业以及消费者保护四个主要目标。112 此外，2010
年出台的国家宽带计划旨在实现普遍宽带接入和

更好的基础设施，与重新恢复运营的Telebras公司

在扩建全国光纤骨干网等其它公共政策项目上进

行紧密合作。113

结论：巴西有一个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电

信市场，目前仍在扩张。该国发展电信服务覆盖

和采用从地理环境和社会方面而言有其自身的障

碍，分别和国家的地貌和收入差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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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9.5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3.0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0.2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5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3.1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7.5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6.3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0.8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9.0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3.7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3.4 6.6 4.2

-2 至 10 Mbit/s 34.5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2.1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文莱达鲁萨兰国

在东南亚地区，文莱达鲁萨兰国获取信息通

信技术（ICT）水平高，电信业不断增长。

移动业务：文莱达鲁萨兰国有DST通信公

司和Progresif 蜂窝公司两家移动服务提供商。

在这两家移动服务提供商中，DST通信公司作为

1993年开始营业的老牌公司在市场占主导地位，

而Progresif蜂窝公司则是Darussalam资产公司在

2014年收购了B-Mobile公司后重建的品牌，其进

入市场的方式更具创新。该国的蜂窝移动普及率

高，2016年，全国所有订户中有97%都在积极使

用3G或长期演进（LTE）接入移动宽带。

固定业务：文莱电信（TelBru）是一家公司

化的传统国营实体，前身是电信部（JTB），是该

国固线和宽带业务的提供商。文莱电信提供非对

称数字用户线（ADSL）和光纤到户（FTTH）高速

宽带业务，速度可达300 Mbps。这家公司也向地

方和国际企业提供专线租用业务。在过去的五年

中，使用互联网的个人人数在稳步增长，到2016
年已达到75%。该国扩大光纤网络的努力也同样

重要，文莱国际门户公司（BIG）负责管理文莱通

过海底电缆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国际连接。文莱

达鲁萨兰国现在有三个电缆系统，比较新的东南

亚日本电缆（SJC）在2013年6月开通。2009年定

制的亚太直达海底光缆（AAG）连接苏丹国和马

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香港、关岛和美

国，光缆容量为1.93 Tbps。第三条也是最早的一

条光缆SEA-ME-WE 3全长39 000公里，连接文莱达

鲁萨兰国和位于东南亚、非洲、中东和西欧39个
国际登陆点的其它网络，速度可高达655 Mbps。

政府政策：文莱达鲁萨兰国已确定该国的战

略愿景，即文莱愿景2035，或称为愿景2035，决

定把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有高技能劳动力的社会，

经济充满活力且增长可持续。通信部作为行业的

决策部门，目标和愿景2035一致，强调缩小数字

鸿沟，确保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实现愿景的重

要关键驱动力之一。涵盖2014-2017年这一阶段

的国际宽带政策阐述获取、可负担性、质量、使

用和内容开发方面的政策，也寻求从宽带带来的

机遇中创造就业机会。为了建立一个更独立的监

督机构，为电信和ICT工业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文莱在2003年成立了信息通信技术工业管理局

（AITI）。AITI行使法定机构的功能，监管电信系

统和业务，高效管理全国无线电频谱，发展ICT工
业。

结论：文莱达鲁萨兰国对移动和固定电信基

础设施所作的大力投资为本国提供了一个持久有

力和高效的骨干网，这个骨干网为未来的公共和

私有ICT发展机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莱几乎

所有的家庭都有一部移动电话，大约有一半家庭

有固定宽带，因此对数据和更快的速度有持续增

长的要求。多条海底电缆提供了充足的互联网带

宽，最后一英里光纤连接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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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达鲁萨兰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6.8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7.1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6.6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2.7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4.9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3.5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6.0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8.2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9.6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2.4 2.4 4.2

-2 至 10 Mbit/s 64.7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2.9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的移动市场是竞争市场，普及率

高，移动宽带业务的普及率尤其高。

移动业务：保加利亚蜂窝移动和移动

宽带的普及率非常高，均超过欧洲平均水

平。Mobiltel（Mtel）是老牌运营商，语音领域

市场领头羊。这家公司和其它几家公司在移动市

场的竞争一直在不断加剧。Mobiltel的竞争对手

有Telenor，Vivacom（归保加利亚固线老牌运营

商所有，直到2009年9月一直以移动品牌Vivatel
运营）和Bulsatcom。到2017年中，Vivacom在

移动宽带市场占有最大份额，Telenor，Mtel和
Bulsatcom跟随其后。保加利亚在2014年首次引入

长期演进（LTE），四家运营商都提供这项业务。

到2017年中期，LTE用户的比例占全国移动互联网

用户的35%。

固定业务：2003年，保加利亚电信公司

（BTC）在固定语音市场的垄断结束，现在以

Vivacom的品牌运营。BTC实现部分私有化，市

场开放竞争（保加利亚共和国，交通，信息技术

和通信部，2004年）。BTC现在是私有企业，在

固定电话用户方面占有最大市场份额，但面临来

自多达20家零售固定电话业务提供商的激烈竞

争。固定宽带市场呈现非常积极的发展趋势。以

技术为基础的竞争十分激烈，运营商对光纤和有

线网络（欧盟，2017年）进行投资。传统国有运

营商依然是零售宽带市场的领头羊，Mtel紧随其

后。Mtel在2015年收购了宽带提供商Blizzo，进

而加强了这家公司在固定互联网领域的地位。虽

然从主要城市达到的互联网速度方面而言，保加

利亚在欧洲居领先地位，高速互联网在保加利亚

的较小城市和偏远或人口稀少的地区仍然使用不

便。114

政府政策：保加利亚在2007年成为欧盟的

一员。加入欧盟对该国的电信业具有重要影响。

为了和欧盟的政策保持一致，保加利亚开放了电

信业并继续实行加强竞争的各项监管措施。保加

利亚是欧洲数字市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进一

步提升连通性，提高对数字服务的使用，保加利

亚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保加利亚最早

在2009通过了国家宽带接入发展战略，2012年进

行了更新，其后在2014年又出台了下一代接入国

家宽带基础设施计划，旨在到2020年实现100%
网速不低于30 Mbit/s的宽带覆盖，50%网速为100 
Mbit/s的宽带采用率。计划特别重视连接保加利

亚的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地区。为达到这些目

标，保加利亚已从欧盟、私人和国家投资中获得

资金，并实施有关加强竞争、简化宽带市场运营

相关审批程序和规定等监管措施。115

结论：随着电信市场的开放和电信业所取得

的成就，保加利亚正在成为一个连接不断扩大的

国家。保加利亚雄心勃勃的宽带接入和使用目标

突出了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电信业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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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8.4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0.4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1.6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3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3.4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3.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7.3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14.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4.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02 0.6 4.2

-2 至 10 Mbit/s 3.12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6.86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布基纳法索

非洲西海岸海底电缆炸裂和全国光纤骨干网

的建立给这个内陆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使

带宽提高，成本降低。

移动业务：布基纳法索有三家移动运营

商：TELMOB是老牌固线运营商ONATEL（国家电

信署）属下的移动部门，摩洛哥电信公司拥有

部分所有权；Orange Burkina Faso SA（归中东和

非洲Orange公司（OMEA）和象牙海岸Orange公
司所有）；TELECEL FASO SA（由当地集团Planor 
Afrique公司所有）。布基纳法索的移动市场自

2000年起即为竞争市场，移动接入率相对较

高，86%的家庭拥有一部携带式电话，其中97%在

城市地区，82%在农村地区。116 2012年颁发了3G
牌照后，移动宽带发展迅速。运营商自2013年起

还推出了移动货币业务。

固定业务：尽管布基纳法索有开放的固定

电话市场，所有的运营商都有全球性的牌照，

但ONATEL是唯一一家固定电话业务提供商，同

时使用铜线和码分多址（CDMA）无线地方环

线。ONATEL也提供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
固定宽带服务。2005年自首都到马里、多哥和象

牙海岸的边界铺设了1 000公里长的光缆，用于向

沿海国家SAT3号海底电缆登陆点传输交通。2012
年，铺设了195公里长的光缆连接尼日尔边界。

布基纳法索政府已开始开发一个完整的全国性骨

干网，连接所有的省会都市和关键边界入口。政

府还采纳了一个保障使用基础设施没有歧视的牌

照颁发制度，计划建立一个公私合作伙伴联盟来

管理这个全国骨干网。布基纳法索到加纳的链接

在2016年开通运营，使布基纳法索可以连接到国

际海底电缆。Orange和ONATEL两家公司在最近进

入市场后，在首都瓦加杜古周围开发了一个地铁

光纤环。此外，Orange还铺设了197公里长的光

缆连接到加纳。2015年，布基纳法索推出了互联

网交换点（IXP），现有八个成员，包括所有主要

运营商。

政府政策：布基纳法索数字经济和邮政部

负责ICT政策。电子通信和邮政管理局是独立的

监管机构，现在还有一个ICT机构负责政府的主

要ICT项目。2016-2020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PNDES）重点针对三个主要挑战，可从以下

战略方向加以解释：(a) 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现

代化；(b) 开发人力资本；(c) 刺激高潜力行业，

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ICT是PNDES的一部

分，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高潜力领

域。关于ICT方面的承诺包括 (a) 连接所有公共机

构、学校和医疗卫生设施；(b) 为每个公民和公司

设立独特的数字鉴别；(c) 通过发展和部署电子业

务来改善教育、健康和乡村地区的发展；以及 (d) 
通过孵化，创新和研发投资发展当地数字工业。

结论：电信业20年的改革给布基纳法索的ICT
领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布基纳法索为电信

业务创造了相对有竞争的环境，在采纳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ECOWAS）ICT政策方面是该地区的

领先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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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4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3.5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8.8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32.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5.9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4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2.9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0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8.7 38.7 4.2

-2 至 10 Mbit/s 21.3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布隆迪

这个东非内陆小国有一个竞争移动市场，最

近刚采纳了开放进入骨干网市场的方法。这种做

法应该会加强可负担性，并促发更多人获得和使

用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服务和应用。

移动业务：布隆迪的移动市场在经过行

业整合之后现在有四家运营商：国有传统企业

ONATEL；越南移动集团旗下的子公司VETTEL；
肯尼亚和俄国投资者所有的LACELL公司；以及一

家总部在南非的移动集团旗下的子公司ECONET 
LEO。ONATEL只有一个2G网络，其它运营商则

已推出了3G，VIETTEL和ECONET已推出长期演进

（LTE）。迄今为止，移动宽带是该国最为流行的

互联网接入方式。

固定业务：ONATEL提供铜线电话业

务，VIETTEL和LACELL提供固定无线电话业务。固

定业务市场鲜有增长，固定电话的用户和推出移

动业务前相差无几。在固定宽带市场，大约有六

家互联网提供商（ISP）与ONATEL同场竞争。应

用技术主要是固定无线，包括一家固定LTE运营

商，也有一些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和光

纤连接。固定宽带普及率极低。布隆迪骨干网系

统（BBS）是布隆迪政府和几家电信运营商在开

放式接入基础上的合资企业，管理着布隆迪的骨

干网，确保布隆迪与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海底电

缆登陆点穿过卢旺达和乌干达相连接。布隆迪互

联网交换点启动于2014年，由一个协会管理，协

会成员包括国内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

政府政策：布隆迪邮政、信息技术，通信

和媒体部负责监督电信业。国家ICT政策主要有

几个战略轴心，例如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和普遍

接入。这项政策指导该部的工作。布隆迪有一项

国家宽带战略一直涵盖到2015年这段时间。1998
年，电信监管和控制局开始运作。电信业的法律

框架由一项电信法构成，有一系列的规定补充这

项法律。

结论：布隆迪已采取步骤，通过新的移动牌

照，一个公私合作骨干网和互联网交换点，在电

信业激发更大竞争，降低价格。它可以进一步利

用城市地区的互联网接入来鼓励运营商加大在农

村地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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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迪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2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4.5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7.2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1.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1.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6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2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3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7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4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0.8 38.7 4.2

-2 至 10 Mbit/s 7.2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柬埔寨

柬埔寨有一个竞争移动市场，部署最新的长

期演进（LTE）技术。

移动业务：柬埔寨的移动市场是该地区竞

争比较激烈的市场之一，其特点是不断发生兼并

和收购。目前市场上有六家运营商十分活跃。最

大的运营商是SMART，马来西亚的AXIATA集团持

有这家公司大多数的股份。越南移动集团VIETTEL
是第二大运营商。这家公司在2008年以METFONE
的品牌开始运营，在2015年收购了移动运营商

Beeline。以CELLCARD品牌运营的GAMGSM公司是

业界最老的运营商之一。这家公司自1996年起开

展业务，是100%的当地企业。另外在移动市场上

运营的还有三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全球移动通信

系统（GSM）移动覆盖率高，2011年签约普及率

超过了100%的指标。对于一个极不发达的国家

而言，柬埔寨移动电话的可得性非常高，总体达

87%（城市地区96%，农村地区86%）。117 由于缺

少固定基础设施，移动宽带发展迅速，2007年推

出了3G。2014年，SMART成为推出LTE的第一家运

营商，现在在25个省份有这项业务，覆盖人口过

半。其它领先的运营商也在2015年推出了LTE。多

数互联网接入是通过移动电话，2016年柬埔寨几

乎一半的人口（48%）拥有一部智能电话。118

固定业务：国有企业是固定电话业务的主

要提供商。此外还有七家持有牌照的运营商，它

们使用铜线公共交换电话网和无线地方环路技

术。由于移动电话深受欢迎，固定电话的用户数

量自2012年起持续下降。固定宽带业务通过包

括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固定无线，电

缆调制解调器和光纤等多种技术提供。柬埔寨有

覆盖广泛的全国骨干网，有三家公司运营光纤网

络。VIETTEL拥有最大的光纤网，由中国股东支持

的柬埔寨光纤通信网启动于2006年。柬埔寨电信

还运营光纤骨干网的某些线路。两条海底电缆在

泰国湾的西哈努克城登陆。柬埔寨有两个互联网

交换点 - 2008年开始的柬埔寨网络交换和2013年
建立的HTN-柬埔寨互联网交换。

政府政策：柬埔寨邮电部（MPT）是电信业

的负责部门。2015年通过的电信法正式确立了柬

埔寨电信监管局。柬埔寨电信监管局（TRC）的

主要目标是制定有关电信网络和服务运营和供应

方面的规定。2016年通过了2020年电信/信息通信

技术（ICT）发展政策。这项政策制定了一系列

在2020年需要达到的目标，例如在城市地区达到

100%宽带覆盖率，在农村地区达到70%宽带覆盖

率，还包括达到80%的互联网普及率。这项政策

有三个关键目的：i) 改善并扩大电信基础设施及

其使用；ii) 开发ICT的人类能力；以及iii) 促进ICT
工业多样化和ICT的应用。

结论：柬埔寨有一个竞争高度激烈的移动市

场，已经用地区最低廉的移动宽带价格取得了很

高的移动接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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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8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6.0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6.9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3.9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7.5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4.0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2.5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1.0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1.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8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2 2.4 4.2

-2 至 10 Mbit/s 32.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6.3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喀麦隆

喀麦隆政府的目标是把国家建设成中非地区

的数字中心。

移动业务：喀麦隆有三家移动业务运营商：

南非移动集团的子公司MTN；法国Orange公司的

子公司Orange；以及以NEXTTEL品牌运营的越南移

动集团子公司VIETTEL。2012年，VIETTEL赢得喀麦

隆第三张移动牌照，并在2014年开始运营。2014
年的时候，该国81%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城市

（95%）与农村（66%）之间有明显的鸿沟。119 
2015年，Viettel进入运营，MTN和Orange两家公

司更新牌照。此后，喀麦隆便开始有移动宽带服

务。后两家公司的牌照更新使它们可以提供3G和
长期演进（LTE）服务并部署光纤网络。Orange 
和Viettel同时在2015年推出3G业务，MTN也在同

年部署了LTE。

固定业务：喀麦隆电信（CAMTEL）公司是

国有运营商和固定电话业务主要提供商，使用铜

线和无线地方环路。CAMTEL通过非对称用户线

（ADSL）和码分多址（CDMA）EV/DO固定无线提

供固定宽带。其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提供

全球互通微波存取（WiMAX）和LTE固定无线业

务。喀麦隆有一个长达8 000多公里的光缆全国骨

干网，通达10个地区首都，目前正在部署的第三

个阶段，目标是使网络达到两万多公里。喀麦隆

自2002年起与南大西洋3号/西非海底电缆（SAT-
3/WASC）相连，当时SAT-3/WASC已开通有十年之

久。喀麦隆还通过尼日利亚喀麦隆海底电缆系统

与尼日利亚相连，另外还有一条通往赤道几内亚

的电缆正在建设中。

政府政策：邮电部是喀麦隆负责信息通信技

术（ICT）的主要政府机构，包括负责发展ICT行
业的战略。截至2015年的战略要求 (a) 建立和更

新法律，监管和制度框架；(b) 增加ICT业务的数

量，质量和可负担性；以及 (c) 按产业加强ICT的
使用。电信监管委员会是行业的监管机构。2010
年电子通信管理法中概述了电信业的主要立法，

并在2015年的立法中得到充实。国家信息技术和

通信署负责推广各项ICT，管理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和网络安全。

结论：全国骨干网的不断扩建，与海底新电

缆的连接以及移动宽带网络的最新部署为加快采

用宽带服务奠定了基础。更新利用高速互联网来

支持全国发展目标的战略和计划可以使这些举措

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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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9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1.9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7.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9.3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5.9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3.2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1.7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7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7.0 38.7 4.2

-2 至 10 Mbit/s 30.1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2.9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加拿大

加拿大的电信行业有多家运营商在一个

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并存，供应良好，主要的

五家电信服务提供商 – 贝尔（Bell），魁北

克（Québecor），罗杰斯（Rogers），肖氏

（Shaw）和研科（TELUS）– 占市场收入的80%

以上。

移动业务：无线业务是加拿大电信行业中不

断成长的一个领域，2016年占产业总收入的52%
（零售业）。三家主要的运营商是：罗杰斯，

研科和贝尔。这三家公司占了大约90%的市场份

额。120 但是在地区性市场竞争的小型服务提供

商，其竞争力正在日益增强，促使主要参与者改

进服务和价格。加拿大政府在2014年和2015年组

织了700 MHz和1 755-1 780 MHz频段的频谱拍卖。

继2014年700 MHz频谱拍卖后，当局还释出了

1 755-1 780 MHz频段中的50 MHz。由于可用频段

增多，运营商受到激励，在2015年投资多达20亿
美元。移动业务的竞争环境，加上政府采取的行

动和运营商的投资，意味着加拿大几乎所有的人

口都有移动宽带覆盖。提供商已经在对下一代的

长期演进（LTE）技术进行投资，现有加拿大83%
的人口可以用到这项技术。

固定业务：在固定宽带市场，提供电缆，数

字用户线路（DSL）和光纤技术的各业务提供商

之间也在进行激烈的竞争。可以用到电缆调制解

调器和DSL的家庭分别是85%和77%，28%可以使

用光纤。由于提供商投重资开发先进的光纤到户

（FTTH）和电缆传输数据系统（DOCSIS）3.1版，

加拿大的宽带速度很快。最大的差异在于农村地

区可以达到的互联网速度：87%的农村家庭可以

到达5 Mbps，只有6%的家庭可以到达100 Mbps以
上的速度。

政府政策：电信行业的监管机构是加拿大广

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该机构在行业的多个层面

发挥积极作用。最近，委员会更新了加强网络中

立的框架，使市场更有竞争力，并基于数据使用

不能按内容区别对待的事实推动进一步改善服务

质量。121 为进一步鼓励市场竞争，委员会在2015
年颁发了一项限定批发漫游价格的新政策。DSL、
电缆以及新近出现的FTTH基础设施必须在相互没

有从属关系的互联网业务提供商之间互享。2016

年，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普遍服务新目标：在城市

地区和农村偏远地区的加拿大人均可以通过固定

和移动无线网络，方便使用语音服务和宽带互联

网接入服务。122 委员会也改进了无线业务经营准

则。123

结论：加拿大电信业很发达，几乎所有人口

都得到覆盖，价格很有竞争力。监管机构积极推

动一个具有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环境，这反映在

服务质量和行业各领域的业务覆盖率都稳步增长

上，固定电话领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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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0.1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5.9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2.5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4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5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2.7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8.2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1.2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3.6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8.0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7 6.6 4.2

-2 至 10 Mbit/s 16.8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2.5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佛得角

特别是在移动市场引入竞争后，这个西非岛

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接入方面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进步。与第二条海底电缆相连应当刺激该

国的宽带市场。

移动业务：佛得角有两家移动运营商，传

统佛得角电信公司的移动部门佛得角Móvel和安

哥拉移动运营商所有的UNITEL。UNITEL在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也有业务。两家运营商都已推出3G业
务。在就提供长期演进（LTE）业务进行公众咨询

之后，尽管电视广播从模拟到数字的切换尚未完

成，但因为目前国家电视台播出只用一个频道，

预计800 MHz频段将可用于LTE 业务。

固定业务：佛得角的固定业务提供商是葡

萄牙电信公司（PT）旗下的子公司佛得角电信

公司。巴西运营商Oi公司曾持有该公司40%的股

份，但在2016年9月宣布出售这些股份。佛得角

电信集团提供固定电话，互联网服务和IP电视。

固定宽带连接主要通过非对称用户线（ADSL）。

有一家小型互联网供应商Cabocom在萨尔岛提供

Wi-Fi服务。佛得角电信公司经营一条岛际海底光

缆，这是一条连接所有岛屿的环型光缆。Atlantis-
II是佛得角与海底光缆的首次连接，由巴西

Embratel公司在2000年开始铺设，长达12 000公
里，通过葡萄牙，经塞内加尔，佛得角和加那利

群岛，将巴西与欧洲相连。最近，佛得角电信公

司对西非海缆系统（WACS）进行投资。这个系统

在2012年5月开始运营，将14个非洲西海岸国家与

葡萄牙和英国相连。

政府政策：国家电信署ANAC是佛得角负责

电信，互联网服务和广播的监管机构。佛得角的

电信业在2005年开放，其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的举措来改善ICT的促动政策和监管环境。2012
年，ANAC认为佛得角电信公司有强大的市场力

量，便对这家运营商附加了若干义务，特别要求

佛得角电信以规定价格提供批发服务，并允许其

它运营商使用其设施。2015年11月，佛得角部长

议会通过了国家宽带战略，战略的目标是增加连

通性，促进公私合作，把资源重点用于全国转型

议程（海洋，航空导航，金融服务和ICT）以及扩

大数字学习项目。按照此项战略的设想，将建立

一个实体来监督进展，并建立一个跨领域的协调

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佛得角的宽带

计划有确定的实施时间框架，将于2018年年底结

束。

结论：佛得角政府为改善国家的连通性和

ICT应用所做的坚持不懈和前瞻性的努力得到了回

报，该国宽带采用率相对比较高，政府广泛使用

ICT，当地上网服务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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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得角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1.9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2.1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9.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1.1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7.2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8.1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9.3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7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38.7 4.2

-2 至 10 Mbit/s -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0.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是内陆国家，最近因政治制度不

稳定，在宽带网络和跨境海底电缆方面的投资很

有限。虽然有这些挑战，该国的移动市场却始终

是一个亮点，保持了合理的竞争水平。

移动业务：中非共和国有四家移动运营

商：2005年开始运营的MOOV是摩洛哥电信公司

的子公司；TELECEL是市场上最老的运营商，从

1996年开始运营，是总部在南非的ECONET无线

公司的子公司；2004年开始运营的AZUR归一家刚

果私有集团所有；最后进入市场的Orange公司从

2007年开始营业，是法国Orange公司的子公司。

中非共和国自2013起就局势不稳，限制了投资和

覆盖的扩展，因此尽管运营商为数相对较多，但

是移动业务的普及率低下。Orange公司是2013年
最早推出3G业务的运营商，覆盖主要限制在城市

地区。缺少电网和国家骨干网设施使移动网络的

扩建变得更有挑战性。

固定业务：中非电信公司（SOCATEL）是

老牌运营商，1990年实现部分私有化，40%的

股份出售给法国电信公司（2013年改为新品牌

Orange ） 。SOCATEL正面临来自移动运营商的

竞争，并因为公司的固定电话用户群有限而受到

进一步制约，它的固话用户只有几千名，而且集

中在城市地区。尽管有一些固定无线宽带运营商

提供使用全球互通微波存取（WiMAX）技术的

业务，大多数宽带互联网接入还是通过移动运营

商。作为内陆国家，中非共和国不能直接通往海

底光缆的国际互联网容量，因此发展国家骨干网

变得至关紧要。世界银行的中非骨干网（CAB）
项目为建设一个可以进行多个跨境连接的光缆骨

干网提供支持。此外，中非共和国被视为一个潜

在的重要电缆过境点，连接非洲东西海岸。但

是，该国迟迟不愿结束SOCATEL对国际门户的垄

断，加之体制环境不稳定，致使世界银行取消了

这个项目。中非继续依赖昂贵的卫星连接来提供

国内大部分的国际互联网宽带，限制了投资并导

致互联网资费居高不下。

政府政策：负责新技术的邮电部负责电信业

的监督。2007年电信管理法是管理该行业的主要

立法，但在2017年10月又采纳了一项电子通信法

草案。电信管理署成为行业监管机构，被赋予执

行2007年电信法的使命。但随着新法的通过，该

署将被电子通信和邮政管理局取代。

结论：中非共和国面临体制环境不稳定等

严峻挑战。这个内陆国家建设一个公开接入的国

家骨干网便可以使用邻国海底电缆基于成本的容

量，但是上述挑战限制了可用于这项建设的支

持，从而导致在基础设施和业务供应中部署宽带

接入也受到制约。尽管有这些不利条件，中非有

一个竞争移动市场。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35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国

别
概
况

中非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04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25.2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30.1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9.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3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6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
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4.9 38.7 4.2

-2 至 10 Mbit/s 15.1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乍得

乍得是内陆国家，需要接入邻国的国际互联

网容量，扩建国家光纤骨干网因此成为国家最高

优先项目。

移动业务：乍得有三家移动运营商：TIGO
是一家总部位于卢森堡的移动集团MILLICOM的

子公司；AIRTEL是印度移动集团的子公司；Salam
是老牌国有企业乍得电信公司（SOTEL）的移动

部门。2015年，乍得有59%的家庭拥有移动电

话，城乡差距很大（城市家庭85%，农村地区

52%）。124 乍得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农村地区覆

盖有限，另一个挑战是使用移动服务的税负相

对较高，降低了可负担性。移动宽带相对近期

才部署。AIRTEL和TIGO两家公司都在2014年推出

了3G业务，TIGO则在2014年同期推出了长期演

进（LTE），这是MILLICOM公司在非洲的首次运

作。

固定业务：SOTEL是唯一一家使用铜线和码

分多址（CDMA）无线地方环线的固定电话业务

提供商。由于移动业务深受欢迎，固定电话连接

在持续下降。固定宽带连接相当有限，大部分固

定宽带连接都是基于固定无线技术，由几家运营

商提供。乍得是一个内陆国家，需要依赖邻国的

骨干网连接接入海底光缆。2012年，乍得建成

了一个沿着石油管道通往喀麦隆的光纤骨干网，

尽管合约容量仍然很少。世界银行赞助的中非骨

干网（CAB）项目将连接乍得和邻国。非洲开发

银行正在赞助泛撒哈拉光纤骨干网项目的建设，

沿泛撒哈拉高速公路铺设光缆，通过尼日尔连接

乍得和阿尔及利亚，也将乍得和尼日利亚连接起

来。同时，乍得在国际互联网宽带接入上仍有相

当一部分继续依靠卫星。

政府政策：乍得邮政和新信息技术部负责电

信业的政策，监督负责信息通信技术（ICT）不同

方面的国家机构。该部为发展ICT制定的行动计

划有七个战略轴心：(a) 发展基础设施，重点发

展国家骨干网；(b) 将ICT用于减少贫困；(c) 加强

法律和监管框架；(d) 内容开发；(e) 加强人类能

力；(f) 电子政府；以及 (g) 提高弱势群体获得ICT
的机会。乍得政府过去屡次尝试将SOTEL私有化未

果，现在仍在考虑这样做。行业主要立法是2014
年电子通信和邮政活动法。在通过新的电信法之

后，电子通信和邮政管理局取代了以前的乍得电

信监管办事处。

结论：这个内陆国家面临的挑战是把接入扩

大到农村地区。海底光缆增加了选择。建立由多

条跨境连接的国家骨干网是乍得政府规划中的项

目，这些项目应当有利于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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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1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38.3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2.6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26.6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6.6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5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3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4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1.1 38.7 4.2

-2 至 10 Mbit/s 14.9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4.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智利

智利的电信业非常发达，支持竞争，推动创

新和投资。移动业务日益受到欢迎，价格远远低

于平均水平。2010年初，智利发生地震，暴露出

有相当一部份人口还没有得到移动业务。特别是

在此之后，智利一直在集中力量加强基础设施的

建设。

移动业务：Movistar、Entel和Claro这三家移

动运营商分享了几乎整个智利的移动市场。125 头
两家直接竞争领先地位，但市场上竞争在不断加

剧，不仅因为有Claro的存在，还因为有小型移

动虚拟网络运营商（MVNOS）进入市场，比如

Falabella Movil、Virgin Mobile和Wom等公司。126 
2016年9月以来，竞争环境受到移动号码携带规

定和多式号码携带的推动。智利的移动宽带市场

也很发达，三家主要的运营商都从2014年起便提

供长期演进（LTE），这项业务的人口覆盖率在

稳步增长。2016年，政府把700 MHz频段提供给

运营商使用。此后，Entel进行推出700 MHz LTE网
络的工作，在2017年初完成，使这家公司的LET-
Advanced业务得以提供更好更快的连接。127 智利

得益于互联网移动连接，这个国家互联网使用人

数的比例非常高。

固定业务：智利不断衰退的固线市场给日益

成功的移动市场腾出了空间。固定宽带业务有一

个竞争市场，主要有Movistar、VTR和Claro三家提

供商。智利固定宽带的普及率尽管低于地区平均

水平，但是一直在持续上升，固定宽带的速度比

平均水平高很多，用便宜的价格便可得到。128

政府政策：智利电信业由电信副国务卿

（Subtel）监管，Subtel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竞争，

比如争取在2016年年底引入多式号码便携。129 
Subtel还致力于加强ICT技术的易得性，缩小数字

差异，促进创新和投资。为达到这些目标，Subtel
遵循2013-2020年智利数字设想议程。这项议程

在数字教育，业务采用和易得性方面都制定了目

标。130 智利政府还就发展ICT基础设施拟定了一项

国家计划，即国家基础设施计划，对公私部门的

合作给予高度重视。131

结论：智利电信业发达，特别是在固定和移

动宽带领域，还有相当的成长空间。智利努力建

设基础设施以扩大业务范围，提高质量。智利政

府也在努力教育人民，弥合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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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7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7.5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8.2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8.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2.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0.2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7.5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0.7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6.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9 6.6 4.2

-2 至 10 Mbit/s 26.4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1.7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中国

就移动、固定电话、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签

约用户数量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

也是ICT产品的主要出口国。

移动业务：中国有三大移动运营商 – 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 以及40多家转售服务

提供商。2009年推出3G移动网络，但各大运营商

使用不同的系统（CDMA2000、WCDMA和中国开

发的TD-SCDMA）。自2013年以来，运营商一直大

力推广使用LTE服务。截至2017年底，LTE签约用

户达到9.97亿，LTE基站数量接近330万。132 运营

商正在试验5G技术，计划到2020年实现商用。移

动网络无处不在，由于服务价格低，便宜手机方

便获取，接入率很高。

固定业务：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均为老牌

固定电话运营商。移动市场的三大运营商也是固

定业务的领头羊。运营商正在紧锣密鼓地采取措

施，以推进电信网络和服务朝着更快、更实惠的

方向发展。到2017年底，光纤网络覆盖了中国

所有城市，普及率达84%。133 国家骨干网覆盖广

泛，光缆长度近3 700万公里。中国东海岸有6个
海底电缆登陆站，与15个现有或计划中的区域和

洲际系统连接。中国还与周边国家拥有地面系统

连接，共有三个国际互联网交换点投入运行。

政府政策：2008年，政府通过合并重组电信

行业，形成三个规模相当的全国电信运营商以开

展有效竞争。所有这些运营商都已公开上市。工

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该行业的政策和监管。从2015
年到2017年，中国继续推行加快电信网络建设、

使服务价格更可承受的政策。该国的宽带基础设

施由此升级。宽带连接速度显著提高，价格持续

下降，促进了各类应用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

中国完善了普遍电信服务的补偿机制。2015年至

2017年，134 在国家财政基金的引导下，企业投资

超过62亿美元，为13万个行政村的光纤建设提供

了支持，覆盖了全国95%的行政村。普遍服务的

实施有效克服了中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真正

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应用的发展。

结论：政府主导、私营部门运营和大型ICT制
造基地的结合，促使中国电信迅速发展，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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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3.7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4.6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3.6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4.3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5.0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9.6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7.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0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2.4 4.2

-2 至 10 Mbit/s 3.2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6.6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网络有了长足的发展，ICT应用大

幅提升，其水平可与世界类似国家相媲美。移动

宽带应用发展迅速，但仍有增长潜力。政府为推

动经济数字化、促进竞争、提高电信市场的质量

做出了巨大努力。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由三大运营商主导，

即Claro，Movistar和Tigo。2017年年底，三家运

营商共占有90%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其他运

营商，特别是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MVNOs）的

进入，竞争开始白热化。近年来，随着话音加载

数据业务日益受到青睐，移动互联网走势强劲。

由于移动宽带普及率仍低于移动蜂窝通信，移动

业务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另外，移动业务作

为解决固定通信基础设施不足的方案，特别是在

偏远地区颇受欢迎。135 目前该国正在准备对700 
MHz频率进行拍卖，预计此举将有利于改善该行

业的竞争和服务质量。

固定业务：Claro是固定市场的主要运营商，

市场份额超过30%。过去几年，固定电话用户基

本保持稳定，部分原因是哥伦比亚固定业务捆绑

的增长。136 然而，尽管许多套餐提供不限时通

话，但是固定话务的分钟数正在减少。该国固定

宽带业务，主要是10 Mbit/s以上速度的订购呈增

长趋势。就技术而言，有线和光纤的速度更高，

因而正在逐步取代xDSL；截至2017年，电缆和光

纤的市场份额已达11%。137 光纤接入的增长部分

原因是国家光纤项目（Proyecto Nacional de Fibra 
Óptica）使全国更多的城市获得了光纤接入。

政府政策：哥伦比亚监管机构，通信管理

委员会一直在两个主要方面开展工作：一，努力

了解ICT行业的新的机理和商业模式，更好地开

展监管并为国家政府其他机构提供建议和指导；

二，采取措施营造一个有利于投资的环境，进一

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

支撑。138 就公共政策而言，信息通信技术部出台

的2015-2018数字生活计划（Plan Vive Digital para 
la Gente 2015-2018），提高了家庭和企业的网络

连接和ICT的应用。它还采取措施引导国家建设“

数字经济”的努力，鼓励开发有社会影响力的应

用，加大政府对ICT高效透明的支持力度。139

结论：由于公共和私营行业的共同努力，哥

伦比亚在ICT普及和应用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拉美国

家中是令人瞩目的。如今，该国电信基础设施完

备，ICT行业得到整合，数字型创业者的基础不断

扩大，数字政府战略在国际上受到肯定。另外，

政府正在努力营造鼓励ICT行业竞争和投资的监管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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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2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6.8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8.8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6.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2.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4.3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0.0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57.1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2.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5 6.6 4.2

-2 至 10 Mbit/s 69.1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6.4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科摩罗

在过去五年中，科摩罗在信息通信技术

（ICT）领域见证了巨大发展，但是该国的固定

和宽带普及率仍然是地区最低的之一，价格昂

贵，可负担性差。ICT领域目前有两家运营商在

相互竞争，正在开始朝前发展，预计价格将随着

3G和LTE业务的推出而降低。

移动业务：科摩罗蜂窝移动普及率在阿拉

伯国家当中和全球都远在平均水平之下，移动宽

带普及率也是同样状况。这种状况主要归咎于在

2015年之前一直缺乏竞争。到2015年，国家ICT监
管局（ANRTIC）向Telco SA公司颁发了为期15年的

牌照，从而解除了现有科摩罗电信公司（CT）的

长期垄断。Telco SA是一个由马达加斯加Telma公
司，SOFIMA公司和NJJ资本公司组成的财团，以

Telma公司的名称运营。科摩罗电信公司通过其移

动部门Huri公司经营移动业务，2003年推出了全

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网络。Telma公司已在科

摩罗推出了商用移动语音，3G和长期演进（LTE）
数据业务。到2016年底，Telma公司在首都莫罗尼

和全国各地推出了50个基站（所有基站都有LTE功
能），覆盖超过60%的人口，提供各种3G/LTE数
据资费。

固定业务：在阿拉伯国家中和与全球相比，

科摩罗固定宽带的普及水平低，价格高。与移动

市场相似，在ANRTIC向Telco SA颁发第二张牌照之

前，科摩罗电信公司是该国唯一的固线运营商。

牌照的有效期为15年，允许Telma向公众提供全

费固定和移动（2G，3G，LTE）业务。但是直到

2017年，Telma公司仍尚未部署一个固定网络。

政府政策：科摩罗总统在2004年发布了

一项改革电信业的法令。科摩罗政府也宣布

计划，将国家邮政通信运营商SNPT的电信功

能分离出来，另成立一家新公司科摩罗电信

（Comtel ） 。ANRTIC是根据2009年第065号法令

建立的政府机构，负责确保在全国疆域实施ICT领
域的政策和管理该行业的法律，旨在促动营造运

营商之间健康公平、无歧视的竞争环境，管理频

谱，控制关税成本和服务质量，努力实现普遍接

入和服务的政策。这个行动是为国家公共电信运

营商（PTO）实现私有化准备市场的更大计划的

一部份。2013年1月，科摩罗政府通过国际拍卖

启动了科摩罗电信公司的私有化。这家运营商的

私有化是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之一。2013年
7月，根据地13-86/PR号法令成立了一家基础设施

公司科摩罗电缆。科摩罗电缆公司的主要作用是

管理和促销国际光缆东非海底电缆系统（EASSY）
以及今后的其它电缆。继第二家电信运营商Telco 
SA公司获得牌照之后，市场在2015年实现自由

化。世界银行通过区域性通信基础设施项目支持

科摩罗在提高连通性，降低国际容量价格，延展

宽带网络的地理覆盖范围等方面的努力。140

结论：政府在过去十年中所作的努力使科摩

罗ICT的地位得到改善。科摩罗与世界银行合作，

已制定了一项发展政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是

通过向更多的运营商发放牌照以及引入移动和固

定宽带业务来加强ICT领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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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罗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1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4.9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7.8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9.8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3.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5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2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6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7.4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1.9 30.7 4.2

-2 至 10 Mbit/s 16.5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6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在人口上是非洲第四大国家，该国有一

个庞大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市场尚待开发。

扩大接入范围将取决于政局的稳定，以及政府和

运营商将最后一英里的接入和骨干网深入到农村

地区的决心。

移动业务：继产业整合和一些公司退出之

后，到2016年底，刚果有四家持有全国性牌照的

移动运营商活跃在市场：南非移动集团Vodacom
属下的子公司Vodacom DRC；法国电信集团

Orange属下的子公司Orange DRC（Orange在2016
年购买了TIGO公司的运营业务）；印度移动集团

Bharti Airtel属下的子公司AIRTEL DRC；以及一家

黎巴嫩所有的移动集团Africell控股公司属下的子

公司AFRICELL DRC。正如接入统计数字所反映的

情况，移动业务的覆盖仍很有限。2014年，刚果

39%的家庭有移动电话，城（79%）乡（21%）地

区差距很大。141 所有的运营商都已推出3G业务，

现正在等待政府出售长期演进（LTE）牌照，这

取决于在向数字广播的转换中所释出的频率。迄

今为止，移动宽带是刚果最流行的互联网接入方

式。

固定业务：根据2008年7月8日颁布的第

08/007号法规，刚果将刚果邮电办事处改变为商

业化公司，国有刚果邮电公司（SCPT）便是这一

变革的结果。该公司主要集中经营批发骨干网和

邮政业务，不提供固定电话业务。有几家主要使

用固定无线接入的公司提供宽带。使用光纤的固

定宽带主要用于商家。SCPT经营一个全国性的骨

干网，有长达约4 000公里的光缆连接全国大约45
个站点。因与西非海缆系统（WACS）的一条海缆

相连，刚果国际带宽的前景有所改善。2012年推

出了一个互联网交换点（IXP），现由刚果ISP协会

管理。这个交换点位于金沙萨，有11个成员。

政府政策：刚果邮电，新信息技术与通信

部负责电信业。2002年电信法是有关该行业的立

法。刚果邮电监管局是行业的监管机构。

结论：无线是这个内陆国家主要的接入方

式。海缆的到来促动了全国骨干网的扩建，这将

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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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3.4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6.2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6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1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2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0.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0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0.9 38.7 4.2

-2 至 10 Mbit/s 12.7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6.4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刚果（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历史上依赖石油，信息通信技

术（ICT）被认为是使国家经济多样化的一个机

会。

移动业务：刚果共和国有三家移动运营商：

印度移动集团所有的AIRTEL公司，南非移动集

团的子公司MTN和当地投资人所有的私营公司

AZUR。刚果共和国移动业务的普及率在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相对较高，2014-2015年多指标类集调

查发现，该国89%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142 2011
年推出了3G，移动宽带增长迅速。MTN公司在

2016年推出了一个长期演进（LTE）网络。

固定业务：刚果电信公司是国有传统运营

商，全国只有这家公司提供固定电话业务。固定

宽带可以通过刚果电信公司的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使用。刚果电信公司也和几家互联网业

务提供商一样提供固定无线业务。光纤连接主要

提供给企业使用。刚果共和国政府正在中国的援

助下实施数项骨干网建设项目。国家覆盖计划旨

在向全国扩大光纤连通性，某些光纤段使用国家

电力公司的现有光缆。这个计划是世界银行中非

骨干网（CAB）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在把光

缆的线路延展到刚果共和国邻国的边界。2012年
随着西非海缆系统（WACS）开通，刚果共和国与

属于本国的第一条海缆相连。

政府政策：邮电部负责监督电信业。刚果共

和国对电信业虽然没有特定的政策，但是有一些

行动计划，多数是关于全国骨干网的连通性和机

构强化。邮政和电子通信监管局（ARPCE）是行

业的监管机构。电信业的相关立法是关于监管电

子通信行业的2009年第9号法律。ARPCE除了履行

行业监管职能外，还协调管理国家代码最高域名

（. cg），各项不同的光纤骨干网计划以及建立一

个互联网交换点。

结论：这个中非国家期待着从较高水平的基

本移动连通迈向更加全面接受ICT的潜力。该国第

一条海缆的登陆为ICT高速服务与应用创造了新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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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3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6.1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7.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7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7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4.0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1.6 38.7 4.2

-2 至 10 Mbit/s 22.3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6.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的电信行业是在2008年开始

竞争的，从而结束了哥斯达黎加国家电信公司

（ICE）的垄断。该公司还运行着全国的电力市

场。政府拥有的老牌公司为ICT服务的接入提供

补贴，因为这些服务一直被看作国家发展的组成

部分。开始自由化后，市场呈现显著增长并吸引

了外国投资者。

移动业务：移动业务于2011年开放竞争。

运营商将服务和覆盖扩大到欠服务地区，移动

业务迅速达到区域和全球水平。目前，包括

ICE、Movistar和Claro在内的三家主要运营商

均提供宽带业务。另有两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

商（MVNO）。移动业务引入新的竞争者，意

味着覆盖的扩大、接入、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

价格的激烈竞争。2017年7月，电信监管机构

SUTEL对1 800 MHz频段中的四个2x5 MHz频率块

和1 900/2 100 MHz频段中的三个2x5 MHz频率块

进行了拍卖。结果，Telefonica获得四个2x5频率

块，Claro获得三个2x5 MHz频率块。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完全是由ICE提供的，

由于当前移动或VoIP对这类业务的取代趋势造成

其收入显著下降。固定宽带业务发展缓慢，但普

及率却逐步提高，部分原因是，市场自由化后服

务价格更可承受。混合的光纤同轴（HFC）（固

定技术）和WiMax（无线技术）是使用最多的技

术。多数城市地区得到服务。仍需克服的挑战是

改进基础设施以便通达更偏远的地区，并提供更

高带宽。

政府政策：在2008年市场开放后，政府通

过发挥行业监管机构和竞争管理机构的作用对电

信行业予以监督，从而确保所有市场力量具有公

平的竞争环境以进一步促进竞争。随着哥斯达黎

加电信市场竞争的加剧，零售固定互联网业务和

其他市场上的批发业务也于2016年12月宣布开

放竞争。2017年9月，移动市场宣布开始竞争。

本着加强普遍服务的目标并根据第8642号通用电

信法，政府创建了国家电信基金（FONATEL）。

除其他来源外，基金主要源自运营商的缴费和罚

款。FONATEL涉足不同方面，从为学校提供互联

网服务，到促进弱势群体的接入以及加强偏远城

镇对服务的获取。最近，政府推出了CRDigit@I这

项由FONATEL资助的国家战略。该战略旨在弥合

该国的数字鸿沟。

结论：哥斯达黎加的移动市场正在蓬勃发

展，LTE覆盖将进一步提高，带宽也将加大。固定

宽带业务仍需基础设施投资和进一步发展。政府

参与了ICT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基础设施到人员培

训，为市场各方促进并保障竞争和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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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2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80.2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6.6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7.3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2.2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1.6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1.0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8.6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2.7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5.2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7.4 6.6 4.2

-2 至 10 Mbit/s 63.8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8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科特迪瓦

此西非国家希望通过推广作为经济发展主要

动力的ICT弥补多年国内冲突造成的损失。

移动业务：经过行业整合和退出，目前蓬勃

发展的移动运营商共有三家，每家都有不同的外

国战略伙伴：(a) Orange（与法国Orange）、(b) 
MTN（与南非MTN）以及 (c) MOOV（与摩洛哥电

信）。2015年，GSM也得到广泛覆盖，80%的家

庭拥有移动电话。143 继2012年3G推出和所有运营

商在2015年获得许可推出LTE之后，移动宽带日趋

普及。移动货币大获成功，使用移动货币的成人

超过30%，成为西部非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固定业务：CI-Telecom是一家老牌公司，

在被Orange收购后重塑品牌。该公司使用铜线

提供固网电话服务。MTN亦使用LTE-TDD提供

固定电话服务。Orange公司的ADSL固定宽带自

降价和将最高速率提升至每秒10兆比后迅速增

长。Orange还提供速率可达每秒150兆比的光纤

连接。另有其他四家固定宽带ISP使用固定无线

CDMA、WiMAX、LTE和特小孔径终端（VSAT）
提供服务并利用光纤提供宽带。国家光纤骨干网

项目于2012年随国家宽带网络项目诞生。该项目

部分资金来自普遍服务基金。中国和法国承包商

负责建设。一旦完成（预计2018年），该网将在

电信运营商提供的15 000公里光纤的基础上增加

7 000公里。长期以来，该国一直与SAT-3/WASC海
底光缆连接。ACE和WACS的面世提升了国际互联

网带宽容量并降低了批发价格。随着新光缆项目

在2017年底的登陆，科特迪瓦希望利用光缆的优

势将自身打造为区域互联网中心。科特迪瓦IXP诞
生于2013年，拥有8个成员，其中包括所有移动运

营商和领先的ISP。

政府政策：通信、数字经济和邮政部负责

行业监管。数字经济在国家发展计划中占据显著

地位，其目标是在2020年将该国发展成为新兴国

家。ICT战略包括 (a) 充分的监管、(b) 利用本地内

容提供丰富的宽带和服务、(c) 在公民和公共管理

部门中普及ICT工具和服务、(d) 增加新的活动、

创新并创造就业以及 (e) 发展国家ICT专业技能。

该战略呼吁在2020年前实现移动电话业务接近

100%的人口覆盖、90%的互联网人口覆盖和50%
的宽带普及率。科特迪瓦电信监管框架遵从有关

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的2012年法令。电信/ICT国
家管理局是负责邮政和电信的独立行业管理机构

并负责管理国家代码顶级域名、安全、数据保

护、计算机应急响应团队（CIRT）和IXP。

结论：自内战结束后，政府竭尽全力加速ICT
的发展。一方面该国希望重获以往作为区域ICT中
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希望借助ICT实现国家发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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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3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0.7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3.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7.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3.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6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3.5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9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6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5.5 38.7 4.2

-2 至 10 Mbit/s 31.7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8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的信通技术普及率在所有巴尔干国

家中名列前茅，接近欧洲平均水平。对电信基础

设施的投资仍在继续，对超高速宽带基础设施的

投资也在增加。

移动业务：三家移动运营商在克罗地

亚提供服务。HT是市场领导者（移动蜂窝签

约用户数量），市场份额为46.4%，2017年
底，VIPnet（35.3%）和tele 2（18.3%）紧随其

后。144 所有移动运营商都部署了LTE网络。LTE几
乎覆盖全部人口，因此远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与其他巴尔干国家相比，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普

及率很高，接近欧洲平均水平。2017年，克罗地

亚的移动运营商在移动网络上投资了近1.15亿美

元。

固定业务：克罗地亚拥有普遍发达的电信基

础设施。市场由德国电信拥有的老牌运营商 
HT主导。截至2017年底，HT在固定线路市场（按

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量计算）中占有54.9%的市场

份额，145 与其控制下的Iskon Internet和Optima  
Telekom运营商一起占市场份额78.1%。 
最大的替代固网运营商是VIPnet，该公司在

2017年收购了另一家替代运营商Metronet 
telekomunikacije。2017年底，HT及其控制下的运

营商在固定宽带市场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约

70%）。2017年，运营商在固定网络上投资了约

2.85亿美元。2017年对超高速宽带基础设施的投

资远高于前五年，发布了70多个新的光纤接入网

络，其中大部分是由VIPnet和HT发布的。146 

政府政策：克罗地亚共和国2016-2020年宽

带发展战略符合欧洲数字议程（到2020年，30兆
比特/秒达100%覆盖和100兆比特/秒采用率达 
50%，承认发展速度超过30兆比特/秒的宽带互联

网接入基础设施和服务符合国家利益，也是现代

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与此同时，该战略强

调需要确保提供速度超过100兆比特/秒的宽带接

入，以便宽带基础设施的发展适应应用和服务的

发展。HAKOM开发并更新了一个中央地图工具 – 
交互式地理信息系统门户。它提供了关于宽带接

入可用性的信息、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综合计划以

及有关部署意向和带宽速度的出版物。147 国家宽

带融资手段包括以下方案：

• 国家框架方案，作为一个国家（伞式）宽带

国家援助计划推动在缺乏商业投资兴趣的地

区发展宽带基础设施：

• 《宽带回程基础设施国家方案》，涵盖白区

（即网络部署不盈利的地区）下一代网络回

程部分的国家援助措施，旨在发展国家下一

代网络宽带回程。

结论：克罗地亚拥有发达的电信基础设施，

同时对其现代化的投资仍在继续。2017年，克罗

地亚运营商投资约4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了约

5%。ICT家庭普及率相对较高，使用互联网的人数

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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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3.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3.0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9.7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3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3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7.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4.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6.5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5.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6.2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4 0.6 4.2

-2 至 10 Mbit/s 32.4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5.2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古巴

古巴尽管资金匮乏，技术力量不足，电信行

业则一直呈积极发展态势。国家宽带发展计划包

含现代化和能力的增长，从而可以更广泛的覆盖

并在更大范围内提供多种新的服务，同时提高质

量标准和价格可承受性。古巴的基本电信服务完

全是由古巴电信公司（ETECSA）提供的。古巴

政府通过法令为该公司提供了特许经营权。

移动业务：移动电话是古巴发展速度最快

的电信业务，每年增长超过80万线。正在投资进

行的移动基础设施现代化将为用户数量的增长和

服务的增加提供支持，例如，3G网络正在部署之

中，哈瓦那和15个省会城市已提供了3G服务。148

固定业务：过去几年固定业务增长有限，但

呈积极态势。此外，目前进行的投资旨在提高现

有业务（如固定电话）的质量并将这些业务扩大

到其他地区，如互联网接入。

政府政策：2017年，古巴更新了信息社会政

策，再次表达该国希望加强能力建设并使电信（

包括互联网）更具价格可承受性的意愿，将此作

为该国实现可持续人力发展、文化和保护、价值

推广和传播的资源。

结论：一方面电信行业需要更高的投入，另

一方面古巴近年来的ICT服务也得到了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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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1.7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0.2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7.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9.1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4.3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7.7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0.6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7.6 6.6 4.2

-2 至 10 Mbit/s 11.0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4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电信市场主要由塞浦路斯电信管理

局（Cyta）主导。移动蜂窝服务价格十分低廉，

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的普及率高于欧洲平均水

平。

移动服务：塞浦路斯有三个移动网络运营商

和一个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现有的运营商Cyta
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约54%）；第二大运营商

MTN，市场份额为35%；Primetel公司以9%的市场

份额位居第三。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Cablenet的
市场份额最小，不到1%。149 该国为加入欧盟开

始引入竞争，MTN于2004年开始提供服务。2011
年，PrimeTel开始作为MVNO提供服务，并于

2015年3月成为完全的MNO与Cyta和MTN开展竞

争。2015年在城市中心推出LTE服务；3G网络更为

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人口（国际电信法，2016
年）。

固定服务：Cyta提供从语音到数据、从

固定到移动的多种电信服务，在市场上占据主

导地位，市场份额达57%。150 固定宽带业务价

格低廉，普及率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DSL是
岛上最受欢迎的宽带技术，但提供商正面临来

自Cablenet（Cyta，2011年）的日益激烈的竞

争。Cablenet是塞浦路斯唯一一家有线互联网提

供商，在2016年被马耳他的GO收购。151 该公司

通过大举投资，于2017年将业务扩展至塞浦路

斯85.1%的家庭，市场份额达到20%。Primetel公
司是塞浦路斯第三大电信运营商，市场份额达

15% ；MTN是第四大电信运营商，所占份额约为

6%。

政府政策：塞浦路斯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

国。在加入欧盟前后，政府按照欧盟法律对政策

进行调整。就电信市场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就

是市场开放。此外还采纳了以竞争和使用者权益

为核心的欧盟电信监管体系。2012年政府批准了

塞浦路斯数字化战略。根据市场化原则，政府只

有当私有投资无法改善ICT获取时才能进行干预。

政府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鼓励在FTTx和LTE技术

领域开展投资。2016年出台塞浦路斯2016-2020宽
带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前实现30 Mbit/s宽带服

务的全民覆盖，100 Mbit/s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

50%。152

结论：十年来，塞浦路斯电信市场从市场结

构到服务类型都发生了重变。国家政府正在努力

践行提高竞争，鼓励ICT基础设施投资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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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7.3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8.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6.4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6.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7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5.9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9.4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9.0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4.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03 0.6 4.2

-2 至 10 Mbit/s 41.59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8.38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拥有一个健全的ICT市场，普及

率较高。具有竞争力的电信市场在过去几十年

间，不论是在欧洲范围内，还是在本国，都经历

了多次重大并购。 

移动业务：捷克共和国的移动蜂窝和移动

宽带业务都有较高的普及率，几乎达到欧洲平均

值。这些服务不仅价格低廉，而且3G和LTE信号几

乎覆盖所有人口。在结束共产主义统治后，捷克

电信市场吸引到多家知名运营商的投资，德国电

信、O2和沃达丰均在这仅有1 000万人口的小小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2007年U:fon获得了第

四张许可证。153 为进一步加强竞争，移动虚拟网

络运营商（MVNO）于2012年允许进入市场并自

2017年起获得LTE接入。154 LTE频谱于2013年首次

向T-Mobile、O2和沃达丰拍卖，各家均平等地获

得800 MHz频谱。凭此许可证，各运营商必须覆

盖服务欠缺地区并允许MVNO接入LTE网络。155 最
近结束的3.6-3.8 GHz频段的拍卖被视作走向5G部
署时代的重要一步。156

固定业务：在市场中占有领先地位并作为

固定市场老牌运营商的捷克共和国O2于2013年
出售给PPF集团。这项收购标志着一家泛欧提供

商所有权向本地投资公司的转换。O2分为两个不

同部分：捷克共和国O2作为零售服务提供商，而

CETIN则作为批发网络运营商。捷克共和国的固定

宽带普及率与邻国相比较高，接近欧洲平均值。

捷克共和国拥有欧盟固定宽带市场中非主导运营

商的最高市场份额之一，市场竞争主要基于基础

设施。DSL连接约占所有签约用户的三分之一并呈

下降趋势。无线本地环路和有线电视是该国最主

要的非DSL宽带技术。

政府政策：捷克电信办公室（CTU）成立于

1993年，继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为捷克共和国

和斯洛文尼亚两个主权国家后，电信市场自2000
年拉开自由化序幕。捷克共和国于2004年加入欧

盟，对ICT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由化和竞争得

到加强，规则措施与欧洲框架统一起来。作为欧

盟数字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捷克共和国制定了

有关宽带发展的宏伟目标，国家宽带战略 – 数字

捷克共和国（2.0版）于2013年获得通过。该战略

决心在2020年前为所有居民提供至少每秒30兆比

的宽带接入并为50%的家庭提供每秒100兆比的接

入。201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战略 – 下一代网络国

家发展计划（NPRSNG）。157 政府于2015年6月通

过的无线电频谱管理战略对于发展高速移动宽带

尤为重要（捷克电信办公室，2015年）。

结论：互联网使用高度普及，捷克共和国多

数人都已上网。捷克共和国通过国家宽带战略凸

显进一步推动ICT发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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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5.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9.0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1.9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8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8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8.7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6.3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7.2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9.3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3 0.6 4.2

-2 至 10 Mbit/s 16.7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3.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丹麦

丹麦拥有全球最开放和最具竞争力的、极其

先进的电信市场。固定和移动普及率很高，价格

却非常便宜。

移动业务：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业务均具

有极高的普及率。丹麦两项业务的普及率水平

都超过欧洲平均值，移动宽带普及率已达世界

最高水平之一。丹麦的移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提供价格极为优惠的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套餐。

老牌运营商TDC一直占据最高市场份额，但与位

居第二的Telenor难分伯仲。位于两家之后的是

TeliaSonera和Hi3G。所有四家运营商均提供移动

宽带业务，其中Telenor和TeliaSonera已就共享

2G、3G和LTE网络达成协议，以加强其与TDC的对

抗地位。158

固定业务：丹麦拥有普遍和高度领先的固定

宽带基础设施。普及率远远超过欧洲平均水平，

但固定宽带业务价格却非常低廉。宽带接入主要

是通过有线和DSL提供的。利用循序渐进的监管措

施，光纤和其他固定网络不断普及。TDC是最大

的固定宽带提供商，市场份额略超50%并呈下降

趋势。其他多家提供商也活跃在这个市场上。159

在丹麦，移动取代固定已成为强劲的趋势，导致

固定电话签约用户在过去几年内显著下降（国际

电联，2015年）。

政府政策：丹麦于1996年7月开放其电信市

场，开始全面竞争，比欧盟全面竞争法案所要求

的1998年的截止日期提前18个月，领先于许多

其他欧盟成员。该市场是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对外国公司不设准入门槛或限制。因此，伴随该

国早期开始的自由化，丹麦吸引了大量运营商

进入其电信市场（OECD，2000年）。丹麦政府

宣布，该国的每户人家和每个企业都应在2020
年前实现下载速率至少达到100 Mbit/s的宽带连

接。2016-2020年数字战略 – “更加强大和安全的

数字丹麦”重申为实现上述目标加强技术中立手

段并为宽带发展和投资创造条件。监管机构将为

无线宽带提供更多频谱。对高速基础设施的不断

投资将源于私营运营商。公共资金将用于欠服务

地区，举例而言，通过筹集宽带资金直接为带宽

不足的家庭联合体、企业和村庄提供服务。160 此

外，2016年，丹麦政府为建立宽带接入的个人家

庭做出了减税规定。161

结论：丹麦继续通过为ICT的投资和使用维护

竞争环境和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保持其在ICT发
展中的前沿地位。丹麦多数人均已上网，ICT家庭

普及率超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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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5.1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1.7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9.0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7.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3.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3.7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7.1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3.2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5 0.6 4.2

-2 至 10 Mbit/s 5.4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4.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吉布提

吉布提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是当今世

界上现存的、凤毛麟角的垄断电信行业之一，而

且其电信业务普及率相对较低。尽管存在上述挑

战，但自去年该国LTE业务问世以来，其电信领

域取得了长足进步。

移动业务：吉布提是当今世界上人数不多

的、国家电信运营商 – 吉布提电信（DT） – 拥有

包括固定线路、移动、互联网和宽带在内所有电

信业务垄断权的国家之一。竞争的缺乏意味着该

市场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与DT在移动网络

方面的投资相适应，该国的移动和互联网市场在

加速发展。然而，该国电信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都

要求开展竞争并获得外商投资。为了做好充分准

备，DT目前正在与跨国公司结成联盟，并在有线

网络系统方面（包括DARE和AWE）成为了关键投

资方。2011年，该国采用2 100 MHz频段出台了3G
业务，使得移动和互联网行业得到加速发展。吉

布提电信的移动业务分支机构Evatis推出了HSPA移
动业务（2012年），增强了其现有的GSM和EDGE
平台，从而使签约用户可以接入高速移动宽带、

话音和SMS/MMS业务。由于这一移动业务的问

世，吉布提电信用户可以在包括移动电话、平板

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在内的、繁复多样的设备上接

入宽带。2016年，吉布提电信开始在1 800 MHz频
段推出完全成熟的LTE网络。

固定业务：虽然该国的国内基础设施仍然很

差，但吉布提是本区域具有最佳国际光缆连接的

国家之一。吉布提的互联网交换点是红海和印度

洋之间若干国家光缆系统的交汇点。尽管存在这

一连接，但吉布提的宽带业务仍然十分昂贵：高

费率导致铜线网络使用不足。签约和线路连接费

用都非常高昂（考虑到该国的贫困人口率），这

将继续阻碍该国电信行业充分发挥潜力，实现巨

大增长。

政府政策：吉布提尚未放开电信市场，因

此这影响到了移动和固定业务的价格、接入及质

量。吉布提电信依然拥有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垄断

权，因此，与该区域其它国家相比，其高速互联

网接入相对更加昂贵。加强ICT行业并以可承受的

价格提供优质电信业务对于实现吉布提2035年愿

景目标以及到2035年实现人均收入增长三倍的目

标都至关重要。在吉布提于2014年9月提交世界

贸易组织的“世界贸易政策陈述”中，吉布提突

显了其ICT行业的重要性。为了实现吉布提2035年
愿景政策目标，该国政府于2014年为ICT确立了具

体战略（综合战略规划），其目标是发展并普及

ICT接入。

结论：吉布提政府和吉布提电信在过去十年

所做的努力 – 出台HSPA和LTE并与多家跨国公司结

成联盟 – 已对电信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DT在
其移动网络上的投资相吻合，该国的移动和互联

网市场在加速增长。然而，在未来若干年内，电

信市场要实现强有力的发展，还需要开展竞争并

引进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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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提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8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39.0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7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0.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5.7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6.6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7.7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8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5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4.5 30.7 4.2

-2 至 10 Mbit/s 13.3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2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多米尼克

近年来，多米尼克电信行业在基础设施和

业务起飞发展方面都实现了巨大增长，特别是宽

带业务方面。多米尼克是东加勒比电信主管当局

（ECTEL）的五个成员国之一，该主管当局是协

助相关国家管理机构制定并通过得到良好调整和

有效政策的总体监管组织。

移动业务：在所有电信业务当中，移动

市场产生的收入份额最高，而且在持续增长。

多米尼克电信市场存在三家相互竞争的运营

商：LIME、Digicel和Wikibuli。近年来，随着2014
年LTE技术的首次面市，该国移动宽带普及率实现

了迅速增长。162 移动宽带在基础设施部署方面得

到与日俱增的投资，随着覆盖的拓宽和人们对该

业务的采用，移动宽带在不远的将来将释放出更

大的发展潜力。

固定业务：多米尼克的固定宽带业务普及率

高于该区域的平均数值。固定宽带采用率不断增

加，而且2015年，对固定宽带的专门投资占据了

该国本行业总投资的最大部分 – 随着光纤 – 同轴

电缆混合网的部署，其投资占到了行业总投资的

60%以上。

政府政策：在于2000年通过《电信法》之

后，成立了单独的行业监管机构 – 多米尼克国国

家电信监管委员会从那时起，还建立了普遍服务

基金，旨在鼓励对ICT的接入和使用，重点特别关

注多米尼克国内业务的价格可承受性和弥合数字

鸿沟。163 该基金的现有项目包括为公共实体提供

设备、对年轻人开展技能培训，并通过社区接入

点创建免费公共互联网。164 国家监管机构不断与

ECTEL协作，而且还于最近通过了新的《电子通信

法案》。165

结论：随着宽带业务的日益普及、在相关基

础设施部署方面的专门投资的加大以及鼓励业务

腾飞发展的计划的出台，多米尼克电信行业呈现

出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与本区域其它国家结成

的伙伴关系也带来了令人充满希望的监管环境的

出现，这将有助于该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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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2.2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8.2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9.2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7.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9.6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6.8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3.9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9.7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6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6.6 4.2

-2 至 10 Mbit/s 92.1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9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电信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

末放开后得到了大量国内和国际投资。从那时开

始，该国的宽带和移动业务普及率大大增长，但

目前迫切需要发展基础设施，以便不仅提高连接

速率，而且将业务普及到更加边远的地区。166

移动业务：国家移动市场的主导运营商是

Claro和Altice，两家公司共占有该国约90%的市场

份额。该国的多数用户为预付费用户，但后付费

的业务模式也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其增长

率接近10%。总体而言，移动宽带比固定宽带更

受欢迎（由采用率显示），近年来，前者实现了

稳步和巨大增长。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主导运营商是Claro，占

70%以上的市场份额。然而，固定线路用户仅占

全国总电话用户的10%多一点。固定宽带主要通

过DSL技术提供，但光纤技术也在快速占领市场。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底光缆连接良好 – 与五条国

际光缆相连。该国的监管机构预期将于2018年
完成光纤骨干网的部署，这将有助于提高连接速

率，并降低业务价格。167

政府政策：监管机构 – 多米尼加电信管理局

（INDOTEL）– 对不同项目都进行参与，目的是确

保服务质量、价格可承受性，并为所有运营商提

供公平竞争环境。目前INDOTEL正在推进监管变

革，以鼓励进行基础设施共享、实现国际漫游和

加价短信业务（Premium SMS）的透明度、增强

用户权利，并通过更高效的程序为服务运营商发

放特许和牌照。168 对所有电信服务都收取2%的

费用，通过电信发展基金为监管机构和普遍服务

项目提供资金。该国在ICT行业实现的最大成就是

落实了数字共和国计划 – 通过第258-16号总统令

制定的一项国家计划，其中包含旨在促进ICT行业

在有利环境中实现包容性以及提供公众和专用业

务的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该计划分为四项战略内

容：教育、接入/宽带、生产力和环境以及数字政

府。该计划包含两项涉及到所有四项支柱的跨领

域目标 – 网络安全和社会包容性。该国家计划最

新版 – 2017-202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电信行业监

管、发展和促进战略 – 旨在实现电信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同时也聚焦于实现更好的服务质量。169

结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电信普及率明确表

明，人们更喜欢使用移动技术。虽然该国移动宽

带覆盖已经加大，但该国在将ICT业务使用扩展到

更加边远的地区和提供价格更可承受的业务方面

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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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2.4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1.4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5.7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2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4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5.0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4.1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8.3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8.7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1.5 6.6 4.2

-2 至 10 Mbit/s 38.9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9.6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的电信行业相对集中在少数主导运

营商手中。固定业务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竞争，国

有老牌公司仍占最大市场份额。移动业务处于更

具竞争的环境中，但市场运营商却寥寥无几。

移动业务：移动业务主要是由Conecel和
Otecel两家运营商提供的。国家电信公司（CNT 
E.P）是市场上的第三家竞争者，市场份额微不足

道。预付业务仍然是主要用户类别，但后付形式

随着人们对互联网兴趣的增加迅速占有市场。包

含话音和互联网业务在内的签约用户数量在2017
年初就超过了话音用户。移动宽带主要以3G技术

为主。LTE随着运营商为扩大网络进行的投入日益

普及。170 

固定业务：固定业务的提供主要由CNT这家

国营运营商主导。该公司占固定宽带签约用户的

53.49%，市场其余部分由其他多家更小的运营商

分庭抗礼。尽管普及率低，近年来对固定宽带的

需求与日俱增，基础设施发展到2017年底遍及

所有各省。一半以上的连接是通过铜线进行的，

有线调制解调器占19.58%。截至2017年，光纤

占14.74%。固定宽带市场将在近年内得到迅速增

长。

政府政策：代表厄瓜多尔行业监管的机构

为电信管理和控制局。负责政府电信政策的实体

是电信和信息社会部。该部通过不同计划积极致

力于扩大服务可用性和ICT行业的发展。政府最

近制定了2016-2021年国家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

规划。规划侧重于基础设施发展（如在2021年前

实现LTE覆盖80%人口的目标），提高普及率（例

如，2021年前将固定宽带普及率提升至59%），

同时还有其他普遍接入目标。另一项计划，即国

家2013-2017年小康计划一直侧重于普及对电信服

务的接入并提高厄瓜多尔人民的数字素养。171 另
一项重要举措，即2017-2021年电信和信息社会

公共政策，旨在加强和促进电信基础设施的部署

以及对ICT的接入。此外，该计划推广对新技术的

高效使用并鼓励建立商业环境，将技术纳入中小

和微型企业，将此作为促进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

机制。172

结论：厄瓜多尔的电信行业由于普及率相对

较低，仍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运营商有机会通

过提供更好和更普及的服务扩大覆盖。政府与各

方市场力量竭尽全力发展基础设施并通过公共政

策弥合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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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5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3.5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3.0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2.3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8.8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7.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0.7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7.2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7.6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0.1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1.7 6.6 4.2

-2 至 10 Mbit/s 77.1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1.2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埃及

从用户、国际带宽和提供的服务方面而言，

埃及是最发达和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市场之一。埃

及有四家运营商相互竞争，在阿拉伯国家区域提

供价格低廉的固定和移动宽带服务。埃及通过本

地和国际光纤基础设施以及一些FTTH部署实现

连接。

移动业务：移动业务促进互联网接入、实

现电子商务交易、访问社交媒体等，在埃及人民

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埃及人口超过

9 000万，拥有庞大的移动市场，移动普及率很

高。Orange是埃及第一家蜂窝移动运营商，随后

是沃达丰埃及公司（Vodafone Egypt）和Etisalat 
Misr，而埃及电信（Telecom Egypt）则于2016年
进入移动市场。埃及是所在区域2007年推出3G服
务的首批国家之一。LTE的发展推迟了一段时间。

但2016年8月，老牌的固网运营商埃及电信（TE）
获得了国家电信管理局（NTRA）颁发的第一例一

体服务牌照，允许其提供LTE服务。NTRA在2016
年中期颁发了四个LTE牌照，该服务于2017年正

式推出。NTRA许可埃及电信作为移动虚拟网络运

营商（MVNO），而移动运营商将使用埃及电信

的基础设施作为固定虚拟运营商（FVNO）。LTE
技术的普及将带来更多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应

用，如卫生、教育、农业和不同服务的应用。这

将对国民产生积极影响，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

和信息的流通及使用，从而向数字经济转型。

固定业务：四家运营商参与市场竞争一方面

有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另一方面使埃及电

信能够提供不同的数据套餐以及捆绑的移动和有

线服务。三家移动运营商Orange Egypt、沃达丰埃

及公司和Etisalat Misr已于2016年10月获得固网虚

拟业务牌照，将推出固定语音服务，因此预计四

家运营商将在电信市场展开激烈的固定和移动语

音及数据客户争夺战。

政府政策：通信与信息技术部（MCIT）致

力通过ICT工具的使用、传播和普及来实现数字经

济，推动全民的繁荣、自由和社会公平。其职责

是依靠公平和价格可承受的知识获取方式，促进

知识型社会和强大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发展具有

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ICT产业。知识、创新和科研

是埃及2030愿景的主要支柱之一。该战略强调了

ICT行业作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的

重要性。此外，特别是在规划了电子产品设计和

制造等新举措之后，还支持区域和国际层面ICT行
业的发展。ICT行业对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达

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16/2017年达到3.2%，与其

他经济部门相比增长率最高。

结论：尽管面临一些经济困难，但MCIT和
NTRA在过去20年中所做的努力已使埃及成为阿拉

伯国家中连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由

于中产阶级和企业界的使用率不断提高，国际带

宽迅速增加，以及随之资费不断降低，埃及的互

联网普及率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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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8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5.5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0.1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7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1.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5.0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8.0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9.2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6.0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5.4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3.2 30.7 4.2

-2 至 10 Mbit/s 28.5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3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萨尔瓦多

直到20世纪90年代，萨尔瓦多的电信服务仍

完全由政府提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该

行业经历了老牌运营商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尽

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除了火爆的蜂窝移动市场

外，服务普及率仍低于区域和全球平均水平。173

移动业务：在萨尔瓦多，移动市场比固定

业务市场更具活力、更成功。有五家运营商参与

市场竞争：Claro、Digicel、Intelfon、Movistar和
Tigo。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应能够提高服务质量和

价格可承受性，而定价尚未降到区域平均水平，

因此移动宽带行业存在巨大潜力。由于尚未为LTE
服务划分足够的频谱，因此萨尔瓦多尚未采用LTE
技术。174

固定业务：固定业务约占电话市场的十分之

一，采用率大大低于区域平均水平。萨尔瓦多的

固定宽带普及率在过去几年中稳步增长；但尚未

经历充分竞争。175 例如，虽然电缆调制解调器市

场竞争激烈，但Claro仍是唯一的DSL提供商。

政府政策：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

的自主的电信监管机构电力电信管理总局

（Superintendencia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y 
Telecomunicaciones）正在积极推动行业发

展。2016年上半年对国家电信行业适用法律进行

了改革，更新了国家的立法框架，以纳入频谱相

关措施，并吸引外国投资。但监管机构一直在帮

助营造一个较长期的竞争环境，例如通过将移动

和固定业务的服务定价上限固定下来以及确定互

连费率。监管机构不仅致力于发展可持续和充满

活力的电信行业，还致力于为人们提供发展数字

技能所需的工具。例如，Salvadoreñas Conectadas 
para el desarrollo（萨尔瓦多人实现连接促发展）

计划的重点是在2017至2020年开展女性能力建

设，从而弥合人口中存在的数字鸿沟。176 

结论：虽然在蜂窝移动业务的采用率方面取

得成功，但就固定和移动技术而言，国家电信市

场尚未达到区域宽带普及水平。政府正在努力改

善竞争环境以吸引更多基础设施投资。移动频谱

拍卖预计将在2017年进行，这将吸引急需的投资

并为市场带来活力。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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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6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56.5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6.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6.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5.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1.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1.5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8.0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3.5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6.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0.1 6.6 4.2

-2 至 10 Mbit/s 69.0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9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赤道几内亚

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中部非洲国家的目标是

促进ICT的使用（特别是在连接海缆之后）。

移动业务：国有老牌运营商赤道几内亚电

信公司（GETESA）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2000年
推出GSM网络。2009年，一家科威特公司的子公

司Green Com成为第二家移动运营商，使用品牌

Muni。GETESA于2011年推出3G服务，Green Com
随后于2016年推出此服务。

固定业务：GETESA已部分私有化，40%的股

份出售给了法国Orange公司。在第三个一体服务

牌照被授予赤道几内亚政府与中国投资者于2011
年成立的合资公司GECOMSA后，Orange启用了退

出条款，根据该条款政府应回购其股份。退出条

款未获批准，Orange提起法律诉讼，目前正在多

个司法管辖区进行裁决。GETESA仍是唯一的固定

电话服务提供商。它还提供ADSL固定宽带服务。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GUINEANET在700 MHz频率提供

WiMAX宽带服务，并计划迁移到固定LTE。向企业

提供光纤连接。GETESA和Green Com达成协议，

部署国家光纤骨干网。2011年，连接（首都马拉

博所在的）比奥科岛与大陆的287公里的CEIBA-1
海缆竣工。2012年，赤道几内亚连接到ACE海底

光缆。连接比奥科岛、大陆和喀麦隆的290公里

的CEIBA-2海底电缆正在建设中。此海缆部署后，

赤道几内亚就能够连接到其他海缆系统（包括通

过喀麦隆连接西非海缆系统（WACS）、SAT-3和
Main One），并为CEIBA-1提供备用网络。通过第

44/2011号法令设立了赤道几内亚电信基础设施管

理公司（GITGE），作为批发商运营，负责管理政

府的光纤控股。GITGE在平等和非歧视的基础上向

赤道几内亚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

供带宽容量。 

政府政策：电信与新技术部是行业主管机

构。其目标与政府的“2020远景规划”国家发展

战略挂钩，包括增加国际容量、提高服务质量、

提高价格可承受性、确保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扩

大全国覆盖范围、加强监管、改进ICT培训并促进

各经济部门开发和采用新应用及新服务。2005年
的《电信法通则》是该行业的适用法律，自颁布

以来，固网、移动和互联网服务一直保持开放竞

争。在通过这项法律对行业进行规范后，电信监

管机构应运而生。

结论：海缆的部署将赤道几内亚主岛与大陆

以及赤道几内亚与世界连接起来，是该行业提高

连通性的主要推动力。但竞争有限阻碍了增加接

入并推动ICT行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部门以发展多

元化经济、摆脱对石油的依赖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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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9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9.0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5.9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6.2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5.8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3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38.7 4.2

-2 至 10 Mbit/s -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0.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爱沙尼亚

拥有价格可承受的电信服务和快速适应新技

术的人口，使爱沙尼亚处于ICT发展的最前沿，

在移动宽带服务方面尤其突出。 

移动业务：爱沙尼亚拥有非常活跃的移动

服务用户群，蜂窝移动和移动宽带服务的普及率

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移动市场上有三家移动网

络运营商，竞争非常激烈，移动服务的价格可

承受性非常高。Telia稍占上风，其竞争对手Elisa
和Tele2紧随其后。爱沙尼亚的3G和LTE网络遍布

全国，覆盖率达到100%。178 2012年首次推出LTE
服务，2014-2015年LTE网络的发展实现高达450 
Mbit/s的网速。2016年，速度至少为30 Mbit/s的
移动互联网已基本覆盖全国，爱沙尼亚37%的家

庭所使用的网速至少达到100 Mbit/s（爱沙尼亚共

和国，2016年）。 

固定业务：爱沙尼亚的固定业务市场非常发

达，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服务的普及率很高。移

动替代固定的趋势明显，自2007年以来固定电话

业务持续下降（爱沙尼亚共和国，2016年）。 
Elion是老牌运营商，在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市场

占主导地位，所占市场份额超过50%。2017年，

其主要竞争对手Starman被Elisa收购，预计将推动

市场竞争。179 爱沙尼亚的固定宽带基础设施发

达，下一代接入（NGA）线路（占总宽带线路）

的比例高于欧盟平均水平。180

政府政策：爱沙尼亚的通信政策旨在“确保

行业的竞争和开放”。2001年1月该行业实现全面

自由化，结束了爱沙尼亚电话公司的垄断。181 
2004年加入欧盟对该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

步提高了竞争力。目前，欧盟的政策以及国家政

府在ICT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均侧重宽带发展。在这

一背景下，爱沙尼亚于2013年通过《2020年数字

议程》（经济事务和通信部，2013年）。Estwin
项目是宽带采用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该项目于

2009年由爱沙尼亚政府和八家私营运营商推出。

其目标是建立家庭覆盖率达到98%的光纤网络，

从而使农村地区享受到宽带服务。182

结论：爱沙尼亚政府的努力使爱沙尼亚成为

欧洲和全世界连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互联网

使用和家庭ICT连接程度非常高。政府承诺为私营

运营商提供投资下一代网络的最佳条件，预计ICT
行业将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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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7.7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5.4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3.4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8.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6.9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8.3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3.1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0.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4 0.6 4.2

-2 至 10 Mbit/s 11.8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8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这个内陆小国在扩大信通技术覆盖

面和服务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采取了行业改革

和市场自由化的步骤并将降低关税作为一项关键

的政策目标。

移动业务：该国的唯一的移动服务提供商

Swazi MTN于1998年成立，是南非集团（ 
49%）和国有老牌埃斯瓦蒂尼邮电公司

（EPTC）183（51%）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当

EPTC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全移动CDMA业务时，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恶化。EPTC遭到

MTN的起诉，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对MTN有利。

随后，EPTC被责令终止服务且政府控制了EPTC
在MTN的股份。此外，MTN在Swazi公司19%的

股份被出售给一家政府投资控股公司，即Swazi 
Empowerment有限公司。尽管移动通信存在垄

断，但此内陆小国的GSM覆盖率很高。家庭移动

电话普及率达96%（城市地区为98%，农村地区

为9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排名第二。184 MTN
于2011年推出3G并于2016年在1 800 MHz频段推

出LTE。

固定业务：老牌的EPTC通过SwaziTelecom
品牌提供固定电话业务。固话产品包括铜线固

定线路和无线本地环路电话服务。SwaziTelecom
通过ADSL提供固定宽带，连接速度高达55 
Mbit/s。该公司还为经销商提供批发ADSL接
入。SwaziTelecom有一个全国性的光纤骨干基础

设施，通过莫桑比克连接到SEACOM海底电缆，

再通过南非连接到EASSy海底电缆以实现冗余。姆

巴巴纳互联网交换点于2014年启用。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技术部成立于2009年，

负责行业政策问题。2013年的《通信委员会法

案》设立了斯威士兰通信委员会，接管了EPTC
的监管职责。2013年的《电子通信法》规定了

该行业的监管框架，其内容涵盖竞争和牌照的发

放。2016年，MTN和EPTC均获得了新的全业务牌

照，允许他们提供任何服务。《2012-2016年国家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计划》阐述了使信息通信技术

与国家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政策和实施方案，是启

动《电子通信法案》和创建SSCOM的驱动力。该

计划针对的是九个优先领域 （人力资源的能力、

基础设施的发展、教育、信息通信技术的战备指

导、金融服务业、信息通信技术业、法律/监管框

架、环境管理和媒体）。计划特别强调通过教育

促进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工作者的基本数字素养和

高级技能。教育的内容包括将计算机教育纳入学

校课程，确保学校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开发在

线学习环境。中学毕业生在进入高等院校之前需

要掌握信息通信技术，且职业学校将针对已辍学

的学生启动一个项目。

结论：埃斯瓦蒂尼实施行业改革 – 包括新的

电子通信法、设立监管机构和发放全业务牌照 – 
的目的是加强竞争，以降低价格并强化信息通信

技术的获取，在此基础之上斯威士兰将集全国之

力提升数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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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士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6.9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1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4.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4.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0.3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1.4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7.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0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6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1.0 38.7 4.2

-2 至 10 Mbit/s 78.8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3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内陆国家，这

对ICT部署提出了挑战。ICT行业是国有行业，政

府为其发展投入了大量资源。

移动业务：国有电信运营商埃塞电信（Ethio 
Telecom）是埃塞俄比亚唯一的电信服务提供商。

政府认为这种安排能够最好地确保ICT的发展符合

国家目标。1999年推出GSM移动网络。2014年，

埃塞俄比亚近一半家庭（49%）拥有移动电话，

城市（84%）和农村地区（40%）之间差距很 
大。185 埃塞电信于2009年1月实施3G服务，并于

2015年3月在亚的斯亚贝巴推出LTE服务。 

固定业务：埃塞电信使用铜线和CDMA无线

本地环路提供固定电话服务。通过ADSL2+和光纤

技术提供固定宽带服务，通常用于城市地区。通

过CDMA EVDO提供固定无线宽带服务。全国光纤

骨干网基本上覆盖了所有主要城镇以及北部、东

部和南部的主要边境口岸。其他地区的业务通过

微波和卫星技术进行回传。埃塞俄比亚虽然是内

陆国家，但有多种方式通过三个边境口岸获得几

条国际海缆的容量：(a) 通过三条在吉布提登陆的

海底电缆；(b) 两条在苏丹登陆的海缆和(c) 两条

在肯尼亚登陆的海缆。还有一条光缆连接索马里

的索马里兰。

政府政策：第二个《增长与转型计划》

（GTP II）（2015/16-2019/20年）是埃塞俄比亚

的指导性国家发展政策文件。GTP II的总体目标

是埃塞俄比亚到2025年迈入初级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在GTP II中，ICT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基础

设施。该计划要求 (a) 加强该行业在社会经济活动

中的作用，从而促进本国迅速发展；(b) 扩大全国

各地的ICT覆盖范围；(c) 在成本和质量方面提供有

竞争力的ICT服务；(d) 为私营部门使用ICT创造有

利的环境。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是该行业的主管部

门，负责法规监察以及电子政务基础设施部署和

电子服务协调等。该部正在起草新的ICT政策和宽

带战略，以反映GTP的各项目标。该行业的适用

法律是1996年颁布的《电信公告》及其2002年修

正案。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正在兴建一个IT
工业园，称为EthioICT-Village。EthioICT-Village将
配备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包括光纤连接和数据中

心，将成为埃塞电信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的总

部所在地，目标是成为非洲领先的ICT中心。

结论：虽然在这个以农村为主的内陆大国部

署ICT面临诸多挑战，但政府最近投入了大量的

资源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最后一英里接入

设备，以实现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计划的宏伟目

标。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59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国

别
概
况

埃塞俄比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1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9.7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1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8.6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8.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0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6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3.3 38.7 4.2

-2 至 10 Mbit/s 47.4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9.3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斐济

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南太平洋地区的国

际光纤连接枢纽。

移动业务：沃达丰斐济有限公司（Vodafone 
Fiji Limited）于1994年7月推出了GSM服务。该

公司当时由沃达丰英国公司（49%）和一家斐济

集团 – 斐济联合电信控股公司（ATH）（51%）

共同所有。2014年，斐济国家公积金（National 
Provident Fund）收购了沃达丰英国公司的股权，

使沃达丰完全归本地所有。直至2008年，这家

公司一直是斐济唯一的移动运营商。随着沃达丰

独家经营权的结束，Digicel斐济有限公司进入了

市场，这是一家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开展业务

的私营移动集团的子公司。Digicel推出业务一年

后，移动普及率越过了100%大关。然而，移动电

话的实际拥有率较低，15岁及以上人口的76%拥

有1部移动电话，而另外10%的人报称他们使用

的是别人的手机。186 沃达丰于2008年11月部署

了3G网络，此后即将所有基站转变为可支持高速

移动技术的基站。这项壮举在5年内得以实现，

相比之下，达到同等程度的GSM覆盖则曾需要16
年。沃达丰于2013年12月推出了LTE网络，2016年
时，65%的人口得到覆盖。Digicel于2011年7月部

署了3G网络，2014年8月部署了自己的LTE网络。

固定业务：目前由ATH所有的斐济电信有限

公司（TFL）拥有该国大部分固话线路。对于一个

发展中国家而言，固定电话的普及率相对较高。

固定宽带签约用户较少，而且主要局限于使用

ADSL或光纤的城市地区。固定无线的普及率要高

一些，并且正在受到使用LTE静态接入互联网和

WiMAX的刺激。斐济电信使用光缆和微波组成其

骨干网，并逐渐转变为全光纤。Digicel主要使用

微波作为其骨干网。2000年11月，斐济接入了从

澳大利亚延伸至美国的南十字星光缆网络，成为

第一个接入海底光缆的南太平洋国家。该光缆网

络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吸引力很大，斐济成为光纤

连接的区域枢纽。汤加和瓦努阿图的海底电缆在

该国登陆，之后进行与南十字星的传输。同时，

斐济与萨摩亚之间正在建设Tui-Samoa电缆，计划

于2018年3月部署。

政府政策：2008年颁发的《电信法令》结束

了电信行业的独家经营权。自2008年10月起，整

个市场开放竞争。如今，向运营商授予为期15年
的统一牌照，允许提供任何服务。《电信法令》

还呼吁成立一家独立的监管机构，即斐济电信局

（TAF）。斐济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FCCC）负

责监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在必要时引入价格

控制。ICT行业的政策制定则由通信部负责。2011
年发布了为期5年的国家宽带政策，这在太平洋岛

屿发展中国家中尚属首次。该政策的目标是，到

2016年时，实现95%的最低网速2 Mb/s的人口覆

盖率。政府力图通过该政策计划发展ICT行业，加

强自己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

结论：接入南十字星光缆网络为互联网的发

展提供了价格日益低廉、速度更快的骨干承载能

力。通过在移动市场中引入竞争提高了普及率，

降低了价格，扩大了覆盖面，并促进了无线宽带

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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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8.4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4.2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5.7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6.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0.0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4.6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5.9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9.4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3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6.2 2.4 4.2

-2 至 10 Mbit/s 28.9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4.9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芬兰

芬兰拥有十分成熟且高度创新的电信市场，

固定业务和移动业务的普及率都很高。 

移动业务：芬兰拥有高度发达、创新的移

动市场，移动蜂窝业务和移动宽带业务的普及率

都非常高。在这一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有三家移

动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移动业务的价格非常实

惠。187 根据监管机构FICORA的调查，“移动互

联网正在变得日益普遍，并且足以成为大部分芬

兰人的唯一连接方式”。188 通过移动网络传输

的数据量虽然已处于很高水平，但仍在继续增

加。2017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数据使用量增至 
22 GB。189

固定业务：芬兰的固定宽带普及率高于

欧洲平均水平，并且价格非常实惠。尽管，用

户数量以相对较低的增长率增加（对于固定

业务而言这很正常），但新的宽带技术（尤

其是FTTH）正在普及，签约用户也在加快增

长（Viestintavirasto，2016）。截至2017年6月
底，30%的固定宽带用户享受着超过100 Mbit/s的
速率。190 由于大量公司提供固定电话和宽带业

务，因此固定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Elisa、Telia
和DNA以及Finnet集团旗下的公司是最重要的市

场参与方。Elisa在收购了一个主要的本地网络

之后，成为了固定宽带和固定电话市场领先公

司。191 移动业务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固定电话，后

者的普及率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下降，2015年，普

及率已降至个位数。

政府政策：芬兰政府重视ICT的发展，尤其是

宽带建设。芬兰旨在让99%的固定住宅和办公室

位于提供100 Mbit/s连接的光纤网络或有线网络2
公里之内。为了广泛提供高速互联网，政府对基

于光纤的网络进行推广，并为服务不足的地区提

供资金。当地市政府和合作社被视为是宽带建设

的重要参与方，并由政府促成，与其他市政府或

私人运营商成立合资企业，部署NGA。此外，政

府还推动共同建设和网络基础设施的使用。192

结论：芬兰已成为欧洲最先进的数字经济体

之一，其固定业务、移动业务以及ICT家庭连接的

普及率很高。事实证明，该国在采用新技术方面

已经走在了前列：它是全球首个于1999年推出3G

牌照招标的国家，并且再接再厉，成为第一批为

5G试用网络发放牌照的国家之一。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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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8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2.3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53.8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9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9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7.5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6.8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7.8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3.8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0.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15.4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6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法国

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电信市场，四大主要趋

同性运营商竞争激烈，致使价格下降。 

移动业务：法国移动市场用户数名列欧洲

前茅，竞争也最为激烈。业务遍布欧洲、阿拉

伯和非洲的大型跨国公司Orange占市场的主导地

位。2012年初进入市场的Free Mobile推出价格更

低的后付费宽带服务，引领了从预付费向后付费

的转变，给市场带来了冲击。随后引爆了“欧洲

最惨烈的电信价格战”。195 四大运营商争先恐后

投资于LTE基础设施，速度之快远超其许可证的要

求。2018年1月，政府、Arcep和移动运营商达成

了全法高标准移动覆盖协议。196

固定业务：法国固定通信市场高度发达，

用户数量十分可观。固定电话普及率高于50%。

固定宽带普及率位居世界前列，固定宽带服务价

格十分合理。几乎所有固定宽带业务至少与一种

电话业务进行捆绑，71%甚至可以做到一线三通

或四通，2016年开始与电视服务捆绑（欧盟委

员会，2017年）。虽然FTTH正在大规模展开，

但DSL用户数仍占多数。私营运营商和公共机构

正在大力建设FTTH网络。主导运营商Orange虽
然市场份额最大，但在移动市场上依然面临着

Free、Bouygues和SFR等同类企业的竞争。 

政府政策：政府的重点是发展宽带网络。

法国宽带指标超过（更长远的目标）欧洲数字议

程，2020年实现30 Mbit/s的100%的覆盖。中期

目标是实现8 Mbit/s的全覆盖，相当于2017年增

加的“宽带的良好连接”。这一目标将主要通过

FTTH的布设来实现。2013年法国政府制订国家高

速宽带计划，提出了建设条件。该战略的实施需

要私营和公共投资高达200亿欧元。法国政府为建

设超快宽带网络设立了数字社会基金，提供资金

支持。197

结论：法国是高度联网的国家，ICT普及率

高，上网人数超半数。私营运营商和政府的努力

体现了其保持世界ICT核心地位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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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9.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6.2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7.5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5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7.5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1.5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4.5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3.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0.6 4.2

-2 至 10 Mbit/s 2.2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7.8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加蓬

这个人口稀少、盛产石油的国家正在利用

ICT作为实现其经济多元化的战略杠杆。

移动业务：老牌运营商加蓬电信（Gabon 
Telecom）是与印度移动集团旗下AIRTEL以及刚果

某集团所有的AZUR进行竞争的市场领军者。加蓬

电信于2016年收购了第四大运营商MOOV。这次

收购使MOOV的数据签约用户能够接入老牌运营

商的3G和LTE网络，在此之前，他们只能获取2G
业务。GSM覆盖率很高，2013年时，90%的家庭

拥有移动电话。198 加蓬电信和AIRTEL都推出了3G
和LTE，前者还部署了理论下载速度高达300  
Mbit/s的LTE-Advanced。

固定业务：2006年，加蓬电信向摩洛哥电

信出售了其51%的股份，实现了部分私有化。虽

然基本固定业务的市场自2005年起就已开放，但

加蓬电信一直是唯一的运营商。互联网市场中则

有其他运营商，包括移动运营商和一些提供固定

无线接入的小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加蓬

电信提供ADSL和光纤互联网接入。固定电话和固

定宽带的普及率都很低。一家中国企业正在建设

光纤骨干网，将从东南部地区延伸约1 000公里至

刚果边境。该骨干网是世界银行“中非骨干网”

（CAB）项目的一部分。加蓬与两条国际海底光

缆连接：2002年与SAT-3连接，十年后与ACE连
接。此外，还有一条连接首都利伯维尔和第二大

城市让蒂尔港的海底光缆。

政府政策：行业的政策制定机构是“数字

经济、通信、文化和艺术部”。政府的“新兴加

蓬战略计划”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并让加蓬到

2025年时成为领先的新兴国家。该战略将基于ICT
的业务作为数字经济愿景的重要部分。政府目前

正在制定宽带计划，以满足支持国家战略计划的

高速单方面的要求。监管机构是“电子通信和邮

政管理局”，成立于2012年，向负责该行业的部

委以及“经济和财政部”汇报工作。2016年《通

信法》为加蓬的监管框架提供了指导。

结论：政府采用ICT作为实现其经济多元化的

方式。在接入第二条海底光缆并部署最新的移动

宽带技术和光缆之后，由ICT促成的服务行业的发

展潜力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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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1.5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4.1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4.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4.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0.3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4.7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1.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1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7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38.7 4.2

-2 至 10 Mbit/s -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0.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冈比亚

竞争激烈的移动市场让这个西非小国实现了

高水平的接入。ACE光缆的到来为加强宽带接入

创建了有利平台。

移动业务：该国有4个正在运营的移动网

络。市场领军者是AFRICELL，一家黎巴嫩移动集

团的子公司，于2001年进入市场。其他运营商

包括COMIUM，黎巴嫩某移动集团的一部分，于

2007年开始运营；QCELL，于2009年成立，由冈

比亚投资方私人所有；以及GAMCEL，国有主体运

营商冈比亚电信有限公司（GAMTEL）旗下的移动

运营商，于2001年推出GSM。移动普及率很高，

反映出在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撒哈拉以南非洲最

小国家之一的这个国家，扩大覆盖范围的竞争

激烈且直接。2013年时，91%的家庭拥有移动电

话，城市（93%）和农村地区（87%）之间的差异

较小。199 2009年时，QCELL是唯一的3G运营商，

直到AFRICELL于2012年推出了自己的3G网络。这

刺激了移动宽带市场领域的竞争。QCELL于2017
年推出了LTE。

固定业务：冈比亚电信有限公司是固定电

话业务的主要提供商，提供ADSL固定宽带业务、

固定无线宽带，并为企业提供光纤。多家固定

无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使用WiMAX、固定LTE和
VSAT提供互联网接入。2001年，政府从伊斯兰

开发银行获得贷款，以便在西非经共体区域骨干

网计划下建设光纤骨干网。冈比亚电信有限公

司一直在通过环式结构部署骨干网，以增强冗

余。2011年，ACE海底光缆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

该国的国际互联网承载能力。冈比亚海底光缆公

司（GSC）对链路进行管理。冈比亚海底光缆公

司是一家联营企业，其成员包含所有获得牌照的

电信运营商和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萨拉昆达

互联网交换中心于2014年成立。

政府政策：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部负责行业

政策。ICT行业战略需要更新，以反映新的宽带

环境。成立于2001年的公用事业管理局（Public 
Utilities Regulatory Authority）是个多行业监管机

构，负责电信及其他公用事业。2009年《信息与

通信法》对管理局的电信活动进行指导。

结论：竞争激烈的移动市场带来了高水平的

基本接入。该国第一条海底电缆的登陆为扩展冈

比亚的宽带提供了平台。开放国际网关将进一步

改进国际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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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5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1.2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7.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6.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2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9.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6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3.8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2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6.8 38.7 4.2

-2 至 10 Mbit/s 3.2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拥有发达的移动宽带市场，3G和

LTE技术已覆盖大多数人口，而且，LTE覆盖呈

快速增长态势。移动和固定业务价格近来显著

下降。为加速ICT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社会的进

步，近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在此背景下，一

系列重要改革得到落实，其中包括电信市场的自

由化、各种政府实体电子服务的开发、网络安全

的加强、数字广播的全面过渡、以及下一代网络

和LTE的发展。

移动业务：格鲁吉亚共有四家移动蜂窝运营

商：Magticom、Geocell、Mobitel/Veon Georgia和
Silknet。其中三家（Magticom、Geocell和Mobitel/
Veon Georgia）拥有99%以上的签约用户。2011
年采用移动号码便携（MNP）后，使用服务的号

码多达60万（2013和2014年占54%）。公司采用

多种多样的技术提供服务，包括LTE和码分多址

（CDMA）。

固定业务：通过固定网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公

司约有150多家。截至2017年8月，两家主要运营

商（Magticom和Silknet）拥有74%的签约用户。

光纤有线连接近年来稳步增长。xDSL连接数量于

2014年逐步降低。2017年第一季度，FTTx技术覆

盖的签约用户超出2.9倍，第二季度比xDSL多出3.2
倍。固定号码便携（FNP）是于2011年推出的。

截至2016年底，便携号码约达7 000个，尽管FNP
的普及在2012年才达到峰值。200

政府政策：格鲁吉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部

（MoESD）是政策制定机构，格鲁吉亚国家通信

委员会为监管机构。201 这些机构的职能具有显著

的差异并确保开放和公平的竞争。格鲁吉亚政府

为便于基础设施发展和打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以及

发展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 在欧洲委员会的经济支持和世界银行的技术

帮助下，MoESD努力制定“宽带发展战略及

其落实行动计划”。该计划将于2018年敲

定；

• 格鲁吉亚政府已就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

展开始了一个庞大的项目 – 国家宽带基础设

施发展计划。202 该计划落实后，格鲁吉亚将

实现光纤高速公路全覆盖，从而促进零售网

络的发展并通过本地运营商向签约用户提供

互联网。财务支持主要针对位于“白区”居

住地的人们。这些是居民超过200且运营商不

打算在此计划推出三年内为其建设宽带基础

设施的地方。与此同时，格鲁吉亚政府支持

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200人以下地区）部

署社区网络。在MoESD的支持下，Tusheti（
最主要的山区之一）社区网络项目于2017年
成功完成，24个村庄现已连接上网。

结论：格鲁吉亚当局在电信市场自由化以及

市场的开放和竞争方面取得了成功。政策制定者

和监管机构分工明确，确保ICT行业管理程序的可

预测性，从而为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因此，ICT基
础设施得到稳步发展，公民可以获得高品质的电

信服务以加大其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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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8.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6.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6.6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6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7.1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0.5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5.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9.8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5.9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9.7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5 0.6 4.2

-2 至 10 Mbit/s 31.2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7.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德国

德国是欧洲联盟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这个

区域最大的电信市场。近几年的整合使市场变得

成熟，固定和移动普及率都很高。

移动业务：在德国成熟的移动市场中有三

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各自拥有的市场份额相对均

衡。Telefonica于2014年收购E-Plus（前身为第三

大移动网络运营商）之后，取代老牌运营商德国

电信（Deutsche Telekom），获得了市场领导地

位。沃达丰是德国市场中的第二大运营商。在

德国市场，移动虚拟运营商（MVNO）的数量还

在不断增加。移动宽带业务的普及率略低于欧洲

平均水平。分别于2004年和2010年推出的3G和
LTE网络几乎覆盖了所有人口。运营商继续投资

建设LTE网络，数据量不断攀升。2016年，移动

网络共传输了近十亿GB流量，是2013年的三倍

（Bundesnetzagentur，2016年）。

固定业务：德国拥有十分先进的固定市场，

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业务的普及率均很高。1998
年，市场实行自由化，使其他运营商可与前国

有运营商德国电信开展竞争。近年来，固定市

场受到了多项收购的影响，最著名的是2014年
沃达丰收购Kabel Deutschland，这让沃达丰成为

了老牌运营商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德国，xDSL
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固定宽带技术：2016年
时，75%的固定宽带连接通过该技术实现。近年

来，宽带速率和数据使用量飞速上升。2016年，

大部分连接提供的速率在10-30 Mbit/s之间，每位

用户平均每月使用量为60 GB，是2013年的两倍

（Bundesnetzagentur，2016）。

政府政策：作为欧洲联盟的创始成员，德

国根据欧盟《完全竞争指令》规定的1998年截止

期限，开放了其电信市场。近年来，宽带建设已

成为欧盟和国家ICT政策的重点。于2009年通过

的《德国宽带战略》是该国《2014-2017年数字

化议程》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到2018年时通过提

供有利于市场的频率政策和监管框架，以至少50 
Mbit/s的宽带速率连接所有家庭。此外，《2025
年德国数字化战略》注重鼓励宽带的腾飞发展和

使用。2012年修订的《电信法》通过促进共同使

用替代基础设施（如能源网络）和低成本效益的

措施（如微沟槽），加强市场竞争，提高宽带覆

盖率。203

结论：德国是世界ICT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拥有完善的ICT基础设施，且ICT家庭普及率很高。

政府正在制定政策，划拨财政资金，以进一步促

进宽带建设和使用。

66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德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4.1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9.1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9.8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5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6.5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4.4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2.9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7.9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4.1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0.5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3 0.6 4.2

-2 至 10 Mbit/s 14.8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加纳

利用与五条海底光缆的连接、覆盖广泛的

国家骨干网和最新的固定和移动宽带技术，这一

西非国家正逐步发展成为备受青睐的区域ICT中

心。

移动业务：该国共有六家移动运营商。MTN
作为南非移动集团的子公司在市场上占据领导地

位，截至2016年12月占有一半市场份额。其他

运营商包括由该国老牌运营商拥有的沃达丰、总

部设在卢森堡的Millicom集团子公司TIGO、印度

移动集团子公司AIRTEL、尼日利亚移动运营集团

子公司Glo Mobile以及曾经由苏丹SUDATEL拥有

并于2016年出售的CDMA运营商Expresso。2014
年，85%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92%在城市地

区，76%为农村家庭。204 所有的运营商均拥有3G
网络，MPN和沃达丰与若干固定无线宽带运营商

一道推出了LTE。

固定业务：加纳老牌电信公司于2008年实

现私有化，将70%的股份出售给英国移动集团沃

达丰公司并重新以此命名。加纳沃达丰引领固定

电话市场，提供后付和预付固网业务。AIRTEL亦
提供固定电话业务。加纳沃达丰为企业提供计量

型ADSL和光纤。最近，该公司推出了光纤到户业

务。四家无线宽带提供商亦运行于互联网市场，

而MTN则提供光纤互联网。该国共有10家光纤

运营商。覆盖面最广的骨干网属于加纳沃达丰批

发公司。该网包括由地下线缆和埋设光缆构成的

该国北部和南部以及主要边界地点设置的备用环

形网。政府还为连接该国所有办公室投资于光纤

基础设施。政府已在若干城市安装了光纤，并提

供批发Wi-Fi和光纤服务。尽管加纳自2002年以

来就可通过SAT-3/WASC系统获得海底光缆，但

国际带宽直至2010年四条新光缆（Glo-1、Main 
One、ACE和WACS）建成后才获得突飞猛进的增

加， 价格随之剧烈下跌。加纳由此逐步成为西非

国家，尤其是内陆国家的中心。于2005年在阿克

拉成立的加纳互联网交换（GIX）组织现有19个
成员。

政府政策：通信部负责制定ICT行业政

策。2012年制定的国家宽带政策和落实战略为加

纳高速互联网发展指明了方向。该政策共有五项

目标：a) 将宽带纳入普遍接入/服务政策；b) 推进

企业以可承受的价格接入宽带；c) 确保在2020年
前实现社区和家庭最后一英里连接；d) 以适当的

内容和应用促进宽带的采用；以及e) 为刺激供求

做好融合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交付规划。国家通信

管理局是行业的监管机构。2008年颁布的《电子

通信法》指导该局开展的各项活动。

结论：加纳拥有非洲最具竞争力的电信市

场。国家光钎骨干网的扩大、与多条海底光缆的

连接、最新移动宽带技术的部署以及光钎到户的

日益普及使ICT格局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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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7.5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3.2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4.9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7.9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2.6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5.5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1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7.1 38.7 4.2

-2 至 10 Mbit/s 22.5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0.4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希腊

希腊的电信市场非常发达，移动和固定通信

十分普及。金融危机冲击希腊经济，信息和通信

行业也未能幸免。尽管市场已经自由化，但现有

运营商OTE仍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希腊监管

机构EETT根据救助计划的要求正在进一步促进市

场竞争和私有化进程。 

移动业务：希腊的移动通信十分普及，预

付费服务的价格也非常合理。移动宽带普及率略

低于欧洲其他国家（欧盟委员会，2017年），但

最近的增长速度十分喜人。该国移动通信市场高

度发达，竞争激烈，但近年来却受到了金融危机

的沉重打击。现有运营商OTE的子公司Cosmote
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紧随其后的是沃达丰

（Vodafone）和Wind Hellas。2014年，塞浦路斯

所有的Cyta Hellas作为MVNO推出移动服务。LTE
于2014年底推出，运营商正在加紧投资建设网络

基础设施。此外，3G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LTE覆
盖范围正在迅速扩大。据本地运营商报告，2016
年移动通信网络和服务投资已达3.83亿美元

（EETT，2017）。 

固定业务：希腊的固定宽带，特别是固定

电话普及率非常高。OTE从1996年开始私有化至

今一直是希腊主要的固定运营商。虽然它占有

的固定电话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50%
以上（EETT，2017年）。尽管沃达丰在2014年
收购固话提供商Hellas，但是OTE仍主导着固话

宽带市场。这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都经营固话业

务。205 迄今为止，xDSL是主导性技术（在所有固

定宽带订购服务中，xDSL超过99%），目前，该

公司是唯一一家部署超高速数字用户线（VDSL）
网络的运营商。依托这一竞争优势，OTE的市场

份额已超过40%。尽管希腊地理条件颇具挑战

性，但99%的希腊家庭都拥有基本的固定宽带基

础设施。NGA网络家庭覆盖率十分有限，仅为

44%（欧盟委员会，2017年）。自2017年初以

来，OTE、沃达丰和WIND已经开始部署NGA网
络，网络技术和架构可提供100 Mbit/s以上的网

速。根据他们的商业计划，到2019年第三季度，

将有近60%的用户能够使用这样的网速。2016
年，本地运营商在固定电信网络和服务方面的投

资已达8.91亿美元（EETT，2017）。

政府政策：希腊加入欧洲联盟促进了电信市

场的自由化和运营商之间的竞争。近年来，宽带

网络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普及和应

用一直受到欧盟决策者和希腊政府的高度重视。

预计私营部门将承担所需投资的大部分。因此，

希腊的下一代国家宽带计划旨在为国内外私人投

资于NGA基础设施提供有利的环境。206

结论：希腊的固定和移动基础设施十分发

达。近年来，希腊尚未摆脱金融危机该国及其电

信市场造成的严重影响，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有落

后的风险。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预计

未来三年，NGA网络将为迎来重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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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6.4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5.9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3.4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6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9.9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0.5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1.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5.5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3.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01 0.6 4.2

-2 至 10 Mbit/s 7.41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2.58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格林纳达

电信行业是格林纳达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占2015年国家GDP的7%。移动业务在行业收

入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与区域趋势相得益彰。

总之，移动业务已成为全民最普及的业务。

移动业务：格林纳达移动用户多数为预付

类型。在运营商大刀阔斧地进行网络升级后，使

用HSPA+技术的移动宽带在过去几年内不断普及

（2015年占行业投资的90%以上）。为加强移动

行业的竞争环境，总管区域电信的监管机构禁止

运营商采取反竞争行动（如阻止置顶业务），以

便努力实现网络中立性。207 该机构还积极在其成

员国内推动落实移动号码的便携。208

固定业务：固定宽带尽管在业务采用量上大

大落后于移动宽带，但2015年实现了最显著的收

入增长。此项业务的普及率达到区域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市场仍大有潜力可挖。

政府政策：格林纳达的行业监管机构国家

电信监管委员会（NTRC）成立于市场自由化后

的2000年。209 格林纳达作为加勒比国家集团的

一员与跨区域监管机构“东加勒比电信管理机构

（ECTEL）”并肩合作。该机构制定导则并代表区

域政府的利益。NTRC和ECTEL两家机构通过共同

努力为促进行业投资和创新打造竞争环境。ECTEL
所有成员最近批准的最新电信法案侧重于基础设

施接入、消费者保护和加强市场竞争。210 NTRC还
积极参与旨在实现普遍接入目标的计划制定并于

2013年在普遍服务基金的范围内建立了宽带惠及

偏远地区项目。

结论：格林纳达的电信行业在过去几年内呈

稳步增长态势。基础设施发展是将服务扩大到更

多偏远地区的关键。然而，为充分得益于日益普

及和价格更可承受的电信服务，国民的数字教育

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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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0.1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5.0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9.2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1.9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1.9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9.1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5.0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7.2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1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0.6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6.1 6.6 4.2

-2 至 10 Mbit/s 48.2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7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危地马拉

随着邻国的发展，危地马拉移动业务在过去

十年内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取代了业绩萧条

的固定线路。危地马拉的电信行业自1996年开始

引入竞争，但要实现进一步蓬勃发展并推出先进

业务依然缺乏投资。211

移动业务：移动蜂窝普及率与区域平均值不

相上下，充分体现市场的高度竞争性。服务价格

依然大大高出该区域预期。移动宽带发展因缓慢

的频谱分配而停滞不前，但3G已广为普及。LTE技
术的覆盖尚不全面。LTE是Tigo经过三年现代化投

资规划落实后于2014年推出的。Claro和Movistar
也推出了LTE。212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市场集中在运营商Claro
手中。缺乏竞争以及基础设施薄弱等其他因素致

使该行业停滞不前。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业务并

不普及，前者自2009年以来呈下降趋势。

政府政策：危地马拉负责监管电信行业的

机构是电信管理局。213 该监管机构设于行业部

委下，其责任主要是执行行业立法并管理频谱划

分，确保市场各方平等的竞争条件。监管机构最

近请各运营商注册参与新一轮频谱拍卖，在提供

全国覆盖的条件下将有两个900 MHz频段提供拍

卖。214

结论：电信（包括ICT教育）投资的主要资

金来源是私营部门。人口发展计划，包括数字包

容性计划（如早期儿童开发中心）是通过运营商

Tigoi和ALAS基金会之间的协作制定的。该国的电

信行业将随着更多专门用于基础设施部署的投资

的到位得到进一步发展。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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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6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8.2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6.5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0.4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0.7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4.8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3.6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6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1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1.7 6.6 4.2

-2 至 10 Mbit/s 36.5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1.8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几内亚

此西非国家主要是通过无线网络获得电子通

信。海底电缆的建成带来质量的提高和价格的下

降，由此扩大了接入。

移动业务：共有四家移动运营商：MTN（采

用AREEBA品牌的南非移动集团MTN）、Orange（
塞内加尔SONATEL子公司）、INTERCEL（作为

TELECRL于1993年推出，现为苏丹老牌运营商

SUDATEL的子公司）以及CELLCOM（美国电信公

司）。Orange和MTN是市场的主导力量，两家公

司与CELLCOM一起均推出了3G移动宽带。

固定业务：该国没有固网运营商。话音通

信采用移动网络。老牌运营商SOTELGUI于1995
年部分实现了私营化，60%出售给马来西亚电

信。2008年，政府重购了一些股份，但SOTELGUI
于2013年宣布破产。在此之后，该公司曾多次试

图恢复营业，但终究未果。固定宽带是通过固定

宽带无线网络提供的，移动运营商在城市地区向

企业提供光纤。政府为建设长达4 000公里的国家

光骨干网从中国获得贷款。ACE海底电缆于2012
年12月登陆该国。该电缆的容量于2013年启用。

几内亚政府和该国电信运营商之间通过公私合作

建立的GUILAB管理对ACE的接入。该合作企业确

保开放接入和基于成本的定价。

政府政策：邮政、电信和数字经济部确定行

业政策。有关ICT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正在

制定之中。邮电管理局为行业监管机构，该局受

到2015年电信和信息技术法律的约束。

结论：随着SOTELGUI的寿终正寝，几内亚基

本成为一个无线国家，多数ICT服务是通过移动网

络提供的。ACE线缆的登陆和开放接入以及基于

成本定价方式的采用促进了对国际互联网连接的

需求并扩大了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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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5.2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5.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2.4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3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1.4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8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9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7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3.7 38.7 4.2

-2 至 10 Mbit/s 19.2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7.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几内亚-比绍

该西非国家希望通过高度重视ICT克服缺乏

海底光缆连接的问题，从而实现新的国家发展目

标。

移动业务：两家GSM移动运营商包括作为

南非移动集团子公司并于2003年部署了网络的

MTN以及作为塞内加尔SONATEL子公司于2007年
推出服务的Orange。两家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几乎

不分伯仲。属于老牌运营商的第三家移动运营商

Guinetel已停止运营。技术和资金得到强有力的移

动集团支持的运营商在几乎没有固网通信的情况

下取得高接入率的成果。2014年，91%的家庭拥

有移动电话，成为最不发达国家（LDC）以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16 
其中城市地区达96%，农村地区86%。移动宽带近

期刚刚推出。MTN于2015年推出3G，Orange同年

推出了3G和LTE。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是几内亚-比绍电信

公司（Guine Telecom）。该公司于1989年将40%
资产出售给葡萄牙电信，从而部分实现私有化。

政府于2008年将公司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2014
年公司从技术角度面临破产并停止运行。几内亚-
比绍基本无固定电话网络。互联网接入是通过移

动宽带或使用WiMAX的固定无线宽带提供的。移

动运营商负责有限的国家骨干网的运行。Orange
的优势在于通过跨边界地面光纤连接至塞内加

尔，之后接入SONATEL海底光缆。Orange还通过

微波连接接入几内亚的ACE线缆。MTN依靠微波

和卫星连接。这种情况造成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并

缺少对基于成本的国际光缆连接的开放式接入，

从而导致成本飙升，而价格可承受性下降。几内

亚-比绍并未利用机会与若干新部署于西非海岸的

海底光缆连接。几内亚-比绍和厄立特里亚是仅有

的两个非洲撒哈拉以南临海却无海底光缆登陆站

的国家。随着世界银行西非区域性通信基础设施

计划（WARCIP）的重振，几内亚获得加入ACE联
合体的机会。这项计划包括建设国内登陆站并部

署国内光纤网络。

政府政策：于2014年制定的该国国家战略

（“Terra Ranka”）将数字服务确定为推动国家

经济发展的催化行业。战略呼吁与私营运营商合

作制定数字经济规划，从而确定覆盖，实现国际

连接，加强法律和监管框架以调整行业发展，吸

引投资，发展宽带并打造安全的数字环境。该战

略亦呼吁实现传统运营商的私有化并加强监管机

构的力量。交通、通信和ICT部负责实现“Terra 
Ranka”战略的数字经济目标。2010年《电信法》

通过后，通信局被国家信息通信技术管理局取而

代之。

结论：几内亚-比绍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家庭

移动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由于海底光缆连

接欠缺，互联网接入和价格可承受性依然令人担

忧。该国希望通过对ICT的重视弥补这一不足，实

现其“Terra Ranka”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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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7.1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3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4.6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0.6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9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8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3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5.8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3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0.6 38.7 4.2

-2 至 10 Mbit/s 45.8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3.6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圭亚那

圭亚那的电信行业在本地少有竞争，国际话

音和数据通信属垄断业务。圭亚那电信行业正在

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新的立法为组建新的监管

机构和电信行业的自由化做出规定。圭亚那政府

还与传统运营商谈判以终止其垄断地位。该运营

商目前仍有13年的国际连接专有经营权。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面临双头垄断，圭亚

那电话和电报有限公司（GTT）和U-Mobile（蜂

窝）公司（Digicel Guyana）两家运营商为市场份

额相互竞争。2016年，当两家运营商分配到更多

频谱时引入了3G技术。217 LTE政府网络于2014年
建立，主要用来向政府机构提供服务。随着互联

网接入向学校、邮局和社区ICT中心（94家教育机

构）的免费提供，该网的使用量迅猛增长。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由GTT独家提供。GTT
还在市场上提供DSL技术。使用GPON技术的光纤

到户目前是由GTT部署的。与区域总体趋势不同

的是，固定宽带的采用甚至超过了移动宽带，自

2010年SG-SCS海底光缆投入使用后，增长水平有

目共睹。218

政府政策：电信行业的监管目前是由公益事

业委员会（PUC）和国家频率管理机构（NFMU）
进行的。为实现电信行业的现代化和自由化，

经多年制定的新立法于2016年7月获得国民大会

通过。该法案规定组建新的监管机构 – 电信管理

局，同时全面实现电信行业的自由化，扩大服务

并为偏远地区建设基础设施。219 2016年《电信

法》亦规定在相关部规定的日期（开始日期）将

NFMU的职能转入电信管理局。圭亚那合作共和

国政府正在努力建设一个具有全面竞争力和高效

的知识型和高素养社会，将圭亚那提升到区域ICT
中心的战略地位。

结论：圭亚那ICT行业的变革不断取得进展，

使人们得以用合理的价格获得不同通信手段。随

着圭亚那重大行业改革（包括重要变革）的进

行，ICT行业巨大增长潜力将得到发掘，从而确保

ICT环境的发展，促进竞争，加大服务采用并推进

社会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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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5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2.7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6.3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3.2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0.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7.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3.5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8.2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55.7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8.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4.0 6.6 4.2

-2 至 10 Mbit/s 20.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5.5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海地

过去十年里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使海地电信行

业的现有基础设施遭受了重大损失。近期的一些

努力，尤其是实现主体运营商民营化和在市场中

引入竞争，对行业发展至关重要。220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由两大运营商Digicel 
和Natcom控制，前者拥有近四分之三的市场份

额。海地的固定线路基础设施不发达，与邻国相

似，随着移动市场拥有更多繁荣发展的空间。尤

其随着移动银行和其他数据业务的普及，两家运

营商都有意扩大其业务覆盖面，在长期演进技术

（LTE）方面，随着运营商们开展试运行，为拍

卖做准备，2016年年中已向他们授予特许经营

权。221 监管机构目前正在努力落实号码便携性要

求，这应该会增强该领域的竞争力，提高业务质

量。222,223

固定业务：海地的固定业务欠缺基础设施和

投资。国有TELECO于2010年部分私有化之后，成

为了Natcom，随着投资和网络建设增加，产生了

许多积极效果。因此，固定宽带在海地得以更加

广泛地提供，Natcom在批发方面也有所行动，将

自己的基础设施提供给多家其他互联网业务提供

商使用。224

政府政策：电信监管机构国家电信理事会

（CONATEL）负责监督行业发展，包括频率指配

和业务许可。但是，ICT业务的扩展和采用还必须

考虑政治和经济挑战，收入和教育不平等仍然是

主要障碍。为了克服这些挑战，自2011年起，政

府对国际通话征税，以便为教育计划提供资金。

结论：海地电信行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因为大部分市场尚未开发。随着竞争和投资水平

的提高，固定线路和移动领域的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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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1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9.1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7.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0.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2.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0.8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0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9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6.6 6.6 4.2

-2 至 10 Mbit/s 8.7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4.7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洪都拉斯

电信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政府引入更

多投资和弥合数字鸿沟的努力正在改变洪都拉斯

的ICT行业。

移动业务：移动签约大部分采用预付费模

式，这种模式占总量的90%以上。由于目前由三

家运营商（其中一家为国有）参与的移动业务方

面竞争端倪渐显，吸引了国际投资，有意拓展业

务覆盖面并探索尚待开发的市场领域。移动宽带

领域一直稳步增长，受用户欢迎的程度比固定宽

带高出好几倍。LTE技术由Tigo Honduras公司于

2014年年底首次推出，竞争者Claro公司紧跟其

后，而国有洪都拉斯电信公司（Hondutel）则落

在后面。225,226 对移动行业的另一个重要诱因是日

益流行的移动货币支付。尤其在像洪都拉斯这样

的国家，仅有20%的人口持有金融机构账户，因

而移动支付是个受欢迎的替代方案。227

固定业务：固定业务的使用远低于区域水

平和全球水平。此外，边远农村地区没有得到过

任何投资，服务一直不足，尤其是在固定宽带方

面。随着近期投资主要针对光纤网络建设，DSL和
有线调制解调器技术广泛使用。与该国电信行业

的其他领域类似，固定宽带业务相对昂贵，这是

增加使用量的另一个障碍。228

政府政策：负责行业监管的机构是成立于

1995年的国家电信委员会（CONATEL）。该委员

会监督电信行业的各个方面，从频谱拍卖和许可

到普遍接入计划和消费者权利，不一而足。近年

来，国家电信委员会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弥合数字

鸿沟的计划，例如着重于向学校和公共区域提供

免费互联网接入的“人民的互联网”（Internet 
del Pueblo）和注重于向公众介绍ICT的教育计

划“ICT培训”（Capacitaciones en  
TICs）。229 政府对其他领域也十分重视，于2016
年推出了国内首个互联网交换点，并组织了多频

段频谱拍卖（频率范围为700 MHz、900 MHz和
2 500 MHz），旨在吸引更多运营商进入市场，提

高竞争力。230,231

结论：洪都拉斯电信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

几乎所有领域的潜力都尚待开发，目前的业务发

展具有增长的空间。政府正在努力吸引投资，促

进竞争，同时引导公众为使用ICT业务做好准备。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75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国

别
概
况

洪都拉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3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8.9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4.5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7.9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2.9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2.1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7.1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6.5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4.8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6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1.8 6.6 4.2

-2 至 10 Mbit/s 65.1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1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匈牙利

匈牙利拥有发展良好的移动基础设施，移动

蜂窝普及率很高。移动宽带人口覆盖几乎已经完

成，而签约用户数量仍尚未达到其欧洲邻国的水

平。固定市场由老牌运营商主导，但固定宽带行

业的竞争正在加剧，普及率接近欧盟平均水平。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的私有化始于1993
年，当时国有运营商Matáv-匈牙利电信有限公

司的一些股份被卖给了德国电信和Ameritech 
International。2000年，德国电信成为该运

营商的大股东，该运营商今天被称为Magyar 
Telekom。232 Magyar Telekom继续在移动市场占

有最高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竞争对手匈牙利电

信和沃达丰。第一个MVNO于2012年开始使用沃

达丰的网络提供服务，但今天只有一个完整的

MVNO继续在市场上运营（UPC），而剩余的MOL 
Mobile和Blue Mobile等MVNO则为知名分销商，据

估计，就移动蜂窝签约用户而言，其总体市场份

额低于1%。所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都持有提供

3G和LTE服务的许可证。虽然移动宽带网络人口覆

盖接近100%，但与欧洲平均水平相比，移动宽带

的采用要慢得多，而且普及率较低，与匈牙利的

邻国相比亦如此。233

固定业务：2001年，固定电话是匈牙利最后

一个完全自由化的市场。234 老牌运营商Magyar 
Telekom仍然是市场领导者，拥有大约50%的固定

电话签约用户份额。宽带市场上存在着基于基础

设施的激烈竞争。匈牙利的主导技术是电缆，其

次是DSL和FTTx。超过60%的家庭可以使用电缆，

高于欧洲平均水平（kormole，2014年）。虽然

Magyar Telekom是固定宽带市场的领先者，但其

主要竞争对手UPC和Digi已经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

额。

政府政策：匈牙利于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

随着加入，政府采取了措施，根据欧盟政策放开

电信行业。2004年，匈牙利的《电子通信法》基

于欧洲联盟标准引入监管。其主要目的是为电信

市场的有效竞争创造条件。该法案还引入了移动

和固定号码可携带性（MTITC，2016年）。作为

欧洲联盟成员国，宽带发展目标符合欧洲的数字

议程。匈牙利的目标是到2018年实现至少30兆比

特/秒的宽带覆盖，到2020年实现至少100兆比特/

秒的50 %的覆盖。235 2014-2020年国家信息通信

战略使政府参与到国家骨干网络的建设之中。所

有政府机构都将与高速互联网相连，尤其侧重于

匈牙利农村地区的公共机构。236

结论：匈牙利发展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

的电信市场。作为欧洲数字议程的一部分，匈牙

利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来推动这一发展并增加

NGA基础设施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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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2.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3.8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9.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8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7.8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2.4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1.0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0.4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9 0.6 4.2

-2 至 10 Mbit/s 6.9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1.2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冰岛

冰岛拥有成熟和先进的电信市场。由于人口

能够快速适应新技术，固定和移动服务的普及率

很高，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移动业务：冰岛拥有竞争激烈的移动市

场，价格合理，普及率高。三个主要运营商 – 
Nova，Siminn和Vodafone – 的市场份额几乎相

等。Nova和Operator 365于2007年开始提供服

务，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竞争。移动宽带普及率非

常高，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此外，3G服务于

2007年首次推出，LTE由运营商Nova于2013年推

出，几个月后又推出了Siminn（PTA，2015年）。

如今，大多数人口都受到3G和LTE服务的覆盖。冰

岛监管机构PTA于2017年4月启动招标，在四个频

段拍卖额外的LTE频谱。237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Siminn于2005年私

有化，在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市场中拥有最高的

市场份额。其他运营商正在与Siminn进行有效竞

争，并推动价格下跌。固定电话普及率虽然与

全球固定移动替代趋势一致，但在该国仍处于高

位。固定宽带普及率也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固定

宽带服务的价格非常实惠。下一代网络继续由两

家主要运营商Mila和Gagnaveita Reykjavikur迅速

扩展，他们的网络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人口。

因此，固定语音服务正从公共交换电话网走向

VOIP。

政府政策：尽管冰岛政府在2015年暂停了

欧盟成员国的谈判，但该国仍是欧洲经济区的一

部分。通过欧洲经济区，冰岛成为欧洲单一市场

的一部分，并遵守欧盟电信监管框架。238 因此，

冰岛采用了欧盟有关电子通信的指令，并开放了

电信市场。高速互联网已经在冰岛广泛使用，但

仍然是用户和政府的主要关注点。2016年，冰岛

议会Althingi批准了一项400万美元的高速网络发

展项目。这个公共电信通信结构基金在2017年和

2018年继续支持农村FTTH项目。根据政府报告

（PTA，2015年），政府希望缩小私营运营商服

务不足地区的数字鸿沟，因为这些地方的“公民

因缺乏可行的互联网连接而受到人权损害”。

结论：冰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社会之

一。高速移动和固定网络遍及冰岛。冰岛的几乎

所有人都是在线和热心的互联网用户。政府继续

促进服务欠缺地区的网络扩展，并建立了支持竞

争和创新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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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3.6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2.6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3.3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2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8.3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7.3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7.9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90.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9.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2 0.6 4.2

-2 至 10 Mbit/s 0.4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9.5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印度

这个庞大的市场正在从分散的区域业务提供

环境向以日益强化的行业整合和全国范围运营商

为特征的环境演变。 

移动业务：市场已经从按区域发放牌照向

具有更高整合性的全国覆盖发展。开展蜂窝移动

业务的提供商有13家，其中5家在全国范围内运

营。最大的运营商是那些在全国或接近全国范围

内运营的，前4家拥有近70%的签约用户。巴帝

电信（BHARTI）处于市场领导地位，其次是沃达

丰、IDEA和国有的Bharat Sanchar Nigam有限公司

（BSNL）。印度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移动签约用户

量。使用3G技术的移动宽带于2008年推出。自

2012年来，举办了多场LTE频谱拍卖，运营商逐渐

使用不同的频率推出LTE。由于2016年时只有59%
的移动互联网签约用户使用宽带，因而还有增长

的空间。

固定业务：8家业务提供商提供固定电话业

务，但没有一家是全国性的。最大的两家固话线

路运营商BSNL和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有限

公司（MTNL）均为国有企业。BSNL在除德里和

孟买之外的所有地方运营，而MTNL则在德里和

孟买运营。固定电话普及率很低。前10位的互联

网业务提供商拥有的签约用户量占98%。2016年
时，DSL几乎占固定宽带签约量的四分之三，而光

纤不到2%。国家骨干网拥有超过100万公里的光

纤。最大的运营商为BSNL，而一些其他运营商拥

有的骨干网更有限，铁路公司（Railtel）和电力公

司（PowerGrid）还出租光纤。“国家光纤网络”

（NFON）属公有私营伙伴关系，目的是将光纤骨

干网延伸至农村地区。印度与十多条海底光缆相

连，与邻国有跨境地面链路，是内陆国家不丹和

尼泊尔国际通信能力的主要来源。印度国家互联

网交换中心（National Internet Exchange of India）
于2008年由政府成立，在7个城市拥有接入点。孟

买融合枢纽（Mumbai Convergence Hub）于2014
年才启动，现已发展成为南亚最大的互联网交换

中心，拥有60多个参与方。

政府政策：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于1997
年成立，对行业进行监管。相关的立法仍然是

1885年《印度电报法》，该法经过了多次修订。

政策制定分别由电子信息技术部和通信部进行，

前者负责除许可之外的相关互联网事宜，后者负

责电信。2012年的“国家电信政策”促成了全国

性牌照的推出。该政策呼吁到2020年时，在农村

地区实现100%的移动普及率，认可宽带是基本需

求，以及到2020年时实现2 Mbps的下载速度，包

括届时实现100 Mbps的速率。“数字印度”是旗

舰政府计划，旨在将印度转变为数字赋权的社会

和知识经济。这是一个总体计划，覆盖了若干政

府机构和部门，主要围绕三个关键领域：数字基

础设施是每位公民均可享用的公用事业、按需进

行治理和提供服务、以及公民的数字赋权。

结论：这个庞大的国家引领着基于ICT的外包

业务。政府努力将骨干网延伸至农村地区并实现

更大的规模经济，以期降低成本，增强价格承受

能力，并可能缩小农村和城市地区在ICT接入方面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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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7.3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5.8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8.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4.5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5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5.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5.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3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7 2.4 4.2

-2 至 10 Mbit/s 45.6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7.7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印度尼西亚

在这个绵延分散的群岛国家，运营商的网络

正在向采用最新移动和固定技术过渡。

移动业务：尽管有7家运营商提供移动业

务，但市场由最大的三家主导，提供全国范围的

业务，在2016年时，这三家共占85%左右的市场

份额。最大的公司是TELKOMSEL，45%的股份由主

体固定线路运营商PT Telkom所有，其余由新加坡

电信（Singapore Telecom）所有。另外两家分别

为卡塔尔OOREDOO 的子公司INDOSAT，和马来西

亚亚通移动集团（AXIATA）的子公司XL。2G网络

的人口覆盖面很广，到2011年时，移动电话签约

用户量已超过印度尼西亚的人口数量。由于使用

多个SIM卡，实际可用性水平很低：“国家社会

经济调查”发现，2015年时，88%的家庭拥有1部
移动电话（城市地区为93%，农村地区 
83%）。239 3G网络于2006年部署，移动宽带至今

已提供十年有余。所有主要运营商均于2014年推

出了LTE。智能手机普及率快速增长。

固定业务：主体运营商PT Telkom于1995年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了部分民营化。政府持

有其52%的股份。PT Telkom是固定电话业务市场

的领军者。这家运营商通过传统铜线提供服务，

但也制定了长期计划，将铜线转换为三合一（话

音、数据和视频）的光缆。PT Telkom过去运营的

是固定无线CDMA电话业务，但于2015年将其关

闭，剩下的签约用户转移至其移动网络。其他运

营商使用无线本地环路提供固定电话业务，或将

这项业务作为有线电视或光纤签约捆绑服务的一

部分。PT Telkom提供ADSL和日益普遍的光纤（

最高达100 Mbps），是领军固定宽带市场的参与

方。该公司在固定宽带领域与有线电视和新入市

的、基于光纤的公司竞争。若干固定无线运营商

的网络已经部署或正在转为LTE。有一条80 000多
公里、覆盖范围广泛的国内骨干网，通过环式结

构的海底光缆连接主要岛屿，提供冗余。印度尼

西亚还发射了若干颗针对国内连接的卫星，而偏

远村庄则通过VSAT连接。该国还与十多条区域海

缆和洲际海底光缆相连。首个互联网交换中心于

1997年启动，截至2016年年底，数量已达12个。

政府政策：通信和信息技术部（MCIT）制

定政策，并对电信行业进行监督。2014年，政府

启动了“印度尼西亚宽带计划”，以期到2019年
时，向所有政府办公室、医院和学校提供速度至

少为2 Mbps的固定宽带接入。印度尼西亚电信管

理局（BRTI）是经授权的行业监管机构。

结论：竞争引入一段时日后，移动和宽带业

务的使用量增加了。其中一个结果是主要设施的

重复建设影响了价格可承受性。宽带计划呼吁基

础设施共享，实现瓶颈设施的开放式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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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2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73.8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5.7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3.8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4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2.3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9.1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7.3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1.2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3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3.6 2.4 4.2

-2 至 10 Mbit/s 12.7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3.7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电信发展方面已取得进

展，特别是移动宽带增长强劲。

移动业务：部分私有化的老牌电信运营商

伊朗电信公司（TCI）凭借其移动业务子公司伊

朗移动通信公司（MCI）在移动市场上稍占优

势。2006年，南非的MTN集团掌握了IRANCELL
品牌49%的所有权，从而进入伊朗移动市场成为

MCI的竞争对手。最近出现了一些较小或只开展

区域性业务的运营商。随着MTN进入市场，伊朗

的移动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在MTN
开始进入市场时，只有1%的人口签约了手机业

务。到2016年，移动业务签约用户数超过了人口

总数。93%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94%在城

市地区，88%在农村地区）。240 移动宽带尚处于

初期阶段，但发展迅速。2012年MCI推出3G 服
务，2014年MTN推出3G和LTE服务。 

固定业务：TCI是唯一的固定电话服务提供

商。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普及率相对较

高。TCI在固定宽带市场占主导地位，提供速度高

达50 Mbps的ADSL和光纤网络服务。WiMAX提供

商正在寻求迁移到LTE提供固定无线接入。骨干

网络由伊朗电信基础设施公司（TIC）运营，该公

司拥有大规模国家光纤骨干网和总计超过20万公

里的城市环网。自1992年，伊朗就连接了海底电

缆，目前在使用的国际海底光缆系统有六个。此

外，还与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建立了跨

境地面连接，并向内陆国家阿富汗、亚美尼亚和

土库曼斯坦提供国际带宽。五个主要城市建立了

IXP。虽然IXP于2016年才建立，但已承担了庞大

的通信量处理工作。 

政府政策：信息和通信技术部（MICT）是邮

政服务、通信和信息技术的主管部门。通信管理

局（CRA）于2003年成立。宽带是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第五个五年（2011-2015年）发展计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计划要求到2016年实现3 600万个宽

带连接，并在伊朗十大城市部署FTTP网络。由于

国际制裁的影响，该计划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但实现更高程度的的宽带连接仍是第六个五年

（2016-2021年）发展计划的目标。

结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在全国范围实

现了广泛的移动网络覆盖，并建成国家光纤骨干

网。自最近光纤骨干网部署以来，基本移动接入

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移动宽带也一直呈快速增长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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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8.4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7.3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8.2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7.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4.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0.4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6.5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0.0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1.4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2.4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9.6 2.4 4.2

-2 至 10 Mbit/s 47.8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2.5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伊拉克

虽然国内危机不断，对基本服务造成极大威

胁，但伊拉克的移动服务市场仍竞争激烈。在伊

拉克的许多地区，移动行业运作良好。由于有三

家移动运营商相互竞争，伊拉克的蜂窝移动和移

动宽带服务价格相对较低，但固定宽带服务的价

格仍居高不下。

移动业务：伊拉克的移动宽带普及率低于阿

拉伯国家区域的平均普及率。在伊拉克，移动服

务竞争激烈，并在快速增长。目前，许多移动网

络站点无法使用，运营商正集中精力在能够轻松

访问的站点维护他们的服务。三家移动运营商 – 
Zain Iraq、Asiacell和Korek Telecom – 确保了市场

竞争。2015年，Zain率先推出3G服务，随后其他

移动运营商相继推出这项服务，均采用2 100 MHz
频段。阿尔卡特-朗讯和Regional Telecom已在伊拉

克北部使用1 800 MHz频段部署LTE服务。伊拉克

的移动货币服务不断发展。 

固定业务：与移动市场不同，固定业务市场

仍然是垄断市场。伊拉克电信邮政公司（ITPC）
是伊拉克唯一的固定网络运营商。对发展固定电

信行业的投资很少或几乎全无兴趣。最近，伊拉

克通信部（MoC）与光纤网络运营商ScopeSky合
作启动了光纤到户（FTTH）推广项目。库尔德斯

坦地区的主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Newroz telecom
出租其光纤网络并提供无线互联网服务。

政府政策：两个政府机构负责管理伊拉克的

电信许可：通信部（MoC）和通信与媒体委员会

（CMC）。通信部负责两家国有公司的运营：伊

拉克电信邮政公司（ITPC）和国家互联网服务公

司（SCIS）。ITPC负责光纤网络、微波骨干网和

有限的固定无线本地环路（WLL）CDMA网络，而

SCIS负责伊拉克的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通信、为

政府机构提供无线互联网接入、DSL和拨号VOIP
服务以及互联网协议（IP）地址注册。CMC是伊

拉克的主要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电信和媒体、颁

布频率管理政策以及无线和电信服务许可。CMC
是根据伊拉克宪法和第65号令建立的伊拉克第一

个独立的媒体和电信监管机构。CMC的目标是根

据现代国际标准规范和发展伊拉克的媒体和电信

行业。 

结论：虽然目前伊拉克电信行业的发展受到

危机的影响；但可以预料未来移动通信和移动宽

带市场将有增长的机会，亦将越来越注重发展更

强大的固定电信行业。运营商已开始为未来做准

备，期望移动数据业务量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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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7.6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7.1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5.1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6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9.4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7.5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8.8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9.8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1.2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0.0. 30.7 4.2

-2 至 10 Mbit/s 30.0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0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爱尔兰

爱尔兰的电信市场非常发达，移动和固定服

务的普及率很高。两个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下

一代接入（NGA）网络得到发展。

移动业务：爱尔兰拥有先进、竞争的移

动市场。移动宽带的普及率远高于欧洲平均水

平，预付费和后付费服务的价格均在可承受的范

围。2001年，沃达丰收购了老牌运营商Eircom（

现Eir）的移动分公司Eircell，在移动宽带签约用

户数量方面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继2015年运营商

Three收购O2/Telefonica之后，Three就成为爱尔兰

移动市场的主要运营商。由于Three的3G和LTE数
据流量高，为引导市场发展做出了贡献。241 2015
年，两家新的移动运营商维珍传媒公司（Virgin 
Media）和ID进入市场，进一步促进了竞争水平的

提高（通信监管委员会，2016年）。

固定业务：爱尔兰的老牌运营商Eir在竞争激

烈的固定宽带市场占主导地位，领先维珍传媒、

沃达丰和天空公司（Sky）等竞争对手，这些竞争

对手近年来通过单业务和捆绑业务产品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客户。242 固定宽带普及率略低于欧洲平

均水平。爱尔兰采用的主要宽带技术是xDSL，近

来VDSL签约用户数量增长非常快，2015至2016年
增长超过25%（通信监管委员会，2016年）。包

括Eir、Enet、Siro和沃达丰在内的运营商不断加大

光纤技术投资。Eir称，自2012年以来，该公司在

NGA网络上的投资已超过了4.4亿欧元，目标是到

2020年人口覆盖率达到80%以上。243

政府政策：根据欧盟的《完全竞争指

令 》 ，爱尔兰电信市场于1998年开放。欧盟政策

继续对市场产生影响。2012年通过的《爱尔兰国

家宽带计划》符合欧洲数字议程的目标，即，到

2020年，30 Mbit/s网速的覆盖率达到100%，100 
Mbit/s以上网速的家庭签约率达到50%。这项计划

旨在促进基础设施投资，营造扶持性的立法和监

管环境，开展前沿ICT研究。244 正如宽带战略所强

调的那样，政府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速可靠

的宽带互联网接入。“国家干预”战略旨在通过

大规模的宽带基础设施计划，将爱尔兰境内尚没

有NGA网络或未规划NGA网络的每个场所都连接

起来。245

结论：爱尔兰和欧盟的电信政策使爱尔兰发

展成为一个高度互连的社会。宽带接入的宏伟目

标以及全面的宽带基础设施计划突出了爱尔兰继

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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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8.7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2.9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2.0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4.5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4.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9.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8.3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9.4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9 0.6 4.2

-2 至 10 Mbit/s 14.8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以色列

以色列老牌运营商Bezeq依然占据以色列电

信市场的主导地位，但面临的竞争日益加大。以

色列的固定业务普及率与欧洲平均数持平，但在

人们对高速率移动宽带业务需求的推动下，充满

活力的移动行业持续增长。

移动业务：以色列的移动市场充满了活力和

竞争。以色列老牌运营商Bezeq（目前其品牌名

称为Pelephone）于1991年开始实行民营化，之后

于1994年，移动市场向第二家运营商（Cellcom）

开放。截至2017年底，以色列移动市场上共有

五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和若干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MVNO），其中包括MNO伙伴通信公司、热点

移动和Golan电信公司。246 后两个运营商以低价

格产品和服务于2012年打入市场，且目前已获

得了较大市场份额，同时加剧了运营商之间的竞

争。2018年初，另一家MNO（移动网络运营商） 
– Xphone – 也以低价格产品和服务打入市场。以

色列的移动宽带普及率与日俱增，目前已超出欧

洲平均数。各运营商继续在3G和LTE网络方面投

资，且3G已几乎覆盖全部人口。247 LTE网络主要

覆盖人口密集的中心区域，但也日益在全国普及

开来。

固定业务：以色列的固定宽带普及率稍低于

欧洲平均数。前国有服务提供商Bezeq继续占据

固定电信市场主导地位，尽管其垄断地位于1999
年结束。Bezeq面临有线运营商HOT（热点）的强

有力竞争，后者于2002年将有权提供宽带和电话

业务的若干公司汇聚一起并开始提供业务。除来

自有线方面的竞争外，2015年出现了经过老牌运

营商网络的批发市场方面的设施竞争。按照通信

部长发布的全新批发市场框架，目前九家运营商

在通过老牌运营商的网络基于比特流接入提供互

联网服务，其中包括MNO、Cellcom和伙伴通信

公司。在下一代接入（NGA）网络方面，Bezeq
和HOT都在进行光纤到大楼（FTTB）和光纤 – 同
轴电缆混合网络建设方面的投资，目的是加快互

联网速率（通信部，2016年）。此外，由以色列

电力公司主导的、称作“无限制”（Unlimited）
的一家合资企业正在在以色列部署独立FTTB网
络。248 以色列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很高，尽管随着

世界范围内移动取代固定趋势的发展，这一普及

率也在呈下降趋势。

政府政策：以色列不存在独立的监管结构，

但通信部参与制定有关信息通信技术（ICT）的

政策并负责出台相关规则条例。通常会成立得到

专门任命的政府委员会来就重大政策和改革做出

决定。249 在电信领域，政府一直在遵守“逐步自

由化和民营化”的途径行事，且于2005年卖掉了

政府拥有的老牌运营商Bezeq的控股股票。以色

列的电信政策以欧洲联盟最佳做法为基础，如将

Bezeq网络向其竞争对手开放 – 分别于2008年和

2011年由Gronau和Hayek委员会建议。250 为了推

动NGA网络的建设并充分实现高速基础设施带来

的益处，以色列政府于2013年通过了“数字以色

列”举措。该举措的核心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光

纤网络。251

结论：近几十年来，随着ICT市场的有力发

展，以色列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连接的社会。不

仅NGA在发展，而且使用互联网的以色列人也与

日俱增。政府支持该行业的发展并通过了“数字

以色列”举措，以优先建设NGA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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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8.9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6.7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5.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2.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1.6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7.6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8.4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6.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1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30.1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9.9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意大利

从收入方面而言，意大利电信市场在欧洲

为第四大市场。近年来，移动市场已发生极大变

化，且市场结构和竞争定会更加激烈。虽然在欧

洲区域该国移动普及率很高，但在连接数量和质

量方面，固定宽带市场却仍然落后。

移动业务：意大利的移动市场竞争激烈，

蜂窝移动电话和移动宽带业务普及率很高。与欧

洲联盟多数市场不同，意大利移动市场的主要用

户是预付费客户（2015年比例约为80%），而且

其特点是一人拥有多个用户识别模块（SIM），

这也是该国蜂窝移动电话普及率很高的原因之一

（Wind Telecomunicazioni集团，2015年）。老牌

运营商意大利电信于1997年实现民营化，但竞争

的最初出现是随着运营商Omnitel（目前的沃达

丰）于1995年进入市场而出现的。Wind于1999年
开始提供业务，之后Blu于2000年开始提供业务（

经合发组织（OECD），2001b）。Blu于2002年停

止提供业务，且H3G成为了意大利的第四家移动

网络运营商。2016年，H3G与Wind合并，组成了

意大利移动运营商Wind Tre。经过这些变化，目

前意大利移动零售市场上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 – 所有三家运营商在移动终接批发市场

均享有主导地位 – 这三家运营商各拥有约30%的

市场份额。其余市场份额属于另外约20家移动虚

拟网络运营商（MVNO）。所有MNO都在提供LTE
业务，并在大量进行扩展下一代接入（NGA）的

投资。扰动了法国电信市场的Iliad电信集团在获

得了H3G-Wind的部分频谱资产后已准备在意大利

推出业务。252

固定业务：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地签约使用

高速宽带业务，固定线路用户正在腾飞发展。然

而，固定宽带普及率却低于欧洲主要国家，而且

低于欧洲平均数。固定运营商正在做出扩大高速

网络的投资 – 在公开通告的速率方面，这类网络

依然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面对为数众多的其他

运营商日益加大的竞争，老牌运营商意大利电信

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在信息通信技术（ICT）接

入方面，意大利存在严重南北差距 – 中北部的普

及率远远高于南部（AGCOM，2015年）。

政府政策：由于意大利是欧洲联盟的创始

成员之一，因此其电信政策与欧洲联盟的框架一

致。近年来，欧洲联盟和国内政策制定机构的重

点都放在了高速宽带网络的扩展上。为了实现《

欧洲数字议程》确立的具体目标，意大利于2015
年通过了其NGA战略。该战略旨在为基础设施发

展创建有利条件，包括绘制现有基础设施地图、

出台税收激励机制并为私营运营商提供补贴（赠

款）。此外，在私营市场不能提供接入时，政府

将直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AGCOM，2015
年）。

结论：意大利的电信市场十分成熟，在移动

市场方面尤其如此。私营运营商和国家政府都在

为高速宽带网络进行投资，以增加宽带接入并提

高速率，同时消除本国不同地区间存在的数字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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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4.9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1.3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7.9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1.3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4.3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1.7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5.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7.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8 0.6 4.2

-2 至 10 Mbit/s 32.0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7.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牙买加

牙买加的电话服务无处不在。从签约用户

看，移动行业占据主导地位，领先于固定服务，

具有更高的可用性和通过预付费服务控制支出的

能力。然而，在宽带基础设施和覆盖方面仍有相

当大的改进空间。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由两家运营商主导 – 牙
买加大东电报公司和Digicel – 两家均提供语音和

数据服务，并拥有自己的网络基础设施。253 第
三家网络运营商Symbiote Investments Limited获
得了15年的运营牌照，并于2016年底开始提供服

务。LTE技术的部署相对较晚，三家运营商都获得

了必要的频谱权。254 政府正通过邀请移动虚拟网

络运营商（MVNOs）竞标牌照来促进日益激烈的

竞争。

固定业务：固定业务市场由三家运营商共

享 – Digicel、牙买加大东电报公司、Columbus 
Communications Jamaica （大东电报公司和

Columbus Communications从2015年8月起就以统

一品牌FLOW投入运营）。2014年，牙买加建立

了第一个本地互联网交换点（IXP）。根据公共

事业管理办公室（OUR）和IXP项目执行机构eGov 
Jamaica Limited的说法，本地IXP的建立将有助于

提高服务质量，并能立即为本地ISP节省成本。

政府政策：科学、能源和技术部负责提

供总体政策和立法框架，以指导电信行业的发

展。OUR于1997年开始运作，主要负责监管电信

行业，而频谱管理局则负责处理与频谱有关的事

宜。OUR负责监察电信行业的发展，务求提供持

续及有效率的服务，并在2015年推行号码可携服

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办公室目前正在修订

行业条例，并已制定服务质量规则以及确定固定

和移动终接费率的长期递增成本模型。OUR正在

最后确定基础设施共享的规则和导则，以确定有

关电信服务和设施的客户合同中哪些合同条款可

视为不合理和不公平条款。OUR目前从事编号计

划的区域整改规划，其新的658区域代码将于2018
年5月推出。这还需要在该国引入10位拨号。

结论：牙买加电信行业是一个自由市场，政

府的作用仅限于通过运用适当的立法和监管工具

促进创造有利的环境。牙买加已普及了电话，现

在正致力于落实旨在扩大岛上宽带网络和提高宽

带使用率的各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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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3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7.0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8.9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5.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8.8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0.8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9.6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0.3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8.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0 6.6 4.2

-2 至 10 Mbit/s 32.3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4.7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日本

政府规划、研发投资和成熟的消费者推动

日本迅速采用最新技术，实现广泛的高速ICT覆

盖。

移动业务：老牌运营商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

社（NTT）通过其子公司DoCoMo在移动市场占主

导地位，其次是KDDI和软银（Softbank）。移动

通信普及率较高，通信使用趋势调查发现，2015
年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达到96%。255 日本在高速

移动通信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于2001年率

先推出3G服务。到2008年，3G服务的覆盖率已达

到100%，2G服务于2012年终止。日本是2010年首

批部署LTE的国家之一，2015年推出了下载速度达

到370 Mbps的LTE-Advanced服务。计划于2020年
部署5G网络。

固定业务：NTT自1985年开始私有化。《NTT
法》要求政府持股不得低于三分之一。1997年
《NTT法》得到修订，将NTT分拆为两个区域公

司（NTT东日本和NTT西日本）以及一个长途公

司。NTT是最大的固定电话服务运营商。它已逐

渐将客户从铜线电缆迁移到光纤链路。虽然移动

服务普及率很高，但在2016年，日本拥有固定电

话的家庭达到72%。256 NTT是最大的固定宽带零

售运营商，同时也为其他服务提供商提供光纤网

络批发接入服务。截至2017年3月底，FTTP用户占

固定宽带签约用户的76%，其余为ADSL、同轴电

缆和固定无线接入用户。到2015年，日本家庭的

超高速宽带（即下载速度在30 Mbps或以上）安装

率达到99.98%（包括移动通信）。NTT和KDD都拥

有大规模的国家光纤骨干网，包括环绕日本列岛

的海底电缆网络。日本是区域间和跨太平洋海底

电缆系统的主要枢纽，拥有17个海缆登陆站。全

国共有16个IXP，日本网络接入点（JPNAP）是亚

太区域通信量最大的IXP。 

政府政策：总务省（MIC）负责行业监督和

监管。电信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85年的《电

信事业法》（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制定多年计划的传统，

例如2001年的e-Japan计划，2005年的u-Japan计
划和2009年的i-Japan计划，以指导行业发展并确

保日本在ICT领域保持领先地位。2017年，总务

省制定了称为“物联网（IoT）综合战略”的基本

战略，预见了基于物联网的社会。该战略的理念

是通过人工智能（AI）分析物联网设备收集的大

数据，从而针对社会挑战提供准确的解决方案。

例如，总务省一直倡导为共享经济、农业、医学

和医疗保健等领域使用物联网的服务建立参考模

型，并在日本各地推广这些模型。总务省还试图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社会中并开发更智能的人

工智能。

结论：无论是在开发、试验和采用最新技术

方面，还是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

方面，日本都是ICT领域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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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0.2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3.5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3.2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9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0.9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6.8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6.2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5.0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1.7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0 2.4 4.2

-2 至 10 Mbit/s 5.4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3.5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约旦

约旦一直是本地区发展、推广和应用信息

通信技术的领先者。电信行业有三家移动运营

商：Zain、Orange和Umniah。此外，还有一些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还提供FTTH和其他数据通信业

务。

移动业务：在阿拉伯国家中乃至在全球，

约旦的移动通信普及率都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

近几年，特别是三家移动运营商在2015年开始部

署LTE之后，移动通信普及率一直快速增长。移

动行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Zain成立于1994
年；Orange是第二大移动运营商，2000年开始提

供给服务；第三家运营商Umniah在2005年获得牌

照。约旦是阿拉伯国家地区首个所有移动运营商

同时提供LTE服务的国家之一。电信监管委员会

（TRC）已为LTE划分了1 800 MHz、2 300 MHz和
2 600 MHz的频率。过去三年，约旦运营商在3G/
LTE和FTTH部署方面投入巨资。约旦电信服务税是

世界上最高的，而移动业务的价格在阿拉伯国家

中是最低，这主要归功于移动运营商之间的激烈

竞争。

固定业务：在过去几年中，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ISP）进行大量投资，因此约旦固定宽带增长

迅速。网速在10-300 Mbit/s之间不等，价格相对

有竞争力。由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光纤网络部

署和价格方面竞争激烈，互联网用户比例高于阿

拉伯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平均水平。

政府政策：电信监管委员会是阿拉伯国家

历史最悠久的监管机构之一。它是根据1995年的

电信法和2002年的修订法成立的财务和行政独立

的管辖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监管信息通信技术和

邮政业。政府于2003年发布了首份信息通信技术

和邮政业的政策声明，重点是开放移动及固定通

信业。该政策的主要进步体现在为第三家移动运

营商发放经营许可证。2007年发布的第二份政策

声明侧重为有效竞争创造必要条件，并确保监管

委员会的有效性。监管委员会根据这项政策建立

了统一的许可制度，为固定宽频市场的竞争打开

了大门。2012年，约旦政府批准了第三份政策声

明，重点是打造一个全面竞争的电信环境。在此

期间，所有移动运营商都获得了3G/LTE电信业务

的频率牌照。监管委员会要求约旦移动网络运营

商支付10%的年度营业收入。

结论：约旦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在过去15年
中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使约旦成为阿拉伯国家区

域内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约旦大部分地区都

有3G和LTE网络，FTTH在城市迅速展开。政府拥

有一个全国性的宽带网络，为公共设施、医院、

大学、学校和政府机构提供高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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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6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6.3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0.0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6.8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5.8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2.9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9.9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4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0 30.7 4.2

-2 至 10 Mbit/s 13.9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1.1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拥有高度发达的蜂窝移动网络

基础设施。电信服务的价格相对较低且在持续下

降。由此，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区域移动宽带普

及率最高的国家，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方面也

处于区域领先地位。

移动业务：目前，移动通信市场是电信行业

中最具活力的市场。哈萨克斯坦有三家蜂窝移动

运营商：Kcell257（Kcell、Activ）、Kar-Tel 
（Beeline）258 和移动通信服务公司（Tele2、 
Altel）。259,260,261 2011年引入3G技术。到2015年，

已覆盖居民超过10 000人的所有定居点。2012
年推出第一个LTE网络。到2014年，LTE网络已

覆盖人口超过5万人的城镇。计划到2017年底在

各地区中心提供LTE服务。截至2016年底，LTE
签约用户数量突破200万。蜂窝移动电信运营商

可使用GSM、DCS-1800（GSM-1800）和UMTS/
WCDMA（3G）频段提供LTE服务。近年来，实施

了农村电信网络发展项目。CDMA/EVDO网络覆盖

了农村地区。无线本地环路（WLL）基站取代了

过时的模拟交换机（PBX）。居民人数在50人或

以上的聚居地享受到了电话服务和高达3.1 Mbit/s
的宽带互联网服务。262 其中许多（801 ）于2016
年安装。263 同年，推出移动号码携带（MNP）服

务。264 

固定业务：2008年，国有电信运营商哈萨

克电信（Kazakhtelecom）完成了1997年启动的

国家信息回传网络建设项目。到2008年，部署

了超过11 500公里的光纤线路。265 该网络连接了

区域中心、阿斯塔纳市和阿拉木图市。使电子政

务得以进一步发展，确保了高质量的互联网和电

话服务，并为国际互联网流量经转增加了核心容

量。1999年，数字固定电话取代了模拟电话用于

城际和国际长途链路。到2015年底，在本地电话

网络中数字系统取代了模拟系统。从2011年到

2014年，哈萨克电信在具有区域意义的城市部署

了FTTH（光纤到户）网络。截至2016年底，FTTH
签约用户已超过60万。266 哈萨克斯坦计划继续为

农村地区提供固定宽带接入。其中一个目标是为

地方国家机构提供至少10 Mbit/s的互联网接入，

并在2018至2020年在1 227个农村地区部署FTTx网
络。2021到2025年的目标是利用光纤替代技术来

覆盖4 000多个定居点。267

政府政策：哈萨克斯坦政府大力发展ICT行
业。2013年批准了《信息化哈萨克斯坦-2020》
国家计划。268 在该计划下开展的活动旨在提高公

共行政管理的效率，改善ICT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

无障碍获取，为国民、企业和政府官员提供ICT教
育，开发国家互联网内容和媒体。269 对电子服务

的发展给予了很大重视。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

数排名中，哈萨克斯坦在193个国家中位居第33
位。270 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ICT环境，最近制定

了《信息化哈萨克斯坦》国家计划。271 该计划涵

盖2017至2021年，突出了最高水平的ICT发展方

向，如智能交通系统、物联网、智慧城市、区块

链技术。自2017年以来，哈萨克斯坦ICT发展的

主要目标之一是为国民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272 
哈萨克斯坦还在发展经转网容量，2013年开通

了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直接网络连

接。2014年，哈萨克电信完成了新的经转网建设

项目，该项目旨在增加国际电信运营商（特别是

Rostelecom、MegaFon、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的网关容量。欧亚之间通过哈萨克斯坦传输的互

联网流量达到约75 Gbit/s。预计到2030年，流量

将增加到537 Gbit/s。电子服务不断发展，数据

中心日益普及。2017年，在运营的数据中心有24
个。最大的ТIER-III数据中心于2012年启用。哈萨

克斯坦国营公司Zerde是在独联体区域发展ICT行
业合作的重要利益攸关方。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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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0.3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5.4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5.1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7.3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2.5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4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6.2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4.9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9.8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4.1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8 12.2 4.2

-2 至 10 Mbit/s 37.6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6.6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结论：哈萨克斯坦是独联体区域ICT增长速度

最快的国家之一。政府通过目标明确的战略、计

划和项目实施其电信政策。电信运营商参与了这

些活动。目前，人们可享受通过高速电信基础设

施提供的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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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这个东非国家的目标是利用其战略位置和不

断发展的海底电缆成为所在区域的ICT中心。

移动业务：肯尼亚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

（MNO）和三家运营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萨

法利通信公司（SAFARICOM）占据了移动市场最

大的份额。萨法利通信公司是一家移动网络运营

商，于1997年成立。英国移动通信集团沃达丰拥

有萨法利通信公司40%的股份，肯尼亚政府持有

35%，其余则在内罗毕证券交易所交易。其他运

营商包括 (a) AIRTEL，一家印度移动通信集团的子

公司，于2000年成立；(b) 肯尼亚电信（TELKOM 
KENYA），在法国电信（Orange）退出后更名为

Telkom，2008年进入市场，于2017年6月由Helios 
Investment Partners接管；(c) FINSERVE，一家由

肯尼亚金融集团拥有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d) 
SEMA MOBILE，使社区通过定制的移动解决方案

实现连接和协作；(e) MOBILE PAY，提供移动转账

服务以及语音、数据和短信（SMS）服务。移动

业务家庭普及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高的国

家之一，2015年疟疾指标调查显示，90%的家庭

拥有移动电话，其中97%在城市地区，86%在农村

地区。274 2008年，随着3G的推出，移动宽带得到

部署。2014年，萨法利通信公司推出了LTE，而其

他运营商一直在试用这项技术并计划很快推出商

用服务。肯尼亚是最早实施移动货币服务的国家

之一，并在肯尼亚取得巨大成功。肯尼亚是全球

移动货币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16年12
月占移动签约用户的85.2%。275 

固定业务：2007年，老牌运营商肯尼亚电

信部分私有化，将70%的股份出售给了Orange 
France。随后更名为Orange。2017年，Orange 
France将其股份出售给了私募股权公司Helios 
Investment Partners，后者将其更名为肯尼亚电

信。肯尼亚电信在固定电话市场占主导地位，但

基于光纤提供三网合一服务的新运营商正在开始

产生影响。市场上提供的固定互联网技术包括固

定无线、ADSL、电缆调制解调器和光纤。与其

他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不同，电缆调制

解调器和光纤用户远远超过ADSL用户。到2016
年，全国所有47个县均已部署国家光纤骨干网

（NOFBI）网络，全长超过6 000公里。NOFBI是
所有电信运营商均可使用的开放式网络，按成

本进行定价。除了NOFBI之外，还有其他几个由

批发基础设施提供商部署的光纤骨干网。2009
年连接肯尼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东非海缆

系统（TEAMS）开通，提供了更廉价的国际带

宽。TEAMS值得注意的原因在于，它是政府发起

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采取开放接入方式并按成

本定价。自那之后，肯尼亚又与另外三条海底电

缆（东非海底光缆系统（EASSY）、Lion 2海底光

缆和东南非海底光缆系统（SEACOM））相连，

并已计划连接更多海缆。肯尼亚已成为东非主要

的国际带宽中心。2002年肯尼亚互联网交换点

（IXP）开始运行，有36个成员，是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最大的互联网交换点之一；2014年在蒙巴

萨开通第二个IXP。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与技术部负责拟定行业

政策。肯尼亚2013/14–2017/18年国家ICT总体规

划确定了行业发展的方向。该规划的目标是使肯

尼亚成为区域ICT中心，并向知识经济转型。规划

旨在：(a) 改善法律和监管环境；(b) 提供简单易

用的电子政务服务；(c) 加强关键经济部门对ICT
使用；(d) 促进ICT业务的增长以增加就业；(e) 激
发和加大ICT创新；(f) 培育充满活力的ICT行业。

国家宽带战略是推动肯尼亚高速互联网发展的

中期计划（2013–2017年），概述了到2017年要

实现的平均速度（城市地区40 Mbit/s，农村地区

5 Mbit/s）以及各机构部门要达到的覆盖范围（

家庭35%，学校和医疗机构100%）。肯尼亚通信

管理局最初作为邮政、电信和广播的监管机构于

1999年成立。该局的第三个战略计划涵盖2013-
2018年，阐述了管理局从单纯的监管机构向ICT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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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1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6.1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5.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5.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7.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2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3.7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3.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6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9.8 38.7 4.2

-2 至 10 Mbit/s 60.2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进机构过渡的愿景。其中四个关键支柱包括：(a) 
为ICT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b) 加强管理局的机

构能力并实现现代化；(c) 促进行业基础设施和服

务的发展；(d) 促进行业市场发展。在内罗毕以南

约60公里处，正在兴建占地5 000英亩的IT科技园

孔扎科技城（Konza Techno City）。计划为20多万

从事IT化服务的人员提供支持。

结论：肯尼亚政府早已认识到ICT行业对实现

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并已采取必要措施创造

有利环境。这包括牵头获得肯尼亚首个海底电缆

项目。凭借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ICT行业，肯尼亚

正在成为东非地区的数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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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

在这个地处边远的太平洋岛国，地理条件和

经济环境恶劣，阻碍了电信的发展。最近的行业

变革和海底电缆的开通将降低成本，为互联网的

获取提供便利。

移动业务：Amalgamated Telecoms Holdings 
Kiribati Limited（ATHKL）是目前唯一的移动运营

商。2015年5月，斐济的Amalgamated Telecoms 
Holdings公司收购了老牌运营商基里巴斯电信服

务有限公司（TSKL）位于南塔拉瓦、贝蒂欧岛

（Betio）和圣诞岛（Kiritimati）诸岛的资产。在

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之前，ATHKL还在运营政府在

外岛上保留的TSKL资产。由于人口稀少且广布的

岛屿众多，在全国扩大移动服务覆盖是一个挑

战。2015年，有35%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 。 276 
2013年推出3G服务，2015年底，ATHKL在首都塔

拉瓦推出LTE服务。一个由世界银行、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支持的项目包含将移动宽带服务扩展到边

远外岛的内容。

固定业务：ATHKL是唯一的固定电话服务提

供商。固定电话用户的数量有限。ATHKL提供LTE
路由器服务，并在将所有先前的DSL用户迁移到基

于LTE数据的新的IPVPN服务。此外还使用VSAT，
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几家无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已开始通过Wi-Fi提供若干服务。基里巴斯

地处边远，迄今仍未能与海底光缆连接。而仅仅

依靠卫星实现国际互联网连接，由于成本高昂，

影响了互联网市场的供应和增长。2017年9月，

一家新的国际电信服务提供商Ocean Links获发牌

照，开始主要向企业和政府客户提供互联网服

务。移动服务预计将于2017年底推出。一个海底

电缆项目正在建设之中，这条海底电缆将连接基

里巴斯和瑙鲁，并将扩展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在那里将与延伸到主要枢纽关岛的HANTRU1光缆

系统连接起来。互联网容量将由一家新建的本地

批发商在开放接入的基础上出售，以确保塔拉瓦

和附近岛屿（占基里巴斯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上本地零售商运营的所有固定和移动网络均能平

等获取互联网容量。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交通和旅游发展部

（MICTTD）负责行业监督。2011年《国家ICT政

策》认识到价格可承受的可靠ICT服务作为经济增

长的关键资源的重要性，对服务欠缺和服务不足

的边远地区尤其如此，推动了监管机构的建立和

老牌运营商的私有化。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目

的是纳入涵盖更广泛ICT行业以及网络安全、电子

商务、电子政务和灾害信息管理等领域的新政策

举措。2012年的《通信法》实现了行业自由化，

在这一法案的推动下，2013年成立了基里巴斯通

信委员会（CCK）作为行业监管机构，该委员会

还负责管理.ki域名。

结论：最近，这个太平洋岛国实现了老牌运

营商的私有化，并正在寻求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来

管理边远外岛的电信资产。即将与海底光缆连接

应可显著降低互联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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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7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39.6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2.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5.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4.6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3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9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3.2 2.4 4.2

-2 至 10 Mbit/s 85.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3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韩国

政府通过当前战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以确

保该国成为宽带的领导者。热切的消费者、竞争

激烈的市场以及科研界、硬件制造商和服务提供

商之间的紧密联系成就了这种地位。

移动业务：该国拥有成熟的移动市场，在部

署最新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水平。韩国目前有

三家运营商：SK电信是市场领导者，其次是韩国

电信和LGU+。LTE早在2011年就已推出。基本实

现了全国覆盖，大约80%的移动连接是通过LTE完
成的。截至2018年3月，87.6%的人口使用智能手

机上网。随着LTE技术的发展，韩国的移动网络服

务已成为全球最快的，是标准LTE的四倍。韩国于

2018年2月在平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5G测试，

随后于2018年6月对5G频谱进行拍卖。在此基础

上，5G将于2019年3月实现商业化运行。

固定业务：1993年至2002年，韩国电信通

过出售政府股份实现私有化。它是固定电话服务

市场的领导者。在固定宽带方面，韩国电信也是

市场领导者。固话宽带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

SK宽带和LGU+，而其它运营商（主要是有线电视

公司）约占市场份额的15%。90%以上的家庭可

以使用1 Gbps服务。目前使用的固定宽带技术主

要是xDSL和HFC，但多数运营商正在转向局域网

（LAN）和FTTH，截至2018年3月，这两种技术的

用户占到了用户总数的77.5%。目前，几个全国性

的光纤骨干是由电信公司、互联网供应商和电力

公司运营的。韩国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位

置，为利用十几条地区和国际海底电缆提供了便

利。目前，该国有三个互互联网中心（IXP）。

政府政策：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是行业

政策的制定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推行

了一系列政策，将信息通信技术提升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工具，并制定了在规定时限实现的目标，

如Cyber Korea 21（1999）、e-Korea（2002）和

u-Korea（2005）。这通常需要政府、企业和研究

团体之间的协调。2016年，政府发布中长期总体

规划，为智慧信息社会做好准备。该计划阐述了

韩国针对以云、大数据、移动服务和物联网为特

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应对策略。

此外，大韩民国政府与其他相关机构密切

合作，于2017年底公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应对计

划，致力于工业革命和解决社会问题。它有四个

主要目的：(a) 通过智能创新培育强大的旗舰产业

和催生各种各样的新型产业；(b) 通过解决长期的

社会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c) 通过创造优质

就业机会加强社会安全网；(d) 确保人人都能使用

的世界级智能技术、数据和网络。

韩国通信委员会（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成立于2008年，旨在处理与广播和

电信融合相关的监管和其他问题。1995年的《

电信企业法》及其修正案是该行业监管的主要立

法。

结论：韩国政府通过不断推进的战略规划，

成功地引导国家迈向更高水平的信息化。2017年
网民占到人口的90.3%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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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2.7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4.9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2.8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9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9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5.1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9.9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9.9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9.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1.6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0.0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科威特

科威特有发达的ICT行业，可促进电信业务

不断增长并推动电信业发展。科威特有三家运营

商相互竞争，是阿拉伯国家区域固定和移动宽带

服务价格可承受性最高的国家之一。

移动业务：科威特移动行业高度发达，三

家移动运营商竞争激烈，是世界上移动宽带和

蜂窝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科威特的三大移

动服务提供商（Zain、Ooredoo、Viva）竞争激

烈，Zain所占市场份额最高，其他两家也紧随其

后。Viva于2008年进入市场，并迅速崛起，抢占

了现有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随着移动普及率的

提高，竞争焦点已转向移动数据市场。这三家

运营商都对网络进行了升级，以支持更快的下

行链路速度，并越来越多地关注移动内容和应

用。Zain为企业客户推出了M2M服务，还推出了

VoLTE服务。Viva、Zain和Ooredoo都将注意力转

向了LTE-A。截至2016年的行业监管机构通信部

（MoC）向参与竞争的运营商划分了3G和LTE频
率：所有三家运营商的3G频率均为2 100 MHz；所

有三家运营商的LTE频率都在1 800 MHz频段。

固定业务：迄今为止，固网和国际长途

（ILD）服务仍是国有垄断领域。MOC负责固定网

络运营。2007年，MOC开始采用千兆比无源光网

络（GPON）部署FTTx网络，以更新科威特的电信

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为MOC所有，而五家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ISP）（Qualitynet、Fastelco、Gulf
net、KEMS、MADA）管理网络签约用户，并通过

MOC拥有的光纤管道向最终用户提供FTTx服务。

政府政策：2014年，科威特议会批准了一项

法律，成立科威特第一个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

通信与信息技术管理局（CITRA）。新委员会将负

责移动、固定和宽带行业的监管。CITRA还负责管

理之前由通信部分管的电信行业的各个方面。科

威特是海湾地区最后一个建立此类监管机构的国

家。CITRA宣布其工作重点包括：竞争政策和法

规；价格控制；互连监管；争议解决；许可；频

谱管理；普遍服务政策和资金。CITRA将重点关注

的信息技术（IT）领域包括：互联网管理；IT公
共部门治理；IT行业发展；国家网络安全；智慧

政府战略；IT标准和法规；国家IT投资；监控IT化
进程。

结论：居民收入较高再加上过去15年所做的

努力使科威特成为世界上连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大多数家庭都可以上网，大多数国民经常性

使用互联网。CITRA的目标是通过固定电话基础设

施、邮政服务和国际网关的私有化全面实现电信

行业自由化。目前政府正在制定国家宽带规划并

扩展GPON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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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3.1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72.6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7.3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8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8.0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6.0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9.7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5.1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9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4.6 30.7 4.2

-2 至 10 Mbit/s 34.1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1.3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电信市场是接入开放的、具有

竞争的市场。移动业务比固定业务更为普遍。未

来几年内，3G和LTE用户预计会大为增长。

移动业务：随着3G/LTE技术的部署、移动

设备的提供，移动宽带市场大有发展，用户和互

联网流量不断增加。该国蜂窝移动市场从1998年
起开始发展。如今，市场上有三家活跃移动运营

商（Beeline、MegaCom和O!），它们采用的是

GSM/3G（900/1 800 MHz）、UMTS/WCDMA（ 
900、2 100 MHz）和LTE（800、1 800 、2 100
和2 500 MHz）技术。2016年，通过CDMA和
D-AMPS/TDMA网络提供业务的公司停止了其运

营活动。2010年3G问世，2011年底市场上开始出

现LTE业务。277 该国最大的运营商拥有市场的约

40%的份额，其他两个运营商平分其余的市场份

额。一些固定网络运营商也推出了LTE业务。2015
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在独联体国家（CIS）区

域进行了数字红利频率（790-862 MHz）的拍

卖 。 278 279 目前计划在2018年之前推出移动网络

便携性（MNP）。280 移动运营商还利用RAN共用

技术拓宽各运营商的覆盖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的覆盖。

固定业务：该国固定电话网络普及率低于

CIS区域平均数。国家电信运营商 – 吉尔吉斯电

信 – 拥有约70%的市场份额，其固定用户数量占

总数的95%。该运营商还通过CDMA-450网络提供

无线本地环路（WLL）业务。2006年推出了固定

宽带业务，但是由于该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固定

宽带业务价格相对较高以及移动宽带业务带来的

竞争，因此其发展受到阻碍。多数固定宽带互联

网接入网络部署在城区，但固定和移动业务均需

要大容量回程网络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宽带接

入需求。领先电信运营商（吉尔吉斯电信和移动

通信运营商）正在全国建造光纤网络。2015年，

光纤线路总长度增长了36%。吉尔吉斯斯坦通过

加大回程网络容量，扩充了转接和终接更多国际

互联网流量的网络容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

吉尔吉斯斯坦最大一部分互联网流量为来自吉尔

吉斯斯坦境外的来向流量。

政府政策：2002年出台的国家战略 – 信息通

信技术（ICT）促进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发展 – 

确立了下列重点工作：通过ICT实现政务、ICT教
育、ICT经济（电子贸易发展等）。该战略未规定

具体产出、条款条件及指标。吉尔吉斯斯坦2009-
2011年发展战略也对ICT发展目标做出描述，如：

国家数据传输网的建设；国家网络与互联网的结

合；为居民提供电话业务；模拟网络向数字网络

的转换；铺设光纤线路等。现行的2013-2017年国

家战略重点关注现代技术实施，尤其是在国家海

关、教育和银行领域。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政

府将重点放在了Taza koom举措之上。Taza koom
是一项国家数字变革计划，目的是建设强大的以

人权、自由、价值观和潜力为核心的社会。Taza 
koom的总体目标是利用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和数

据的力量改善人们的生活。该计划被认为是国家

2040年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涉及到公共服务、智慧城镇和乡村、基础设施以

及人力资本的发展。281

结论：吉尔吉斯斯坦已逐步将其固定电话网

路从模拟网络改变为了数字网络。过去几年中，

互联网市场实现了长足发展。预计目前的传输网

络发展计划将加大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转国的重

要性，同时将降低国际互联网流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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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0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1.9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3.7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5.0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0.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8.2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3.3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1.1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7.8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3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0.6 12.2 4.2

-2 至 10 Mbit/s 39.4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9.9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个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采用公私混合所

有制的特殊模式扩大电信接入。

移动业务：移动运营商共有4家，均采用私

有制和政府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他们还拥有全套

业务牌照，并且参与固定电话和宽带市场。星

通讯（UNITEL）是由一家政府所有的公司与越南

军队电信集团（Viettel）成立的合资企业。老挝

电信公司（Lao Telecom）51%由政府所有，其余

49%由泰国投资方所有。国有主体运营商老挝电

信企业（ETL）于2016年实现部分民营化，51%的

股份出售给一家中国集团。Vimpelcom老挝电信

公司（Vimpelcom Lao）78%由Veon集团所有，该

集团还包括俄罗斯最大电信运营商中的一家。2G
已普遍推广。2015年时，86%的老挝家庭拥有1部
移动电话（城市地区为95%，通有公路的农村地

区为83%，而未通公路的农村地区为69%）。282 
随着第一个3G网络的部署，移动宽带于2008年推

出。星通讯和老挝电信公司于2015年推出了LTE。

固定业务：移动运营商还通过铜线连接或无

线本地环路参与了固定线路电话市场。固定宽带

主要局限在城市地区，2015年时，ADSL占签约量

的58%，而FTTP（速度高达60 Mbps）则占36%。

国家光纤骨干网全长60 000多公里，沿主

要的高速公路铺设，与周边国家有跨境链路。万

象还有一条城域环路。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

家，老挝与拥有海岸线的邻国相连接极为重要。

老挝通过与柬埔寨、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跨境链

路接入海底光缆。老挝国家互联网中心作为互联

网交换点于2010年成立。

政府政策：根据2011年《电信法》，邮电部

（MPT）对行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在第八个五年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016-2020年）中，ICT
被视为重要的交叉领域。优先事项包括确保全国

100%的互联网覆盖，和制定有关宽带业务的国家

政策，以确定扩展计划并确保全国各地的人能够

获取宽带业务。

结论：政府 – 私营部门合资企业之间的竞争

战略使这个最不发达国家实现了相对较高程度的

移动接入。ICT在国家发展计划中被列为新的紧迫

任务，尤其是确保宽带互联网的广泛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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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6.4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4.1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0.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5.5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3.2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4.5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4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4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4.9 2.4 4.2

-2 至 10 Mbit/s 52.2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9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拥有先进的电信市场，具有较高的

移动和固定普及率，略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虽然

固定宽带网络是欧洲最快的网络之一，但该国城

市与缺乏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农村之间存在明显

的数字鸿沟。

移动业务：拉脱维亚竞争激烈的移动市场中

有四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和一些虚拟网络运营商。

移动蜂窝普及率高于欧洲平均水平，而移动宽带

仍略低于平均水平。拉脱维亚在LTE和光纤部署方

面一直是欧盟的领跑者。拉脱维亚的移动数据消

费正在迅速增长。实际上，该国2015年每签约用

户移动数据消费量增长了175%，主要原因是一家

领先运营商提供的计划没有数据上限，也没有公

平的使用政策，而且，移动签约中包含电视服务

（PTS，2015年）。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Lattelecom在2003年
失去垄断地位，但继续在固定市场占据主导地

位。固定宽带普及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与拉脱

维亚波罗的海邻国相比也较低，主要原因是农村

地区缺少接入。然而，除瑞典外，NGA网络的可

用性高于欧洲平均水平，高于其他北欧和波罗的

海国家的份额。在覆盖率（88.1%的家庭）283 和
采用量（35.0%的家庭）284 超高速宽带方面，该

国的连通性大有改善。

政府政策：拉脱维亚于2004年加入欧洲联

盟，带来2003年电信市场自由化，这是成员资格

的先决条件。拉脱维亚此后采用了欧盟关于电信

的指令，并根据2020年欧洲数字议程目标制定了

宽带发展目标。国家宽带战略针对2013年到2020
年，目标是到2020年，以30 Mbit/s提供100%的覆

盖，以100 Mbit/s的速率满足50%的家庭。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需要将宽带扩展到拉脱维亚的农村

地区。拉脱维亚政府批准了2018-2020年国家电子

通信行业政策计划，其中考虑了欧洲联盟的连通

性目标。285 连通性目标包括5G覆盖范围，其中包

含有关技术开发的动态监管框架，同时确保服务

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欧盟法规的整合。连接目标还

旨在确保为大量使用数字资源的所有社会经济关

键推动力量实现千兆比的连接。

结论：拉脱维亚的国家和欧盟政策帮助实现

了电信市场的转型。为了克服影响该国农村地区

的数字鸿沟，政府正在投资NGA网络，以连接服

务欠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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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6.4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7.9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5.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1.3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7.4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8.6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2.5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7.0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1 0.6 4.2

-2 至 10 Mbit/s 20.7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8.2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黎巴嫩

黎巴嫩的固定和移动宽带服务使用率很高。

该国有两家国有移动电话运营商，一家国有固定

电话服务运营商，以及许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

数据服务提供商，提供广泛的先进信息通信技术

服务。

移动业务：移动电话普及率接近阿拉伯国

家的区域和全球平均水平，而移动宽带普及率高

于区域和全球平均水平。黎巴嫩有两家移动蜂

窝服务的许可运营商：Alfa 和Touch。两家运营

商都是国有的。Touch由Zain集团管理，而Alfa由
Orascom Telecom管理。两家移动运营商都获得了

900 MHz/1 800 MHz/2 100 MHz频段的频谱许可，

以提供3G服务。两家运营商都是在2011年推出服

务的。2015年，两家运营商都推出了LTE网络。两

家运营商都为企业实体提供机器对机器（M2M）

SIM，用于M2M服务应用，例如管理车队和监控

ATM机。他们还提供Tap2Pay，这是与万事达卡合

作的近场通信服务。电信部宣布，到2017年，LTE
将覆盖黎巴嫩85%以上的地区。

固定业务：固定语音和数据市场由电信部代

表的政府拥有。Ogero是电信部在网络部署、运营

和维护方面的执行机构。Ogero是成立于1972年的

国有公司，在电信部的监督下运作。目前，电信

部/Ogero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现代化，

在接入网络中部署光纤和固定LTE，通过IP/多协议

标签交换增强核心网络，并将电话转移到IP多媒

体核心网络子系统框架。在互联网连接和服务市

场上，有70多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六家获得许

可的数据服务提供商与Ogero竞争。

政府政策：2002年颁布了第431号电信法，

以提供管理框架，放开国内电信行业，并为其向

私营部门的转移建立机制。根据这项法律成立的

电信管理局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负责在黎

巴嫩开放、监管、管理频谱和发展通信。这项法

律尚未颁布。电信部2020年愿景是在全国安装

光纤基础设施。286 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群正在

增长，2016年超过50万xDSL用户。政府即将启动

一个全国性的FTTX光纤项目，该项目将带来宽带

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并促进黎巴嫩的数字经

济。287

结论：在过去十年里，黎巴嫩的信通技术行

业显著增长。通过政府支持和资助2020年电信愿

景项目，未来几年将会取得一些重大进展。基础

设施的改善不仅将有助于黎巴嫩的通信提供，还

将增加移动数据的使用，并伴随充满活力的创业

文化的兴起。然而，必须指出，由于过去几年难

民的涌入，黎巴嫩正在大力投资的信息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面临达到其能力极限的压力。这拖延了

黎巴嫩将其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提高到更高水平的

计划，甚至经常令此计划脱离轨道。

98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黎巴嫩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1.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4.4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0.9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5.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8.2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9.7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4.4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5.8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7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3.8 30.7 4.2

-2 至 10 Mbit/s 36.7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9.5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莱索托

这个内陆小国是非洲率先实施行业改革的非

洲国家之一，改革包括建立监管机构、私有化主

体运营商和引入竞争，从而实现了非洲最高水平

的移动宽带覆盖。

移动业务：移动提供商有两家：Vodacom莱

索托（VCL），成立于1996年，是南非移动集团

的子公司；以及该国主体电信运营商Econet莱索

托通讯公司（ETL），成立于2002年。在该区域

属于相对较高的普及率。莱索托ICT现状调查报

告显示，2016年时，79%的个人拥有移动电话，

其中城市地区为87%，农村地区为72%。该国的

2G覆盖率相对较高，覆盖了人口的98%，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普遍服务

基金在将移动覆盖范围推广到服务不足区域方面

发挥了作用。移动宽带引入莱索托的时间相对较

早，Vodacom于2008年就推出了3G网络。起步早

还使该国成为非洲3G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已

实现人口100%的覆盖。LTE于2014年推出，按区

域标准来看，人口覆盖率很高，达到69%。

固定业务：主体固定线路运营商莱索托电信

（Telecom Lesotho）于2000年实现部分民营化，

将70%出售给由Econet无线国际（Econet Wireless 
International）、Eskom公司（Eskom Enterprises）
和毛里求斯电信（Mauritius Telecom）组成的联

营企业。Econet无线国际是总部位于南非的移动

集团，于2008年购买了联营企业其他成员的股

份。Econet莱索托通讯公司使用铜线（基于签

约）和无线本地环路（预付话费）提供固定电话

业务。由于移动电话的普及，铜线网络占比下

降。Econet莱索托通讯公司使用固定ADSL（最高

16 Mbit/s）、光纤（最高100 Mbit/s）以及固定

无线LTE（最高150 Mbit/s）提供固定宽带。五家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提供固定无线宽带。国家光

纤骨干网已逐渐扩大。对于莱索托这个内陆国家

而言，接入海底光缆尤为重要。与南非还有若

干跨境连接，以接入该国的海底光缆。莱索托

参与了于2010年投入使用的东非海底电缆系统

（EASSy ） ，并登陆了南非东海岸。普遍服务基

金被用于支持于2011年推出的莱索托互联网交换

的运营，并且用于获取国家域名注册机构（.ls）
的基础设施。

政府政策：通信与科技部负责对行业进行监

督。莱索托2020年远景规划对行业进行指导，其

中将技术确立为重要支柱，旨在使90%的家庭获

得通信手段和发展技术。该国的通信政策有四项

战略目标：(a) 加强监管能力；(b) 促进基于互联

网的服务和网络的融合；(c) 推动以可承受的价格

普遍获取各种高质量的通信服务；(d) 促进具有竞

争力的通信市场。莱索托通信管理局（LCA）（原

莱索托电信管理局）负责监管电信、广播、无线

电频率和邮政业务。莱索托通信管理局履行2012
年《通信法》规定的职能。普遍接入机构管理普

遍接入基金（UAF），如上文所述，该基金帮助

扩大移动覆盖率和支持互联网交换中心及域名系

统。年末时普遍接入基金从莱索托通信管理局收

到25%的盈余基金、从主要运营商收到1%的年度

净营业收入。

结论：莱索托的早期改革努力在高水平的移

动宽带覆盖率方面取得成效。鉴于莱索托既是内

陆国家，又是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结果尤为令人

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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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5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6.6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9.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9.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0.4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7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38.7 4.2

-2 至 10 Mbit/s 52.7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7.3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利比里亚

在内战摧毁了固定网络之后，这个西非国家

几乎成为了无线国家。海底光缆的到来创造了改

变ICT格局的机遇。

移动业务：移动运营商有三家：孤星

（LONESTAR）是南非MTN集团的子公司，于2001
年在该国首家推出GSM网络的运营商；Orange
是法国电信集团的子公司，于2016年通过收购

CELLCOM（CELLCOM于2004年推出该国第二个

GSM网络）进入市场；和NOVAFONE公司，其前

身成立于2015年，在试图出售给主体运营商利

比里亚电信公司（LIBTELCO）失败后，由MTN收
购。2013年时，利比里亚65%的家庭拥有移动电

话，城市地区为82%，而农村地区则为 
42%，差异巨大。288 各家运营商已推出最新的3G
技术，Orange还于2016年在1 800 MHz频段上部署

了LTE。

固定业务：主体固定线路运营商LIBTELCO
是家国有企业。蒙罗维亚的固定电话网络在内

战期间遭受严重损坏，农村地区的固网被摧

毁。LIBTELCO是唯一一家使用CDMA无线本地环路

的固定电话提供商。互联网接入由多家固定无线

宽带提供商提供。蒙罗维亚的企业可以使用光纤

连接。政府正在部署国家光纤骨干网，作为西非

区域通信基础设施项目（WARCIP）的一部分。政

府希望利用光纤实现该国的东西贯通以及重要过

境点之间的连接。2012年连接非洲和欧洲的ACE
海底光缆系统的到来不仅使国际互联网带宽增加

了7倍多，还使批发价格下降了75%，因为该国不

再只依赖卫星。政府和电信运营商成立了公私合

营企业，即利比里亚海缆联盟，以开放和经济高

效的方式管理ACE的接入。利比里亚互联网交换

中心于2015年在蒙罗维亚成立。

政府政策：邮电部对ICT行业进行监督，并

负责邮政业务的运营。最新的国家电信和ICT政策

覆盖2010年至2015年，目标是提供以人为本、普

遍获取且经济高效的ICT系统和服务。该政策有15
个电信目标，26个ICT目标，并确定了9个优先项

目。利比里亚电信管理局（LTA）是根据2007年《

电信法》设立的法定监管机构。管理局执行行业

规定，并负责普遍接入和对广播数字迁移战略提

出意见，以及过渡性法律和规定，以便与西非经

共体的指导方针一致。

结论：利比里亚的ICT行业在1989年内战爆

发之前几乎尚未发展。战争导致该国大部分基础

设施遭到摧毁或故意破坏。这个西非国家的ICT接
入几乎全部为无线。海底光缆的到来改变了这一

格局，创造了扩大全国覆盖面和服务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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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6.2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6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3.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9.9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6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0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9.9 38.7 4.2

-2 至 10 Mbit/s 5.5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4.6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利比亚

2011年之前，利比亚的基础设施在阿拉伯国

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破

坏并扰乱了电信行业。该国家有6家相互竞争的

运营商，提供价格低廉的固定、移动和互联网业

务。

移动业务：利比亚是非洲蜂窝移动普及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高于阿拉伯区域的平均水平，

其移动语音市场在低费率的支持下，正在接近

饱和。机遇体现在宽带领域，宽带市场普及率

仍相对较低。利比亚拥有两家国有蜂窝移动公

司：Almadar Aljadid和Libyana。第一家蜂窝运营

商Almadar Aljadid于1997年开始在利比亚运营，是

利比亚邮政电信和信息技术控股公司（LPTIC）的

一部分，目前正在推出HSPA+业务。第二个市场

参与方Libyana于2004年推出服务，在蜂窝移动市

场占主导地位。目前，Libyana是唯一一家在2 100 
MHz频段提供3G业务的移动运营商，并于2006年9
月推出了自己的HSDPA网络。2017年3月，Libyana
推出了使用1 800 MHz频段的LTE网络，覆盖了的

黎波里、扎维耶、塞卜哈和米苏拉塔市，尽管该

公司仍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增加更多的覆盖地点。

固定业务：尽管固定线路的普及程度很

高，但固定宽带的普及率一直很低。国有的

Hatif Libya目前负责在利比亚提供固定线路

语音电话业务。以前的主体运营商通用邮电

公司（GPTC）解体为8个独立的实体：Hatif 
Libya、Almadar、Libyana、Aljeel Aljadeed、Bunya 
for Investments、利比亚国际电信公司（LITC）和

利比亚电信技术公司（LTT）。利比亚电信技术公

司是该国唯一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光纤部署有

限，由Hatif Libya和Aljeel Aljadeed提供。

政府政策：通信和信息总局（GACI）是利比

亚的电信监管机构。该局成立于2006年，负责跟

进邮政和电信业务与活动，以及执行相关立法。

其职责包括：为通信系统制定技术规范和标准，

监督电信网络、系统和卫星业务，以及对电信和

邮政业务的违法行为开展法律措施。已经起草了

新的电信法，政府正在设立新的、独立的监管机

构。自上届政权以来，25家互联网业务提供商已

经获得许可，与政府所有的前垄断企业以及23家
VSAT运营商竞争。289

结论：由于市场普及率仍然相对较低，宽带

的这一领域还存在机遇。上届政府对下一代国家

光纤骨干网进行了大量投资。尽管当前仍存在不

稳定因素，但发展ICT领域的努力有目共睹。Hatif 
Libya寻求在该国所有区域拓展固定无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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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4.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4.4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6.9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8.1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1.8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5.0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3.7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0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5.0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5.8 30.7 4.2

-2 至 10 Mbit/s 37.9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6.4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的移动市场虽然规模很小，但却

极具活力，若干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参与竞争。固

定市场的纵向分割促进在基础设施层面形成了更

大的合力，同时为在业务层面开展竞争留出了空

间。该国家庭和企业都可享受到价格可承受的电

信服务，而且固定和移动业务普及率都高于区域

平均数。

移动业务：列支敦士登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

商（MNO）：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列支敦士登电

信、Salt（列支敦士登公司）和瑞士电信。此外，

消费者还可以直接选择Salt移动公司和瑞士电信提

供的瑞士资费计划 – 当客户在列支敦士登时，可

以享受当地费率。这就是说，尽管号码为瑞士号

码，但当客户在列支敦士登时，他们享受的是国

内费率，而非漫游资费。选择列支敦士登MNO计
划的客户在欧洲联盟国家漫游时，可享受欧洲联

盟漫游规则规定的“如同本地的漫游”（RLAH）
资费，而选择瑞士资费的客户在欧洲联盟其它国

家旅行时则不能享受RLAH规则带来的好处。290 列
支敦士登的三家MNO于2015年同时推出了LTE业
务。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列支敦士登电信占有

85%的固定市场份额。完全国有的公用事业公司

列支敦士登Kraftwerke（LKW）拥有、运营并维护

着大部分固定网络基础设施（铜线、有线设施和

光纤），在电力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方

面形成了合力。LKW正在准备推出全国光纤到大

楼（FTTB）接入网络，预期将于2020年中完成。

虽然固定电话业务呈下降趋势，但与多数其它欧

洲国家相比较，列支敦士登的该业务使用率依然

很高。然而，目前的趋势是向着基于IP的捆绑业

务（话音、互联网和电视）发展，这由五家提供

商提供：TLI、Supranet、Hoi、TV-COM和Li-life。

政府政策：列支敦士登是欧洲经济区

（EEA）成员之一，因此欧洲联盟的既有电信法规

也适用于该国。最近一次修订《通信法》是2018
年。目前正在审议《通信法》，以便将欧洲联盟

最新的、电子通信领域的电信指令转化为国内法

律。通信局是列支敦士登的电信监管机构，负责

监督管理为MNO规定的义务（如，受管理的终结

费率和零售漫游资费），同时也监管管理为两家

占主导地位的固定运营商规定的义务：列支敦士

登电信（固定终结费率、批发语音和比特流产品

和服务）及LKW（网络基础设施的批发接入）。

为了促进在小市场中的投资并加强竞争，该国落

实了两项主要政策：所有MNO都有义务分享移

动塔杆以及现有固定线路的纵向分割。后者是于

2007年生效的列支敦士登政府的一项决定，通过

该决定，将老牌固定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运营

与零售业务相分离。通信局负责确保一视同仁地

向所有参与方提供LKW网络的批发接入。

结论：尽管列支敦士登的电信市场规模很

小，但在所有电信服务提供商均可不受歧视地接入

网络基础设施条件下，其固定和移动领域都在竞争

环境中受益匪浅。由政策和监管机构采取的坚定不

移的政策和监管举措促进了该国的竞争和在基础设

施方面的投资。这一点反映在列支敦士登实现的很

高固定宽带普及率上 – 远远超过欧洲平均数值以及

移动宽带市场的及早发展和极高增长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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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1.8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2.9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2.6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7.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8.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0.9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8.2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64.5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2.2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10.9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9.1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立陶宛

立陶宛的电信市场充满活力且十分先进，业

务普及率高而且客户可享受可承受的价格。人口

不足3百万的这一波罗的海小国在欧洲和世界范围

都处在光纤建设的前列。 

移动业务：立陶宛的移动市场竞争激烈，有

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Telia Lietuva、Bit� Lietuva
和TELE 2）及十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MVNO），包括转售商（欧盟委员会，2017 
年）。蜂窝移动和移动宽带业务的价格都非常实

惠，而且在持续下降。于2004年引入的号码便携

对竞争程度带来很大影响，因此通过消除客户在

选择方面的障碍而降低了价格。291 该国的移动宽

带普及率略低于欧洲平均数，但发展迅速。移动

运营商投资最多的领域是LTE网络 – 由Telia于2011
年率先推出。292

固定业务：立陶宛的固定宽带普及率略低于

欧洲平均数，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极快。老牌运营

商Telia仍然占据了固定市场的最大份额，但相关

监管措施已增强了竞争，从而由于新加入市场企

业的蚕食，Telia的市场份额目前仅略高于50%。

立陶宛政府和私营运营商都在大力在光纤基础设

施方面进行投资，以提高互联网速率。光纤网络

业务用户占到了固定宽带业务用户总数的50%以

上，因此在欧洲拔得头筹。立陶宛的宽带速率也

是本区域最高的（PTS，2015年）。在全球固定向

移动转换的趋势下，立陶宛的固定电话普及率也

在下降。

政府政策：立陶宛于2004年，也就是放开电

信部门法律生效前的一年，加入欧洲联盟。欧洲

联盟成员地位对立陶宛的电信政策和监管环境带

来了决定性影响。按照欧洲联盟政策，政府将重

点放在了宽带发展上。该国的《数字议程》侧重

于为私营运营商提供宽带投资方面的激励措施。

对于私营投资获得极小经济利益的地区，政府通

过完成若干开发项目来将下一代接入（NGA）基

础设施延伸至该国的农村地区。立陶宛的战略也

注重需求侧，目的是通过开发内容和使用信息通

信技术（ICT）的技能来刺激需求。隶属于交通和

通信部的公共实体 – 宽带互联网机构 – 负责实施

国家宽带战略并运营与诸多公共和私营机构相连

的公共回程网络。该战略还倡导为私营提供商提

供开放接入服务。293

结论：由加入欧洲联盟而得到推动的、立陶

宛政府牵头做出的努力以使立陶宛成为了一个ICT
高度发达的国家。立陶宛的数字议程侧重于拓展

NGA网络，并旨在消除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数

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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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6.8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50.9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9.8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7.6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3.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5.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68.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7.6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6 0.6 4.2

-2 至 10 Mbit/s 14.7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6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卢森堡

欧洲最后的国有运营商之一主导着这个小国

的电信市场。该国移动和固定普及率非常高，且

价格实惠。卢森堡凭借其处于欧洲中心的有利位

置，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连接枢纽。

移动业务：蜂窝移动和移动宽带业务的普

及率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而且提供给卢森堡

用户的服务价格非常实惠。3G和LTE几乎达到

全面覆盖，运营商继续投资以拓展移动连接和

提高速度。活跃于卢森堡的所有三家移动网络

运营商均提供LTE业务，这项业务于2012年首次

推出（媒体与通信部，2013年）。国有运营商

POST Luxembourg（原LUXGSM）在移动市场占主

导地位，其签约用户约占总量的一半（欧盟委员

会，2013年）。

固定业务：卢森堡拥有非常发达的电信基

础设施。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的普及率均高于

欧洲平均水平，且价格实惠。尽管蜂窝移动普

及率很高，但固定电话普及率并未出现与其他成

熟市场相同的下降趋势。运营商大力投资光纤基

础设施，旨在使卢森堡成为欧洲联盟第一个“

光纤化”国家，实现光纤全覆盖（媒体与通信

部，2013年）。投资光纤还有助于加强卢森堡

的国际连接枢纽地位和欧洲数据中心的首选地

点 。 294 虽然于1998年市场实行了自由化，但国

有主体运营商POST Luxembourg主导着电信市场。

政府政策：卢森堡是欧洲联盟的创始成员。

尽管采用欧盟电信指令，但其政策有所不同，因

为主体运营商POST Luxembourg是国有的。这个小

国已经实现了“欧洲数字议程”制定的目标。于

2010年通过的国家宽带计划旨在到2020年时，向

100%的人口提供1 Gbit/s的下载和500 Mbit/s的上

传速度。这将通过发展光纤技术实现，连接公共

和学术机构为优先事项。此外，此战略还提出了

新建住宅必须配有光纤接收基础设施和室内布缆

就绪的义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会有所加强，将

允许替代运营商接入主体运营商的网络。295

结论：卢森堡是欧洲最小的市场之一，拥有

十分先进的ICT基础设施，并且正在成为欧洲首屈

一指的光纤化国家。ICT家庭普及率很高，几乎人

人都可以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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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7.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6.1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8.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6.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7.8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5.4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7.2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409.5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6.5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22.7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7.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达加斯加

世界第四大岛国尚在寻求成为印度洋的中

心，同时承认有必要消除该国农村和城市地区之

间巨大的数字鸿沟。

移动业务：马达加斯加有四家以设施为基础

的移动运营商：于1997年问世的印度移动集团子

公司马达加斯加Airtel；于1998年进入市场的法国

Orange子公司Orange马达加斯加公司；于2006年
开始在市场上提供业务的老牌运营商马达加斯加

电信（TELMA）子公司Telma移动；马达加斯加

Gulfsat – 其产品和业务的品牌名称为Blueline。尽

管有上述运营商，但马达加斯加依然存在覆盖方

面的差距，且面临价格可承受性的挑战。该国移

动业务的家庭普及率相对较低，2016年仅有三分

之一的家庭使用该业务，而且城区（73%）和农

村地区（29%）之间的差距巨大。296 所有运营商

都已部署了3G网络，而且在其牌照得到延期后，

也已部署了LTE移动宽带网络。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TELMA自其创建以来

已部分实现了民营化 – 由当时的法国电信的一家

子公司拥有34%的股份。上述股份以及另外36%
的股份于2004年出售给一家由私营移动集团（总

部设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牵头的联盟。最终

本地一家私人集团 – AXIAN – 获得了TELMA的控股

权，而且这家集团还在印度洋区域的科摩罗以及

法署Mayotte和留尼汪岛运营移动网络。TELMA
通过铜线和无线本地环路提供固定电话业务。其

固定宽带产品和服务包括ADSL和使用WiMAX的
固定无线，同时还主要为企业提供光纤连接。

其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则采用固定无线

宽带技术。TELMA的国家骨干网中有数千公里的

光纤。海底光缆 – 于2009年问世的下印度洋网

络（LION）和2010年出现的东非海底光缆系统

（EASSy）– 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国际带宽并降低了

价格。马达加斯加的全球互联网交换点于2016年
在Antananarivo推出。

政府政策：邮政、电信和数字发展部是该

行业的政策制定机构。该部还支持若干旨在扩大

ICT基础设施及其使用的项目，其中包括 (a) 向未

覆盖地区扩展基础设施；(b) 发展智慧城市诺西贝

（Nosy Be）；(c) 在教育机构部署所谓的“数字之

窗”计算机实验室；(d) 拓宽高等教育研究网络并

向学校分发平板电脑。2015年，通信技术监管机

构（ARTEC）取代了此前的监管机构 – 马达加斯

加电信研究和管理局。这一变更加大了监管机构

的职责范围，除电信外，也包括ICT。ARTEC按照

2005年10月17日发布的2005-023号法开展监管工

作（该法对1997年1月27日关于电信和ICT机构改

革的96-034号法做出修订）。

结论：这一面积巨大的岛国因为在印度洋占

据战略位置，因此具有作为ICT中心的巨大发展潜

力。目前依然需要应对的挑战是如何缩小城市和

农村地区之间巨大的ICT接入差距 – 可通过更多的

使用普遍接入基金来缩减这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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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3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34.1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4.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5.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1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2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9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3.4 38.7 4.2

-2 至 10 Mbit/s 71.2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5.4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拉维

马拉维是一个内陆国家，因此政府急切希望

促进光纤骨干网的发展，以便通过海底光缆获得

更多的跨国境互联网容量。

移动业务：最近马拉维通过了融合许可框

架，其侧重点是该国通信业务的技术中立性。随

着该框架的出台，运营商不再受到他们所部署、

以提供这些业务的技术限制。马拉维有两家主要

移动运营商 – 马拉维Airtel有限公司和马拉维电

信网络有限公司（TNM），后者拥有六个牌照，

两个为固定网络业务牌照。TNM是于1995年问世

的、老牌马拉维电信有限公司（MTL）与马来西

亚电信之间的合资公司。2007年，TNM购买了

马来西亚电信的股票并于2008年将其一些股票

在本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其余股票由本地

其他一些公司拥有。马拉维Airtel有限公司是于

1999年进入市场的Bharti集团的子公司。近十年

来，由于电信公司在网络和设施方面的投资，移

动已覆盖该国80%的地区。与相对较高价格（部

分原因由各种不同赋税造成）如影相随的是接入

率较低 – 2015年，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不足一半

（45% ） 。 297 在家庭移动电话普及率方面，城

区（85%）和农村地区（42%）之间存在巨大差

距。该国移动宽带是在2009年随着TNM推出3G（
一年后Airtel也推出了这一业务）而问世的。TNM
于2016年部署了商用LTE网络，马拉维Airtel计划

在2017年下半年推出这种业务。

固定业务：马拉维的固定电话业务市场规模

很小，只有两家主要运营商：马拉维电信有限公

司（MLT）和接入通信有限公司（ACL）。MTL在
主线路市场拥有95%的份额，同时也在上游传输

业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下半年，MTL实
现了民营化，因此目前马拉维政府拥有该运营商

20%的股份，其余80%出售给了由新闻集团 – 该
国最大的、也拥有TNM 41%股份的企业集团 – 牵
头的一家联盟。MTL和ACL都运营CDMA固定无线

网络 – 通过演进数据优化技术支持完全移动性和

宽带接入。MTL还建设了目前由互联网服务提供

（ISP）转售商使用的“WiMax世界范围互操作网

络”。2016年，MTL的光纤骨干业务从其固定电

话业务中分离出来，并入到了一家称为“开放连

接有限公司”（OCL）的新公司中。固定宽带方

案包括城区企业和政府使用的ADSL、固定无线宽

带和光纤。国家光纤网对于马拉维这一内陆国家

至关重要。OCL运营着规模最大的光纤骨干网，

可跨境与坦桑尼亚连接，从而接入东非海底光缆

系统（EASSy）。前不久，骨干网市场还是垄断

市场，但最近新的骨干网运营商已进入了这一

市场，其中包括SimbaNet、马拉维电力供应公司

以及Airtel。马拉维的互联网交换点于2008年在

Blantyre设立。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技术部就媒体、公共信

息获取、广播、电信、邮政服务和信息通信技术

（ICT）相关事宜提供政策指导。2013年出台的国

家ICT政策为该行业确立了方向：其总体目标是通

过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经济部门的ICT并为农村地区

提供ICT服务而为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马拉维通信管理局于1998年按照《通信法》第3
节设立，负责监管邮政、电信和广播市场。2016
年，经过更新的《通信法》得以通过，并于2017
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

结论：随着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日益增多

的参与方进入骨干网市场，融合许可框架正在为

ICT行业确立新的方向。这将可以实现与邻国不同

海底光缆网络的更多连接，从而使ICT的接入和使

用价格更加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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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1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1.7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5.5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3.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3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1.1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6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6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3.9 38.7 4.2

-2 至 10 Mbit/s 25.5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7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根据马来西亚第十一个计划正

在扩大和升级宽带基础设施，提高消费者的负担

能力和保护，加强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努

力促进宽带覆盖。

移动业务：马来西亚现有四大移动运营

商：MAXIS、CELCOM、DiGi和U mobile。另外还有

几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MVNOs）。2015年，

移动普及率超过100%，98%的家庭拥有有栋电

话。298 自2003年推出3G网络以来，移动宽带业务

显著增长。2013年推出LTE服务，运营商也部署了

LTE- advanced，下载速度超过200 Mbps。

固定业务：马来西亚电信（TM）于1984年
私有化。TM是固定电话首要提供商。由于移动电

话的普及，固定电话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

走下坡路。然而，语音与固定宽带捆绑在一起部

分抵消了这种衰落。政府和TM在特定领域开展公

私合作共同推广高速宽带项目，光纤宽带用户持

续增加。TM和Time dotCom拥有广泛的全国光纤

网络。在马来半岛和东马来西亚之间有几条海底

电缆。此外，该国拥有良好的区域和洲际海底电

缆，并与10多个系统相连。

政府政策：通信和多媒体部负责监督通信和

多媒体政策。《通信和多媒体法》为该行业规定

了许可框架和法规。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首批采

用技术中立的许可框架以支持基础设施、服务和

内容的发展中国家之一。马来西亚根据通信和多

媒体委员会法案成立了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

员会。这个管理机构负责管理与通讯和多媒体活

动有关的所有事务。该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国

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Initiative）的

目标，到2020年将人口密集地区的宽带覆盖率提

高到95%，并将其可支付能力提高到国民总收入

（GNI）的1%。2020年，各省首府和高增长地区

的所有家庭都将拥有100Mbps宽带的目标速度，

郊区和农村地区50%的家庭将拥有20Mbps宽带。

结论：该国的技术中立许可框架和法规允

许移动和固定运营商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并促

进高水平的接入并提高支付能力。这一公私合作

项目使政府得以加速推广光纤连接并推动经济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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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0.8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3.9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1.5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2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2.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1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4.1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5.7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6.2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8.5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6.7 2.4 4.2

-2 至 10 Mbit/s 31.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1.8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ICT行业有效实现自由化的典

范，移动宽带覆盖由此迅猛增加。

移动业务：马尔代夫于1999年最早推出GSM
移动网络并于2005年引入移动竞争。截至2016
年，3G信号覆盖所有居民，LTE覆盖量达半数以

上。领先于市场的是老牌运营商Dhivehi Raajjeyge 
Gulhun公众有限公司（DHIRAAGU）。2011年政

府将其6%的股份出售给公众，使政府持股降至

42% 。2013年，巴林电信公司购买了大东电报

公司在此公司的52%的股份。第二大移动运营

商是马尔代夫OOREDOO公众有限公司。该公司

是Qatari移动集团子公司。在引入竞争两年后的

2007年，移动普及率超过100%。2014年，97%的

家庭拥有移动电话，首都马累（97%）和其他各

岛（96%）相差无几（2014年，马尔代夫国家统

计局）。移动宽带自2005年3G启用后一直倍受青

睐，2015年底覆盖到所有人。2014年推出的LTE增
长迅速，于2017年初覆盖全国。

固定业务：DHIRAAGU是主要固定电话业务

提供商。该传统公司还提供速率可达15 Mbps的
ADSL，2015年，该公司推出了速率高达100 Mbps
的光纤宽带。其他两家固定宽带提供商Focus 
Infocom和Ooredoo Maldives亦提供速率高达100 
Mbps的光纤宽带。有趣的是，该国固定宽带签

约用户超过固定线路。马尔代夫享有完善的光

纤骨干连接，拥有两个国家网络和两条国际海

底光缆。2007年，一条长达850公里的海底光缆

铺设至斯里兰卡，另一条铺设至印度和斯里兰

卡。2012年，国家海底光缆骨干网完成建设。总

长超过1 000公里的骨干网将所有主要岛屿连接

起来。2017年第二条国家海底光缆骨干网完成部

署。

国家政策：2001年《电信政策》标志着自由

化进程的开始。马尔代夫于2003年成立的马尔代

夫通信管理局作为监管机构将竞争引入互联网和

移动业务。2015年，《马尔代夫电信法案》获得

批准。内务部负责ICT行业监督。2006年第二项

《电信政策》出台，2014年出台了《国家宽带政

策》。宽带政策涉及2014-2018年并呼吁为所有岛

上居民提供宽带，要求ISP以不超过人均GDP 4%的

价格提供入门级宽带方案并为所有商业和行业中

心提供100 Mbps的服务。

结论：尽管在地理上面临人口分散在200
个岛屿的挑战，马尔代夫的ICT仍得到迅猛发

展。2005年引入移动竞争后带动签约量直线上

升，几乎所有家庭都有了移动电话。该国的ICT基
础设施在南亚国家中首屈一指，LTE覆盖全国，光

纤宽带和国内、国际光纤骨干网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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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7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206.3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3.5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3.2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3.6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0.3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14.3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8.3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4.8 2.4 4.2

-2 至 10 Mbit/s 27.7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7.5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里

这一内陆西非国家尽管移动市场竞争有限，

但基本电信接入达到较高水平。政府正在努力进

一步发展ICT行业。

移动业务：马里拥有两家移动运营

商：MALITEL是创建于2000年的马里老牌电信公

司（SOTELMA）的移动子公司；Orange作为塞内

加尔老牌运营商SONATEL的子公司持全网许可（

移动、固定和互联网），于2003年进入市场。

尽管只有两家运营商，竞争却十分激烈，尤其是

2009年SOTELMA私营化以后。因此，GSM覆盖全

面且用量迅速提升。2015年马里疟疾指标调查显

示，90%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城市地区达

98%，农村地区88%。299 获得第三家移动许可牌

照的Planor-Monaco国际电信联合体将通过马里的

Alpha电信公司开展运作。Orange于2010年推出

3G，MALITEL于2012年紧随其后。各运营商都在

期待着部署LTE网络的许可。

固定业务：2009年，老牌运营商SOTELMA
在将51%的股份出售给摩洛哥电信后实现了私营

化。该公司是固定电话市场上最活跃的运营商，

使用铜缆和无线本地环路CDMA提供业务。在固

定互联网领域，该公司部署了ADSL和固定无线

宽带。其他运营商提供固定无线宽带。Orange和
SOTELMA已建设了长达6 000公里的光纤网络，

从而使内陆马里得以通过海底光缆连接至邻国。

马里周边共有七个国家，其中五个国家临海。最

早连接的是塞内加尔，因为该国是距离最近的拥

有海底光缆的国家。自此之后光缆铺设至除一个

邻国外的所有邻国边界。马里与若干海底光缆连

接。政府还铺设了3 000公里光缆以便将全国的行

政办公楼连接起来。

政府政策：数字经济、信息和通信部是行业

政策制定机构。政府将ICT与农业、贸易和教育共

同确定为四大关键经济行业。政府的旗舰项目之

一就是巴马科数字大厦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培训

机构、数据中心、ICT商业办公室、孵化器和展览

厅。2011年颁布的有关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法

令是指导该行业的相关法律。成立于2011年的马

里电信/ICT和邮政监管机构为负责行业监管的独

立行政机构，取代了电信管理委员会。除监管职

责外，该机构还负责普遍服务并管理国家代码顶

级域名（.ml）。2015年，政府通过了马里2020年

数字规划 – 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战略，以便进一步

发展ICT行业。

结论：该内陆最不发达国家为使公民获得移

动电话连接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在全国部署光

缆并采用新的数字战略，政府正在为加强马里ICT
行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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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2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7.1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6.6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27.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2.7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2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0.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6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4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6.1 38.7 4.2

-2 至 10 Mbit/s 20.0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8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尔他

人口总量刚过400 000的马尔他是欧盟人口

数量最少但密度最高的成员国，其电信市场十分

发达。该国市场充满竞争且移动和固定业务普及

率高。

移动业务：马尔他的移动市场充满活力且

增长强劲，各运营商之间存在竞争。三家移动

网络运营商和部分小型虚拟运营商为移动市场

提供服务。沃达丰是市场的领头羊，Go Mobile
紧随其后，Melita排名第三。移动宽带普及率

仍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但显示出强劲的增长率

（MCA，2016年）。LTE于2013年11月首次启用，

且已经实现了3G和LTE的人口全覆盖。此外，运营

商亦已开始推出LTE-Advanced网络。

固定业务：马尔他固定业务普及率极高，

其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普及率超越了欧洲平均

水平。突尼斯电信控股的Go公司作为老牌运营

商，在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市场拥有最大的市场

份额，但在这两个市场均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

（MCA，2016年）。马尔他面积小、人口密度高

为老牌运营商推出传统公共电话网和有线网络运

营商（亦称“老牌有线网络运营商”300）推出有

线网络提供了条件。2016年，固定宽带的签约是

基于有线（47%）、xDSL（44%）、FTTH（6%）

和固定无线（3%）业务。如今宽带网速不断提

升，且2016年签约网速在30 Mbit/s 以上的用户数

占签约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MCA，2016年）。

政府政策：马尔他电信业在2004年加入欧

盟之前便已开放。该国监管措施与欧盟的指令保

持一致且竞争不断加剧。宽带发展是马尔他决策

者关注的焦点。2014-2020年数字马尔他战略将

持续推出超高速宽带基础设施纳入其目标。该战

略旨在实现宽带全覆盖且网速达30 Mbit/s（如今

已经实现）并于2020年实现50%用户的网速达100 
Mbit/s。为实现这些目标，该国政府在遵循技术

中立的方法同时强调竞争在电信市场的重要性（

马尔他政府，2014年）。马尔他通信局（MCA）
亦为指配800 MHz频段公布了相应措施，藉此强

化移动宽带领域的竞争。

结论：过去10年间，马尔他已发展成为欧盟

最发达的电信市场之一。ICT家庭普及率与欧洲平

均值不相上下，且使用互联网的人口超过三分之

二。马尔他的数字战略通过进一步投资固定和移

动宽带基础设施并打造竞争性的环境，将该国带

上了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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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他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5.8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0.0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2.5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3.7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5.5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65.2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2.1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0.5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9.5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马绍尔群岛

尽管面临将分散在众多岛屿上的稀少人口连

接起来付出的高昂代价，该太平洋岛国正在为扩

大连接稳步前行。

移动业务：由国家持有多数股份的国家电信

管理局（NTA）是唯一一家业务提供商。GSM移

动业务已提供在首都马朱罗及五个岛屿。NTA跨
越了3G移动宽带的部署直接采用LTE。该业务于

2017年3月在马朱罗推出。

固定业务：NTA是唯一的一家固定电话服务

提供商，该业务采用量有限。使用ADSL的固定宽

带已提供给五个岛屿，速率达每秒1.5兆比。租用

线路和自给自足的光纤连接供商业使用。首都和

Ebeye岛拥有Wi-Fi。网吧通过卫星提供在一些岛

屿。马朱罗和Kwajalein（美国政府军事基地）与

马绍尔群岛和关岛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相连

接的海底光缆（HANTRU）连接。HANTRU于2010
年投入使用。

政府政策：交通和通信部（MTC）负责总

体监管，交通和通信的推广和发展。《通信法草

案》呼吁建立监管办公室。与此同时，1990年颁

布的《国家电信管理局法》依然有效。于2012
年通过的《国家ICT政策》对市场自由化做出规

定，其中包括加大私营部门的参与行业对ICT服务

提供的投资，加强老牌公司在竞争环境下的运行

能力并引入竞争。

结论：电信服务提供虽然面临地理挑战，马

绍尔群岛正在采取措施以实现市场自由化。最近

推出的LTE网络亦将该太平洋岛国的ICT行业提升

至新的高度。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111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国

别
概
况

马绍尔群岛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30.1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8.7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8.4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9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6.5 2.4 4.2

-2 至 10 Mbit/s 40.7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2.7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毛里塔尼亚

随着竞争的激烈以及移动蜂窝、移动宽带

的高速普及和互联网用户的增加，毛里塔尼亚的

ICT行业取得长足进展。毛里塔尼亚固定宽带和

移动宽带的服务价格依然相对较高，可支付性成

为老生常谈的一大难题。

移动业务：移动蜂窝普及率已接近阿拉伯

国家地区和全球平均值，然而，移动宽带普及

率远远落后于这些平均值。这主要是由于该国

幅员辽阔的国土难以获得覆盖。移动行业竞争激

烈，共有三家运营商。2000年，邮电局（OPT）
处于垄断地位。OPT垄断打破后，电信和邮政业

务分离。2000年5月向Mattel（突尼斯电信所有）

和2000年7月向Mauritel（摩洛哥电信所有）颁

发了两张GSM牌照后标志着竞争的开始。后者

来自原垄断企业（OPT）。2007年，第三家运营

商Chinguitel（Sudatel子公司）推出其蜂窝和固

定业务，由此结束了Mauritel移动公司和Mattel
的双头垄断地位。所有三家运营商均获得了技

术中立许可。Chinguitel于2007年率先推出3G服
务。Mauritel于2009年，Mattel 于2011年推出3G
服务。所有运营商都在2100 MHz频段提供3G服
务。尚无一家运营商获得LTE牌照。

固定业务：由于对移动技术的大笔投入以及

移动对固定业务的取代，固网普及率较低并呈下

降趋势。毛里塔尼亚移动和固定无线运营商在主

要城市提供固定ADSL业务。Mauritel于2006年推

出ADSL服务。移动和固定无线运营商在农村地区

主要通过国家普遍服务基金或国际开发银行（如

世界银行）提供固定服务。该国正在为连接主要

城市的光纤骨干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卫星宽

带业务覆盖农村地区做出努力。

政府政策：管理局是一家独立的公众企业，

财务管理自主并遵循2001年法律。管理局负责监

管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领土内的水、电、电

信和邮政服务行业的各项活动和法律。监管机构

在各行业的使命是确保服务的延续性并维护公众

利益，保障有效、公平和健康的竞争、经济和财

务稳定性，同时顾及与用户和运营商的磋商。该

监管机构有权力依照法律、规定和规范对违反义

务的行为施加制裁。

结论：毛里塔尼亚政府以及三家电信运营商

经过过去十五年的努力改善了连接并缩小了数字

鸿沟。毛里塔尼亚最近的规划包括通过颁发LTE服
务牌照进一步发展全国的高速网络，扩大卫星宽

带覆盖并在首都和主要城市部署光纤到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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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3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2.2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0.3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2.1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0.8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3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4.3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1.7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7.6 30.7 4.2

-2 至 10 Mbit/s 23.8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8.6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毛里求斯

该印度洋岛国在成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ICT）这一战略支柱，成为了非洲撒哈拉沙漠

以南地区最为先进的数字经济体之一。

移动业务：该国有三家移动运营商。EMTEL
最初是总部设在卢森堡的MILLICOM移动集团和

本地公司Currimjee Jeewanjee有限公司之间的一

家合资企业。2014年，本地公司购买了卢森堡

公司拥有的全部股份。EMTEL于1989年成立，

是南半球首家移动运营商。第二家移动运营商 – 
CELLPLUS（老牌运营商毛里求斯电信（MT）的

移动分支）于1996年进入市场。最后一家进入

市场的是MTML – 印度孟买和新德里国有运营商

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该公司最初进入市场时采取的是CDMA技术，

在2011年部署了GSM网络。由于毛里求斯国土

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因此其覆盖几乎无处不

在。2016年，95%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301 毛
里求斯在移动宽带部署方面也走在了本地区的前

列。EMTEL于2004年推出了非洲首个3G网络，之

后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部署了HSDPA和LTE网
络。其他移动运营商也部署了3G和LTE网络。

固定业务：毛里求斯电信于2000年实现

民营化，其40%的股权卖给了当时的法国电信

（Orange）。该公司是固定业务主要提供商。

不仅提供普通铜线线路业务，而且提供电视和/
或互联网捆绑业务。在固定宽带市场，毛里求

斯电信提供ADSL和一揽子光纤业务，速率最高

为200 Mbit/s。EMTEL也提供固定电话业务和固

定宽带业务，速率最高为140 Mbit/s。其他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ISP）提供固定宽带无线业务，

且毛里求斯电信在全岛屿350个地点部署了免费

Wi-Fi热点。毛里求斯电信拥有覆盖广泛的全国

性骨干网络，其他运营商则在选定覆盖区域内建

造了光纤路径。2002年，毛里求斯通过SAFE与海

底光缆连接，是最早实现海底光缆连接的非洲国

家之一。2009年，该国与“更低印度洋网络”

（LION）连接 – 实现了与留尼汪岛和马达加斯加

的连接。2010年，该国政府在登陆站落实了开放

接入政策，确保所有运营商均可不受歧视地获得

接入。毛里求斯互联网交换点（IXP）于2015年推

出，目前拥有12个成员，包括本国所有的主要电

信服务提供商和ISP。

政府政策：技术、通信和创新部总体负责电

信行业工作，包括关于电子政务和网络安全的战

略。2012年国家宽带政策阐明了本国到2020年的

国家高速互联网接入愿景。该政策的整体目标是

促进发展价格可承受和可普遍接入的宽带基础设

施和服务，从而为本国创建知识社会的机遇。五

项具体政策目标为：(a) 实现强有力的竞争，并由

此实现消费者福祉、创新和投资的最大化；(b) 确
保高效分配和管理稀缺资源，如频谱、设施（如

塔杆）和路权，从而鼓励进行网络升级和在进入

市场方面的竞争；(c) 改革现有普遍服务机制，

支持宽带的普遍部署（即使在高成本地区也是如

此），并确保低收入毛里求斯人也可以以可承受

价格使用宽带服务；(d) 支持旨在采用和使用宽带

的努力；(e) 推进有关法律、政策标准和激励机制

的改革，以便在政府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部门，如

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政府工作部门，实现宽带

效益的最大化。具体指标包括，接近100%的家庭

拥有家庭可承受的100 Mbit/s的下行速率接入，且

能够利用宽带实时跟踪和管理其能源消耗。信息

通信技术管理局（ICTA）是本国ICT行业的国家监

管机构，按照2001年《信息通信技术法》成立；

邮政管理局按照2002年《邮政服务法》设立，负

责监管毛里求斯的邮政和信函业务。2001年《信

息通信技术法》规定对该行业实行监管。

结论：本国电信行业的及早放开和政府将

ICT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支柱的远见卓识推进了本国

ICT的腾飞发展。毛里求斯可广泛获取最新宽带技

术，而且其ICT促成的境外业务处理外包行业在日

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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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2.7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5.4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9.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3.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5.6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1.0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8.7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7.0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9.4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9.7 38.7 4.2

-2 至 10 Mbit/s 0.9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9.5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墨西哥

继2013年电信和广播改革之后，墨西哥已

将这两个行业转变为竞争市场。因此，在电信行

业，新的力量纷纷涌入市场，价格大幅下降，接

入和普及率获得增长，服务质量提高，该行业的

增长速度超过整个墨西哥经济。在广播方面，墨

西哥完成了数字转换，并批准了第三个国家免费

电视网络，该网络于2016年开始广播。

移动业务：由于电信改革，新的力量涌入

移动市场，服务质量有所提高（后者尤其是在宽

带速度和数据量方面）。此外，对更高容量移动

技术的投资和移动电信服务频谱的进一步可用性

（包括通过数字转换获得的90 MHz和先进的无线

服务频段产生的70 MHz）加速了收益进程。2017
年第三季度，在联邦电信协会进行招标后，分

配给移动业务的频谱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464 MHz。此外，预计未来两年的投标将允许移

动电信使用584 MHz。对于全国经济而言，2013
年至2017年，移动电信服务价格下降了15%以

上。

为了扩大服务不足地区的无障碍环境，支

持竞争，提高质量，墨西哥政府推动部署Red 
Compartida。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优质频谱的

全批发移动电信网络，也是墨西哥第一个自筹

资金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该网络已经开始运

作，覆盖人口的32.3%，相当于3 600多万人。Red 
Compartida的主要目标是到2024年将移动服务

（LTE）覆盖面扩大到至少92.2%的人口，并通过

作为批发商提供所有服务来促进竞争。

固定业务：自墨西哥实行改革以

来，América Móvil在固定宽带市场的市场份额从

2012年的70%下降到了2017年的55%。部分原因是

由于监管机构对主导运营商实施了不对称监管。

此外，市场反映了基于更快光纤连接的新产品质

量的提高，以及捆绑产品数量的增加。广告速度

超过10兆比特/秒的连接百分比从2013年1月的8%
增加到2017年9月的80%。

政府政策：自电信改革以来，公共政策制定

和监管之间的分工得到了澄清。负责监管该部门

的国家机构是联邦电信研究所，而政府行政部门

负责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项目，这些项目有助于

普及电信服务，提高竞争和服务质量。

结论：自2013年宪法改革颁布以来，墨西哥

电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该行业

仍然面临竞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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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6.0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8.5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3.6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9.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9.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3.9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5.4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0.9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6.4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3.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9 6.6 4.2

-2 至 10 Mbit/s 17.1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0.0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该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是人烟稀少，领土

宽广。计划中的海底光缆项目将能够使该国的信

息通信技术（ICT）环境得到改变。自1986年实

现独立以来（此前由联合国托管，美国管理 ） ，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SM）一直是一个主权国

家。FSM按照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联合国家条

约》运行，该条约于2004年修正并延长。302

移动业务：国有老牌运营商“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电信公司”（FSMTC）是本国唯一的移动

运营商。2014年，46%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303 
2015年，部署了3G网络，主要在城区提供业务。

固定业务：FSMTC是唯一一家固定电话业务

提供商，该公司还提供ADSL固定宽带。该国与

HANTRU-1海底光缆连接，该光缆于2010年登陆，

将波纳佩（Pohnpei）与关岛连接。

政府政策：该国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部

（DTCI）负责ICT行业工作。国家第一项ICT和电信

政策于2012年发布，确立了五项总体目标：i) 实
现人人可享有的易于获取的安全和价格可承受的

宽带通信；ii) 强化ICT人力资源并通过使用ICT加大

人力资源开发机遇；iii) 通过ICT提高经济增长并实

现可持续发展；iv) 利用ICT开展良好政务服务；v) 
通过改革政策和完善法律框架，创建有利ICT环
境。随着《2014年电信法》的通过，目前正在落

实国家ICT政策确立的第五项总体目标。该总体目

标涉及到每一项预想的、旨在创建有利ICT环境的

政策和法律改革战略目标。首先，2014年法结束

了FSMTC的法定垄断权，并为在本行业引入竞争

提供了框架。其次，该法规定成立独立行业监管

机构。第三，2014年法规定要通过一项普遍接入

政策。除了出台国家ICT政策外，政府还获得了世

界银行的承诺 – 提供4 750万美元增款，用于国际

电信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相关技术援助和项目管理

活动，其目的是改善与Chuuk、Kosrae和Yap的宽

带国际连接。

结论：对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而言，提供广

泛和价格可承受的覆盖一直是一项挑战。该国的

607个小岛分散在25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上。新的

海底光缆将使所有四个州都实现国家宽带网络连

接，从而提供大大降低互联网成本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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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6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21.9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0.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5.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5.3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4.3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1.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3.1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6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6.9 2.4 4.2

-2 至 10 Mbit/s 30.9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2.2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的移动宽带普及率与独联体国家

（CIS）区域的平均值相似。目前该国土地和人口

由3G/LTE信号广泛覆盖。

移动业务：摩尔多瓦三家移动运营商拥有的

市场份额为：65.5%（Orange摩尔多瓦公 
司）、30.2%（Moldcell）和4.2%（Mold电信）304 
Moldcell和Orange摩尔多瓦公司于2008年首先推

出了3G网络。2012年，开始提供经过Moldcell和
Orange摩尔多瓦公司网络的LTE业务。305 Orange
摩尔多瓦公司占据LTE网络部署的主导地位，拥有

94%的地理覆盖区和97%的人口覆盖，而其他运营

商的领土覆盖不足10%，人口覆盖为30%（2016年
底时的数据）。306 摩尔多瓦的移动宽带市场发展

迅速。2016年，用户增长了30.1%。2013年推出了

移动和固定网络便携业务。2016年，得到便携的

移动号码占所有移动用户的1.94%，占所有固定用

户的0.73%。307

固定业务：摩尔多瓦电信占有固定宽

带市场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由Starnet 
Soluţii（20.2%）、Sun通信（5.3%）以及80多家其

他数据传输服务提供商（9.9%）拥有。308 固定宽

带和移动宽带市场是摩尔多瓦ICT行业发展最为迅

速的领域。2016年，固定宽带用户数增加了 
4.3%。多数用户（56.5%）使用FTTx技术，大大超

过xDSL（36.1%）和同轴电缆（6.9%）技术用户。

最受欢迎的业务是30至100 Mbit/s业务（占所有

固定宽带连接的49%），35%的用户使用10至30 
Mbit/s的连接。只要高速互联网服务需求不断增

长，摩尔多瓦就将继续提高其国际互联网带宽。

与互联网接入相反，自2013年以来，固定电话普

及率下降。2016年，固定电话运营商失去了2.6%
的用户。309

政府政策：摩尔多瓦的电信市场于2004年放

开。到2014年，本国市场共有30家固定业务运营

商、3家移动业务运营商、55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和148家电视服务提供商。310 摩尔多瓦的ICT行业

立法主要与欧盟立法框架一致。311 2010年，批准

了2010-2013年宽带互联网接入发展规划，其总体

目标是弥合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该规划

确立了以下具体指标：到2013年，固定宽带普及

率达到20%，移动宽带普及率达到20%。2013年，

固定宽带用户的相应指标达到了13.4%，移动宽带

用户达到了47.3%。312 该规划已推进了用户数量

的增长、加大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并推动

了电子服务的发展。2013年，政府批准了国家信

息社会发展战略 – 《数字摩尔多瓦2020》。该战

略聚焦于三项支柱：接入和基础设施（改善连接

和网络接入）、数字内容和电子服务（促进数字

内容的开发并产生服务）、容量和使用（提高识

字率并改善人们的数字技能，以促成实现创新并

刺激使用）。313 根据该战略，信息社会的发展将

建立在安全的数字环境之上。

结论：摩尔多瓦的电信市场充满了活力和竞

争性，其特点是互联网接入速率高、移动业务接

入水平高且技术发展迅速。电信管理部门正在努

力采用最佳市场监管做法，在将政府干预保持在

最低程度的情况下，创建有利于信息社会发展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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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8.2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0.4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0.0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7.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1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5.1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0.7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15.6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4.4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7 12.2 4.2

-2 至 10 Mbit/s 4.6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1.7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摩纳哥

摩纳哥电信是摩纳哥公国唯一的本地电信

业务提供商。法国移动运营商为该国提供移动蜂

窝和移动宽带业务，但在固定业务方面，摩纳哥

电信是该国的唯一提供商。摩纳哥的固定网络发

展良好且普及率高，而移动普及率低于欧洲平均

值。 

移动业务：摩纳哥的国土面积仅有2平方

公里，被法国移动网络以及法国移动运营商

Orange、Bouygues电信、SFR和Free覆盖。市场主

导者，也是唯一的本地网络提供商 – 摩纳哥电信 
– 利用Orange France的网络提供服务。由法国运

营商Free和摩纳哥政府共同拥有的摩纳哥电信目

前正在建设自己的网络，希望能在2018年提供服

务。鉴于摩纳哥电信的运营区域狭小并面临着法

国运营商的激烈竞争，因此根据政府的法规，摩

纳哥电信的价格可高于法国运营商30%左右。 

固定业务：摩纳哥的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

普及率很高，远超欧洲平均水平。摩纳哥电信在

固话领域占垄断地位，其提供的套餐包含固话、

互联网接入和广播电视业务。ADSL业务于2000年
首次启动，目前通过有线和ADSL提供宽带互联网

业务。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的零售价格监管是基

于法规确定的参考价格。价格的确定是基于遴选

出的法国运营商的方案，摩纳哥电信可在此基础

上加价30%。314 2017年，FTTH的推出仍在实施且

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将所有建筑用光纤连接起

来。 

政府政策：摩纳哥没有独立的电信监管机

构，但公共工程、环境和城市发展部下属的电子

通信司负责该国的市场监管工作。315 摩纳哥的

2016-2020年发展规划将推出NGA网络作为工作重

点，由政府提供部分融资。摩纳哥电信将部署自

己的LTE网络并与外国提供商签署漫游协议。该国

政府的目标是到2025年提供全面的FTTH覆盖且该

项目于2017年开始实施（摩纳哥国，2016年）。  

结论：摩纳哥是一个高度互连的国家，几乎

全民都使用互联网。该国政府将持续推出固定和

无线NGA网络并部署摩纳哥电信自身的移动网，

以便为摩纳哥的ICT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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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纳哥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21.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5.2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0.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7.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9.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0.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3.1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9.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4 0.6 4.2

-2 至 10 Mbit/s 0.6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9.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蒙古

蒙古是一个内陆大国，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二

低的国家。尽管自然条件困难，但它通过利用无

线通信在电信覆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移动业务：该国有四家移动运营商： 
Modicum、Unite、Skytel和G-Mobile。到2014 
年，移动普及率（每100人订购服务）超过100， 
97%的家庭拥有手机（NSO Mongolia，2014 
年）。2009年推出3G网络，2016年推出LTE网
络，移动宽带用户覆盖率很高。 

固定业务：主要运营商蒙古电信（Telecom 
Mongolia）于1995年部分私有化，40%的股权出

售给了韩国电信（Korea Telecom）。后来，蒙古

政府回购了股份。目前，它是该国最大的固话运

营商。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固话市场

现有5家运营商，竞争程度相对较高。然而，由

于移动电话的普及，蒙古固网普及率开始下降。

现在，固网订购基本上是与三重服务捆绑在一起

的。固定宽带包括DSL、光纤和WiMAX，其中光

纤在订购服务中所占的份额最大。由于蒙古是一

个内陆国家，国家骨干网络连接至关重要。蒙古

国内的光纤网络部署从2001年到2017年增加了2.5
倍，总长度超过38 900公里。政府所有的信息通

信网络公司（Netcom）大约占到全国光纤部署

的一半。此外，四个甚小孔径终端（VSAT）运营

商被授权在农村地区开展工作。通过与中国和俄

罗斯联邦的连接进入陆路亚欧网络和海底电缆，

实现国际互联互通。蒙古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于

2001年，截至2017年底，参与者已达到32。

政府政策：近几十年来，该国不断放开这

一行业。采取的措施包括1995年对现有电信运营

商（蒙古电信）实行部分私有化；2001年成立监

管机构，即通信管理委员会；在移动和互联网市

场引入竞争。通信和信息技术管理局负责行业政

策。近年来，根据政策文件确立了该行业部门的

发展框架。根据国家高速宽带计划（2011-2015
年）建立了法律和监管体系，支持高速宽带网络

的扩张，确定城市地区网速达到100 Mbps和各省

网速达到50 Mbps的目标。2017年2月，政府批准

了《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政策（2017-2025 
年）》，将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世界接轨，加强电

子政务建设，实现各领域的数字化，增加电子政

务服务种类，加快实施。

结论：在该国电信市场上，蒙古主导的公

司之间有着高度的竞争，提高普及率。尽管该国

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很低，但骨干网发展较为完

善，通过与两大邻国的跨境连接确保了国际互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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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9.5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6.4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0.8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1.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3.7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2.6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3.0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2.7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9.3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7.0 2.4 4.2

-2 至 10 Mbit/s 72.3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8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黑山

黑山人口近63万，是欧洲最小的市场之一。

加入欧盟的进程于2011年正式启动，对电信行业

的影响很大，因为已调整法规与欧盟规范保持一

致，竞争也得到加强。316

移动业务：黑山第一家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提供商Promonte于1996年成立，并于2004年被

Telenor全面收购。目前，Telenor处于市场领先

地位，其竞争对手Crnogorski Telekom和M: Tel紧
随其后。所有这三家移动运营商均由外国实体

掌握多数股权：挪威政府持有Telenor的多数股

权，Hrvatski Telekom持有Crnogorski Telekom的

多数股权，塞尔维亚电信持有M:Tel的多数股

权。M:Tel于2007年作为第三家运营商进入市

场，对黑山的竞争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黑山

的蜂窝移动普及率非常高。317 这主要是由于

黑山是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们在度假期间会

购买SIM卡（EBRD，2012a）。移动宽带普及

率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但仍落后于欧洲平均水

平和大多数邻国的平均水平。3G的人口覆盖已

基本完成，2017年长期演进（LTE）人口覆盖

率为98% 。Telenor、Crnogorski Telekom和M: 
Tel于2007年推出3G服务；Telenor于2012年推出

LTE，Crnogorski Telekom于2013年推出，M:Tel于
2017年推出。318

固定业务：Crnogorski Telekom、M:Tel、 
Telemach（United Group的一部分）和Telenor是
固网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与其他巴尔干国家和欧

洲平均水平相比，黑山的固定电话普及率相对较

低。而固定宽带普及率与邻国相当。通过各种技

术提供固定宽带服务。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是最

常用的接入技术，但亦可提供电缆和光纤接入

（FTTx），而近年来后者增长最快。319

政府政策：电信管理局是根据黑山政府2001
年3月8日的决定设立的。管理局是一个独立的监

管机构，在职能上独立于所有利用电信网络和提

供电子通信网络、设备或服务的实体。2005年通

过《邮政服务法》后，管理局接管了邮政事务相

关职能。继2008年8月通过《电子通信法》后，

管理局更名为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管理局，继续

按照该法的规定运作。320 2013年，新的电子通信

法生效，增强了管理局的独立性。移动终接费率

大幅降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北马其顿共

和国、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实行了区域性漫游监

管。321

黑山政府通过了2017–2020年《黑山信息社

会发展战略》。322 该战略确定了战略发展方向，

目标是达到“数字议程2020”和“单一数字市场

战略”中实施的欧盟标准。该战略强调了最重要

的战略发展方向，涉及以下主要成功参数：

宽带可用性：

• 基本宽带接入：到2018年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

• 快速宽带接入（30 Mbit/s或以上）：到2020
年人口覆盖率达到100%。

增强基础及高级数字技能：

• 到2020年，信息通信技术（ICT）毕业生在毕

业生总人数中的比例达到10%；

• 到2020年，颁发的欧洲计算机使用执照证书

数量达到15 000份。

在电子商务领域，目标是ICT行业达到国内生

产总值的6%，这将反映经济增长和其他行业创造

的新的就业机会：即，目标是电子贸易占总体贸

易的1.5%。

在教育领域，重点是改善计算机与学生的关

系，以及提高教师的ICT技能，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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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4.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66.1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6.5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1.3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0.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0.6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29.8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9 0.6 4.2

-2 至 10 Mbit/s 40.3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1.8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 到2020年，计算机与学生的比例达到1:10；

• 接受过计算机培训的教师比例占教学人员总

数的30%，在信息安全领域接受培训的教师比

例。

结论：继独立和加入欧盟并实施上述电信

法规后，电信行业的独立性和竞争性日益增强。

尽管规模不大，但四家国际私营运营商积极参与

市场竞争，并推出了先进技术（LTE、FTTx）。在

过去几年中，黑山的运营商投资达到了非常高的

水平。2016年，投资额达到1.29亿美元，占该行

业总收入的50.8%。2017年，投资额为7 130万美

元，占该行业总收入的28.1%。2018年计划投资约

4 24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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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摩洛哥为覆盖全国人口扩大了移动和固定业

务。由于高移动普及率，几乎最低的宽带互联网

接入价格以及最新的信通技术和服务，摩洛哥成

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区域信通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之一。

移动业务：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全球相比，

移动蜂窝的普及率高于平均水平。移动宽带普

及率亦如此，过去几年中增长迅速。这可归因

于三家电信运营商之间的激烈竞争。老牌运营商

Maroc Telecom在2000年随着第二家运营商Medi 
Telecom进入市场开始面临竞争。第三家移动运营

商Wana Corporate于2006年获得了移动网络许可

证。2006年，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向移动运营商颁

发了三个3G牌照，2015年颁发了三个LTE牌照。

监管机构为3G服务分配了900 MHz和2 100 MHz，
为LTE服务分配了800 MHz、1 800 MHz和2.6 GHz频
段的频率。这些服务促进了农村地区移动宽带的

普及，从而为国家宽带计划做出了贡献。为了确

保LTE服务的最佳覆盖， LTE许可证授标对运营商

施加了具体义务，要求他们在2020年之前起码覆

盖的最低人口数量以及提供的最低下载速度。

固定业务：三家运营商在固定宽带领域展开

竞争，尤其是在企业对企业市场。大多数新的宽

带连接是无线和光纤。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语音

和互联网流量，运营商已经升级了他们的国家光

纤骨干网和国际连接。目前，运营商在摩洛哥的

一些城市提供FTTH （光纤到户）服务。摩洛哥正

在实施号码便携、分拆和基础设施共享等监管规

则。

政府政策：摩洛哥是该区域最早为电信和信

通技术行业打造监管环境的国家之一，以此为私

营运营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1997年的电信法为

该行业的自由化铺平了道路，并结束了国有公司

的垄断。随后接连实施了数字计划。2001年启动

了第一个电子摩洛哥战略，随后在2005年推出了

第二个更新版本，提出了2010年愿景（电子摩洛

哥，2010年）。涵盖2009至2013年的摩洛哥2013
年数字计划侧重于通过数字包容和电子政务发展

消除障碍，促使该行业具备区域竞争力。最近

的计划，摩洛哥2020年数字计划（Maroc Digital 
2020）旨在学习以往的经验，其议程超越了数字

治理和数字政府，涵盖了整个数字经济。该计划

旨在将摩洛哥置身于全球化经济，并向公民提供

最好的电子服务。根据这项计划，成立了数字发

展局，负责提供服务，确保部署数字计划的不同

方案，实现并确保政府平台的优化和现代化。

结论：摩洛哥政府的努力使摩洛哥成为阿拉

伯国家区域连接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家

庭都可以上网，摩洛哥各地的大多数公民都定期

使用信通技术。摩洛哥2020年数字计划将使摩洛

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并加快向数字经济的转型

以及互联网使用和实践的普及，从而通过电子政

务和金融包容性服务造福于人民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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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2.9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8.3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3.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1.8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8.4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0.2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9.8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9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3 30.7 4.2

-2 至 10 Mbit/s 79.8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9.9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除移动市场开放竞争之外，还在全

国范围内为建立国家骨干基础设施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迅速推升了该国的电信接入水平。

移动业务：莫桑比克有三家移动运营商。于

1997年在该国开展业务的首家移动运营商莫桑比

克蜂窝移动公司（MCEL）隶属于一家老牌电信

运营商。南非移动集团的子公司Vodacom在2003
年进入莫桑比克市场后，该国的移动业出现了竞

争。越南VIETTEL集团的子公司MOVITEL于2012年
作为第三家运营商进入了莫桑比克市场。2015
年，拥有手机的家庭刚过半数（55%），其中78%
为城市家庭，46%为农村家庭。323 在移动宽带

进入市场时，MCEL、Vodacom和MOVITEL分别于

2008、2010和2012年启动了使用3G技术的移动宽

带业务。3G技术比固定产品价格更便宜，因此该

国大多数互联网接入均使用移动宽带。

固定业务：老牌国有运营商莫桑比克电信

（TDM）（90%股份属于政府，10%由管理层和

员工持有）。尽管TDM的垄断已经结束，但该公

司基本是唯一一家通过铜线和CDMA无线本地环

路提供固定电话业务的提供商。在固定宽带市

场，TDM提供最高4 Mbit/s的ADSL，固定无线接

入则由一家子公司使用CDMA EVDO提供。在城

区，有线调制解调器的速率最高可达8 Mbit/s。
该公司与其它提供固定无线宽带的ISP存在竞争关

系。TDM、Vodacom和MOVITEL一直在推光纤，且

莫桑比克的骨干网络延伸46 000多公里，成为撒

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网络之一。两条海底光纤的

调试大大增加了莫桑比克的国际互联网容量，导

致批发价格骤降。2009年，莫桑比克与SEACOM
的连接改善了该国的国际互联网连接，一年后该

国又接通了东非海底电缆系统（EASSy）。另外两

条海缆已列入规划。2002年建立的莫桑比克互联

网交换点是该区域最老的交换点之一。 

政府政策：莫桑比克交通和通信部负责行

业监督。各类通信项目均得到过政府的关照，例

如数字迁移、电子政务和网络安全。2016年，

该国通过了一部新电信法。莫桑比克国家通信局

（INCM）是电信和邮政行业的监管机构。该局成

立于1992年行业改革进程启动之时，是时莫桑比

克电信已从邮政中分离出来并正在推行商业化。

莫桑比克国家通信局还负责管理普遍接入服务基

金。

结论：莫桑比克正在推动ICT发展。2009年
该国首条海底电缆的接通，2012年在移动市场引

入更多竞争者以及国家骨干网络的强化，为扩大

覆盖、提升质量和降低价格奠定了基础。此举将

提高该国的数字包容性。另外，新电信法强制要

求基础设施共用，以降低重复投资并为农村地区

提供更多信号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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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3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0.0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5.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0.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1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0.8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8.8 38.7 4.2

-2 至 10 Mbit/s 80.0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缅甸

缅甸电信行业在相对近期实现自由化，并直

接跨越到最新的移动技术。

移动业务：缅甸邮电公司（MPT）是国有

老牌运营商，在2013年行业自由化之前是缅甸

移动行业唯一提供服务的运营商。随着联邦政府

开始改革ICT行业，政府在该行业各部门引入竞

争。2014年，来自挪威的Telenor Myanmar Limited
和来自卡塔尔的Ooredoo Myanmar Limited获发全

国综合性电信业务牌照，与MPT（与日本的KDDI
公司和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合作）展开竞争。结果

非常显著，近年来电信密度大幅提升。Telenor 
Myanmar Limited和Ooredoo Myanmar Limited都部

署了3G移动宽带业务，移动数据使用的快速增长

使LTE网络得以在2016年部署。2017年，将第四

个牌照发给了缅甸一家公司联合企业缅甸国家电

信与通信有限公司（Myanmar National Tele and 
Communications Co., Ltd.）和来自越南的Viettel公
司。目前，各运营商以可承受的价格向公众提供

各种电信服务。

固定业务：MPT是主要的固定电话服务提供

商，也是在城市地区提供ADSL和光纤业务（速度

最高达100 Mbps）的主要的固定宽带运营商。除

提供移动宽带接入的移动运营商外，还有几家提

供固定无线互联网和光纤连接的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ISP）。在推出新的移动网络时，进行了一系

列的国家光纤骨干网投资。全国已建成42 000多
公里的光纤骨干网。缅甸的国际互联网连接从根

本上得到改善，到2018年4月已从行业改革开始前

的30 Gbps提升至440 Gbps以上。自1999年，缅甸

已连接SEAMEWE-3海底电缆。2016年，另外两条

海底电缆（亚非欧1号光缆和SEAMEWE-5）登陆

缅甸，一条通往泰国的海底电缆正在建设中。缅

甸与中国、印度和泰国实现跨境地面光纤连接。

政府政策：2013年《电信法》实施牌照制

度，实现市场自由化，引发了电信行业改革。

交通和通信部（原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既是政

策制定机构亦是监管机构（由下属邮电司执行监

管职能）。该部还在制定一项普遍服务战略和联

合国家框架，以便将尚未实现连接的人口连接起

来。《电信总体规划》草案提出，缅甸的愿景为

成为“移动为先、数字化连通的国家”，包括三

个使能目标：(a) 建立缅甸国家宽带基础设施资

产；(b) 为缅甸人民发展通信和服务；(c) 建立有

利的体制框架。作为自由化的重要一步，该部还

准备建立一个名为缅甸通信监管委员会的独立监

管机构。

结论：自2013年通过开放市场竞争的新的电

信法以来，缅甸的ICT格局发生了变化。缅甸已采

取具体措施改革电信行业，以发展ICT行业。市场

开放时间较晚的一个结果是缅甸能够直接跨越到

移动宽带技术。短期内移动网络接入量实现了惊

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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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9.8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5.1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5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9.5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0.7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6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8.3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9 2.4 4.2

-2 至 10 Mbit/s 5.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7.2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纳米比亚

该南部非洲国家的基本电信接入率很高，而

且正在努力实现市场多样化，以提高宽带使用率

并改善业务。

移动业务：该国有两家移动运营商：移动电

信有限公司（MTC）是于1995年成立的第一家移

动运营商，其66%的股份属于纳米比亚国有邮政

和电信控股有限公司（NPTHL），34%的股份属于

荷兰一家注册为控股公司的Samba Dutchco B.V.。
另一家移动业务运营商由老牌运营商纳米比亚电

信运营，完全由NPTHL拥有。2013年，纳米比亚

电信接管了此前运营商LEO，并将品牌名称改换

为TN移动。由此可见，该国的两家移动运营商

都是NPTHL的子公司。该国的移动家庭普及率很

高，89%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包括95%的城

市家庭和81%的农村家庭。324 于2007年进入市场

的TN移动在2008年推出了3G，之后MTC也于2013
年推出了该业务。这两家公司都已推出了LTE – 
MTC于2012年推出，TN移动于2013年推出。MTC
还是首家于2016年试验所谓4.5G业务的非洲运营

商，速率达到1 Gbit/s。MTC在大力在农村地区建

设移动宽带网络，且2017年，其3G网络已覆盖该

国66%的人口。为了鼓励实现腾飞发展，该公司

按照其oSmartPhona举措，为农村居民提供预先装

载5GB免费数据流量的、得到补贴的智能电话。

固定业务：纳米比亚电信是该国唯一固定线

路电话业务提供商，所用技术为铜线和固定无线

CDMA，尽管2015年已完全淘汰CDMA。若干运营

商利用诸如ADSL（最高速率为10 Mbit/s）、 
固定无线宽带和光纤到住户等技术提供固定宽

带业务（尽管光纤的采用率依然很低）。纳米

比亚电信已在国家骨干网中部署了12 000多公里

光缆，将所有行政区首府和重要国际跨境地点

相连接。MTC还在其网络中部署了一些光纤路

径。2012年实现的与西非海底光缆系统的连接为

该国带来了国际互联网容量更多和更廉价的新时

代。纳米比亚互联网交换点于2014年建立，迄

今，该交换点已与九个相应交换点相连接。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技术部（MICT）负责制

定该行业的政策。MICT的现有战略规划涵盖2017
年到2022年的五年，有四项目标：(a) 加速实现

ICT的发展、接入和使用，以建设在ICT方面具有

包容性的智慧纳米比亚；(b) 加强不受阻碍地对信

息的获取，以使国民成为知情国民；(C) 推进将纳

米比亚建设为优选的电影摄制目的地；(d) 创建有

利环境，提高文化效益并有效提供服务。为了实

现战略规划确立的目标，信息通信技术部制定了

对战略规划形成补充的年度工作计划，概要列出

为实现所述目标而需采取的行动。其重点为其职

权范围内的三个领域：ICT发展、印刷媒体和音视

频业务。

信息通信技术部的愿景是成为一种催化剂，

促成于2022年实现知情的、在ICT方面具有包容性

的智慧纳米比亚。有鉴于此，该国已通过一些非

常积极主动的措施和举措，如网络100%的国家覆

盖；审议过时的ICT法律，并进行适应需求的ICT
政策干预，以保持与充满变革的ICT行业的与时俱

进。

信息通信技术部战略规划的首要议项是最终

确定宽带政策、电子废弃物政策，并修正《2009
年通信法》。纳米比亚通信管理局在监管电信、

广播、邮政服务和无线电频谱方面负有最重要责

任，且负责确保该行业的公平交易并促进投资。

对于实现ICT行业的变革而言，未来需采用

的战略还包括资源调动、在ICT基础设施发展和升

级以及研发方面开展适当交流与联络（形成伙伴

关系）。

“年度国家ICT峰会”提供一种平台，来自

本国市场和国际范围的不同技术领导人、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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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7.6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4.5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9.3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3.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9.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6.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1.2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4.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8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5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0.3 38.7 4.2

-2 至 10 Mbit/s 57.8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构、青年和学术机构代表均被吸引参加该峰会，

分享其在ICT行业的经验和创新思想。

结论：纳米比亚是非洲ICT发展的排头兵之

一，而且是首先出台商用3G和LTE网络的非洲国家

之一，从而使该国实现了很高的移动通信业务接

入率。尽管市场的很高集中程度和有限的所有权

形式为创建具有创新性和充满活力的ICT行业带来

了挑战，但该国政府正在做出最大努力，加强其

网络骨干基础设施，从而实现政务服务在所有地

区的无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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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

此世界上最小的岛国之一在某大型移动集团

布网后，移动接入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一偏远的

太平洋国家 – 与最近的邻国相距300公里以上 – 是

移动宽带和低延迟卫星连接的试验场。 

移动业务：鉴于瑙鲁岛上居民仅有10 000
多人，因此爱尔兰移动集团下属的 DIGICEL 便
成为唯一一家运营商，此运营商在加勒比和太

平洋地区小岛国的移动业务运营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DIGICEL于2009年启动了GSM业务，其七

个基站几乎覆盖了该岛全部21平方公里。2011
年，90%的家庭配备了手机。325 3G于2014年8月
引入，LTE于2016年末开始推广。 

固定业务：瑙鲁电信作为政府成立的垄断公

司在2009年之前提供电信服务。该公司遭遇到了

技术和财务问题，因此2009年6月该国为DIGICEL
颁发了为期两年的独家经营牌照。瑙鲁的固定陆

线网络基本处于失修状态，除政府外，岛上大多

居民使用移动业务进行话音通信。与此类似，

瑙鲁的固定宽带互联网接入非常有限，主要供

政府部门和企业使用。固定无线互联网接入使用

WiMAX。除此之外，DIGICEL、CENPAC运营着一

家网吧，管理着瑙鲁的国家顶级域名（.NR）并

在岛的西侧部署了六公里的光纤骨干网供政府使

用。CENPAC亦在企业互联网市场与DIGICEL竞争。

瑙鲁获取国际互联网容量要依赖卫星链路。2015
年，该国与低延迟、高带宽的O3b网络连接。数

据使用量的上升造成瑙鲁的国际带宽增加了一倍

多，因此要求卫星实施了三次升级。亚洲开发银

行支持在瑙鲁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基里巴斯之

间建立海底光纤的项目。 

政府政策：电信部负责行业监督和政府的ICT
部署。电信司监管局负责行业的监管。2005-2025

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了ICT行业的目标，其

中两个主要的短期阶段性目标为： i) 每个家庭/企
业均可接入基于无线技术的预付费电话系统；和

ii) 得到适当维护的小区/家庭层面互联网连接及固

定线路系统可用于公共服务。

结论：在为DIGICEL颁发牌照后，瑙鲁的移动

通信出现了腾飞，该公司利用集团的专业技能迅

速建设了GSM网络并在后来又建成了3G网络。为

支持宽带网络，此偏远岛国亦成功地部署了最新

一代的快速卫星技术。如今，该国正期待着能够

建立与海底电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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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鲁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8.0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5.2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7.0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尼泊尔

尽管山区地貌给此内陆国家带来了挑战，但

政府为增强连通性和强化ICT行业而付出的努力

仍推动该国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移动接入水平。 

移动业务：尼泊尔有三家移动运营商。这

些公司包括老牌国有企业尼泊尔 Doorsanchar有
限公司（NDCL）；马来西亚AXIATA集团的子公

司NCELL；和本地的Smart Telecom Private有限公

司（STPL）。此外，联合电信公司近期获批经营

移动业务。尽管在此多山国家扩大移动覆盖面

临困难，但91%的家庭均拥有手机（尼泊尔统计

局，2015年）。自2010年部署3G以来，移动互联

网就越来越普及。NDCL于2017年初启动了LTE，
另外两家运营商正在等待监管部门批准其启动

LTE。 

固定业务：NDCL主导了固定电话市场。四

家其它公司亦使用VSAT或无线本地环路（WLL）
提供固定电话业务。由于覆盖有限且移动业务更

受欢迎，因此固话普及率不高。尼泊尔有一批互

联网业务提供商。2016年，固定宽带（ADSL、
有线调制解调器、光纤/LAN）占签约用户数

量的64%，其余部分被固定无线业务（CDMA 
EVDO、WiMAX和VSAT）瓜分。尼泊尔国家光纤骨

干网于2002年开始建设。此网络主要沿高速公路

修建并使用尼泊尔电力局的光纤。与更多偏远地

区的连接是通过微波和卫星系统实现。作为内陆

国家，尼泊尔依靠邻国印度与海底电缆连接。目

前该国有若干跨境光纤链路。尼泊尔互联网交换

点建立于2002年，拥有30多个加盟方。

政府政策：信息和通信部（MIC）负责行业

政策。成立于1998年的尼泊尔电信局（NTA）负

责行业监管。此领域的相关立法为1997年的电信

法案。电信业的十年总体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勾勒出了实现关键性目标的计划，其中包

括在“在耳力可及距离”内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按需为城区、制造业和商业提供电信服务；确保

城市消费者有机会使用不同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

务，并将此服务的提供范围逐渐扩展至农村消费

者；扩大网络容量，以有效利用ICT改善尼泊尔

人民的生活质量。2015年制定的国家宽带政策概

要阐述了政府的愿景：建立一个价格可承受、安

全、可靠、无处不在的高速互联网。此项政策制

定了2018年的几个目标，其中包括宽带普及率达

到30%（最低速率为512 kbps）和城区按需下载的

速率至少达到10 Mbps。 

结论：尽管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家且地形具

有挑战性，但在竞争性市场的驱动下却实现了值

得尊敬的移动技术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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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9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3.2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2.4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4.1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5.5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1.4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4.0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7.9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9.8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7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2.4 2.4 4.2

-2 至 10 Mbit/s 6.6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1.0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荷兰

荷兰电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移动和固定普

及率很高，而且客户可得到很实惠的价格。在下

一代接入（NGA）覆盖方面，荷兰在欧洲处于领

先地位。326

移动业务：荷兰的蜂窝移动普及率和移动

宽带业务普及率均高于欧洲平均数。荷兰的蜂

窝移动业务，特别是宽带移动业务价格很是实

惠。荷兰老牌运营商KPN在移动市场处于领先地

位，其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为沃达丰、T-Mobile和
Tele2 。2001年，Tele2作为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进入市场，但于2015年开始建设其自身LTE网络，

使其成为使用自身移动宽带网络的第四大运营

商。327 自从2012年获得LTE牌照以来，所有四家

运营商都在LTE建设和实现全国覆盖方面进行着巨

大投资。328

固定业务：荷兰的固定基础设施已发展得十

分完善。虽然固定电话普及率随着全球固定由移

动替代的趋势而下降，但其在该地区仍属最高行

列，且该国的固定宽带普及率也十分领先。老牌

运营商KPN拥有最大的固定市场份额。该运营商

持续在其光纤和铜线网络方面做出巨大投资，实

现了铜线网络最高为200 Mbit/s的速率。其他运营

商在充分利用得到监管的、对KPN网络的接入，

因此，能够与该老牌运营商在市场上进行抗衡，

并为客户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业务。329

政府政策：政府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

方面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们对高速互联网接入的

与日俱增的需求。为了在竞争的ICT市场中支持基

于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确立的目标是消除

不必要的限制和成本，从而为宽带投资创建有利

环境。荷兰国家宽带战略《荷兰数字议程》确定

的五个行动方面之一是建设开放和高速的基础设

施。尽管《2011-2015年议程》的最主要侧重点是

实现政府本身的数字化，但这一议程也确立了更

为全面的方式，以便实现诸如医疗卫生和交通出

行等行业的数字化。政府在宽带发展方面采取的

是技术中立和基于市场的方式。该战略还重点强

调了本地和区域参与方在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促

进信息交流方面的作用。330 331

结论：无论是在该区域还是在世界范围内，

荷兰的ICT都处于最为发达之列。该国的固定市场

十分先进，而且其ICT家庭普及率很高。为了持续

并进一步推进这种发展，政府正在采取基于市场

的措施，并在努力为加大ICT领域的投资创建有利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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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8.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0.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0.8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3.2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1.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6.2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19.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2.3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0.6 4.2

-2 至 10 Mbit/s 1.1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8.8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新西兰

新西兰正在推进批发和零售分离，作为推动

固定宽带服务普及的模式。

移动业务：移动网络运营商有三家：Spark（
原老牌运营商）；沃达丰（英国沃达丰集团的

子公司）；2degrees。前两者于20世纪90年代成

立，而2degrees则在2009年进入市场。移动宽带

覆盖率很高。这三家提供商均在2005年推出3G
业务，并于2013年推出LTE网络。政府完成了农

村宽带举措的第一阶段工作，为30多万农村家庭

和企业提供了新的或改进的宽带服务。2017年8
月公布了扩大覆盖范围的第二阶段工作，并将于

2022年底前完成。移动黑点基金（Mobile Black 
Spot Fund）将为扩大移动覆盖提供资金，以覆盖

目前尚未覆盖的约1 000公里的国道和100多个旅

游点。

固定业务：新西兰电信（电信）于1990年实

行私有化，并于2011年分拆。当时，政府推动行

业开展了若干重大变革，包括将电信分拆为零售

业务（Spark）和批发业务（Chorus）。2014年，

电信更名为Spark。沃达丰是第二大固网零售商，

拥有混合光纤同轴电缆网络，在第二大和第三大

城市克赖斯特彻奇和惠灵顿提供服务。其他零售

商也提供固定宽带服务，并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政府推出了超高速宽带（UFB）计划，这是由批

发商建造光纤到户（FTTP）、由零售商转售的一

种公私伙伴关系。光纤连接规模继续快速增长，

截至2018年3月，超过40%能够连通的家庭和企业

实现了连接。 

政府政策：商业、创新和就业部负责ICT行业

监督。政府UFB的目标是，到2022年底，87%的新

西兰人能用上速度接近1 Gbps的FTTP宽带。政府

投资约18亿新西兰元，以确保尽可能多的新西兰

人能够体验到UFB的好处。农村宽带举措利用一

系列技术为UFB地区以外的数十万农村家庭和企

业提供更快的互联网连接。2017年，政府完成了

对2001年《电信法》的审查，对新西兰通信市场

的监管环境进行了审议。审查提出，固定业务监

管应进一步与公用事业（如电力、燃气和机场）

监管保持一致。目前议会正在审议一项反映审查

结果的法案。商务委员会负责电信行业监管。商

务委员会是根据1986年《商业法》成立的一个独

立机构，负责促进没有有效竞争的受监管部门开

展竞争，包括电信、乳制品、电力和机场市场。

结论：尽管新西兰移动宽带接入水平很高，

但政府仍将光纤接入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推动因

素加以推进。通过分拆老牌的批发和零售单位，

创建基于开放获取原则以及批发和零售规定的光

纤基础设施部署模型，引导业界重组。UFB计划

在全国范围内大幅提升了消费者对FTTP服务的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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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9.1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6.0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1.6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4.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0.8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0.9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7.8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66.1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3.6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1.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9.0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尼加拉瓜

尽管拥有发达的蜂窝移动行业，但固定业

务市场仍未开发。尼加拉瓜大多数信息通信技术

（ICT）用户集中在城市地区，最偏远地区的基

础设施不足是业务难以腾飞发展的障碍之一。332

移动业务：多年来，移动市场上只有两

家运营商：Claro – 拥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市场份

额；Movistar。两家运营商都在2015年推出了LTE
业务，但可用性仍然集中在较大的城市中心。333 
第三家移动运营商CooTel于2016年加入市场，该

公司由中国信威电信企业集团拥有。该运营商在

2012年获得许可，条件是将网络扩展到偏远地

区，因此，覆盖面有望改善。该运营商还旨在收

取极具竞争力的费率，这将提高该部分市场的服

务价格。334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市场集中在两个运

营商 – Movistar和Claro之间，尽管Claro拥有大

部分市场份额，约90 %。固定部分在2002年开

始被移动业务取代，目前固定业务普及率远低

于区域和全球水平。其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 
Rostejnologuii、Yota Mobile和IWB Holding – 也加

入了市场，增加了竞争水平和投资。335

政府政策：尼加拉瓜电信部门由尼加拉瓜电

信和邮政委员会（TELCOR）监督。TELCOR在几个

领域采取行动，从促进竞争和执行国家立法到ICT
教育和普遍服务。336 2014年，政府启动了Banda 
Ancha par Desarrollo Avanzados研究中心，该中心

聘请ICT专业人员来协调和教导民众如何使用ICT，
特别是宽带技术。337 尼加拉瓜还计划很快发射自

己的卫星，一旦进入轨道，这将提高通话质量和

数据速率。338 作为更新ICT行业监管框架的第一

步，尼加拉瓜政府于2017年对ICT行业进行了全面

研究。

结论：政府认识到发展其电信行业的重要

性，因此参与了若干不同领域和项目，以刺激和

促进合作与竞争。宽带有望成为行业扩张的主要

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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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0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1.6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0.4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2.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7.9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3.5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8.6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8.9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4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2.3 6.6 4.2

-2 至 10 Mbit/s 23.4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4.3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尼日尔

在西非国家中，尼日尔拥有最大的陆地面

积，而且大部分被撒哈拉沙漠覆盖。虽然该国

是一个内陆国家，但正在通过制定和改善监管

框架并提高政府支持来实现人们对信息通信技术

（ICT）的普遍获取。

移动业务：目前该国四家运营商共拥有约

900万用户：Airtel由印度移动集团Bharti拥有，

这是于2001年在市场上出现的首家运营商，那时

的品牌为CELTEL；Orange（93%由法国Orange公
司拥有）；尼日尔电信（2016年通过老牌运营商

SONITEL和移动运营商SAHELCOM的合并成 
立）；MOOV（90%由Etisalat拥有）。Airtel拥
有移动话音市场的最大份额，紧随其后的是

MOOV。尽管该国有四家运营商，但由于该国15
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很大（约占全体人口的 
50%），所以移动普及率相对较低。17岁以上人

口的移动普及率为87.9%。城区的移动普及率较

高。Orange于2011年首先出台了3G网络，随后

Airtel和MOOV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也部署了这

一网络。这三家运营商共有约220万的3G用户，

其中76%以上的这类用户由Airtel拥有。后者计划

于2018年推出LTE业务。

固定业务：尽管Orange的全业务牌照允许其

提供除LTE以外的所有业务，但尼日尔电信还是在

固定电话线路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其大多数用

户继续使用无线CDMA。同样，多数固定互联网

业务是通过固定无线提供的。尼日尔电信的国家

骨干网由3 812公里光缆构成，且与贝宁、布基纳

法索和尼日利亚跨境连接，从而实现对海底光缆

的接入。从2017年12月起，非洲开发银行开始为

实现尼日尔互连）。Orange和尼日尔电信这两家

公司都在Niamey拥有都市光纤网。

投资：近五年来，该国在电信行业的投资已

超过5.48亿美元，其中Celtel的投资为44%，其次

为MOOV的29%，尼日尔电信的19%和Orange公司

的8%。

政府政策：邮政、电信和数字经济部负责

ICT行业的管理。该国的ICT路线图是“2012年电

信和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政策文件”，其中包含五

项主要内容：(a) 调整法律和机构框架；(b) 发展

基础设施；(c) 促进对ICT业务的普遍接入；(d) 开
发应用和内容；(e) 强化ICT能力。由2010年条例

予以更新的《1999年电信监管条例》为该行业的

监管提供了框架。电信和邮政管理局负责电信和

邮政业务的监管、控制和监督。该管理局制定的

2014-2018年战略规划主要侧重的两个领域是：(a) 
实现有效和高效的监管；(b) 改善组织和管理。最

近，在总统监督下，创建了“国家信息系统管理

局”（ANSI），取代了之前的计算和信息通信新

技术高级委员会（HC/I/NTIC），从而实现了该行

业的重组。除前HC/I/NTIC的职责外，ANSI还负责

实施普遍接入服务。

结论：尽管尼日尔面临地理和经济挑战，但

目前正在努力前行，发展其信息社会。正在进行

的ICT行业的放开、法律和监管改革以及机构能力

的建设和增强正在推进该国朝这一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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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5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0.9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24.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0.2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6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5.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4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4.6 38.7 4.2

-2 至 10 Mbit/s 5.0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5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尼日利亚

此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经济体热衷于发掘

ICT促发展的潜力。由前瞻性监管战略提供支撑

的竞争性ICT市场为尼日利亚的这一做法起到了

推动作用。

移动业务：尼日利亚有四家GSM运营商：

印度移动集团的子公司AIRTEL；南非MTN集团的

子公司MTN；阿拉伯联合酋长国ETISALAT 的子

公司EMTS；以及尼日利亚一家私营集团旗下的

GLOBACOM。还有两家运营商使用CDMA技术 – 
Visafone和Multilinks，但他们的市场份额可忽略

不计。NATCOM于2015年收购了破产老牌运营商

NITEL 的资产，其中包括移动牌照，并于近期使

用Ntel品牌重新开展业务。2015年，该国几乎五

分之四的家庭拥有手机；其中包括90%的城市家

庭和71%的农村家庭，这意味着需要扩大农村地

区的接入范围。339 所有GSM运营商均启动了3G和
LTE，移动宽带成为该国最普遍的互联网接入模

式。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NITEL的让位意味着

固定电话市场没有处于主导地位的运营商。四

家运营商提供固定电话业务（MTN、Glo、ipNX
和21st Century），两家提供固定无线电话业务

（Visafone和Multilinks）。尼日利亚大多数固定

宽带接入是通过使用WiMAX 的固定无线方式提

供，此外还包括数量不断增加的固定LTE运营商。

光纤宽带已开始在部分城区部署。多数运营商在

拥有一定的光纤骨干网，例如NATCOM便接收了

NITEL的国家骨干网。尽管光纤已接入各州州府，

但光纤骨干网尚未延伸至级别较低的行政单位。

该国政府的目标是采用一种接入开放的批发市场

机制，在不同地区均配置骨干基础设施提供商。

由于NITEL通过SAT-3/WASC 海底电缆系统形成了

国际光纤带宽的垄断，因此尼日利亚的国际带宽

有限且成本高昂。此现象于2009年结束，该年

Glo-1电缆在尼日利亚登陆，随后ACE、Main One
和WACS海底光缆以及尼日利亚喀麦隆海底电缆系

统也相继推出。站点位于拉各斯和阿布贾的尼日

利亚IXP于2007年启用，其30多个成员国包括该国

所有主要运营商和ISP。

政府政策：联邦通信部负责电信业的监

管。2012年制定的国家信息通信技术（ICT）政策

为行业指明了方向，其主要目标是为ICT网络的快

速扩张打造一个有利环境，以合理的价格为全民

提供可获取的服务，并为各社会经济部门的发展

做出贡献。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a) 促进并支持

建设全国性的ICT基础设施，为全国宽带连接提供

支撑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b) 将联邦和州网络连

接至国家光纤骨干网；和(c) 与国家和国际ICT基础

设施建立可靠、可用、安全且价格合理的连接。

联邦通信部下属的国家信息技术发展局负责政策

的落实。尼日利亚的国家宽带计划覆盖2013-2018
年，其目标是到2018年将移动宽带普及率提升

至80%。尼日利亚通信委员会是电信业的监管机

构。2003年的尼日利亚通信法案针对该委员会的

职责提供指导。 

结论：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经

济体，ICT行业的发展具有巨大潜力。该国移动市

场的零售竞争十分激烈。有必要将竞争扩展到零

售固定宽带和骨干网批发市场，从而使高速连接

延至到全国各个地区并满足企业和政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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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1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5.9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9.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4.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0.8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7.7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1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7.8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4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5 38.7 4.2

-2 至 10 Mbit/s 61.6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6.9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北马其顿共和国

北马其顿共和国市场规模不大，仅有200多

万人口且作为欧盟候选国基本能够遵守欧盟监管

框架的要求。该国固定网欠发达，因此移动通信

十分重要，其普及率相对移动蜂窝通信较高且移

动宽带业务亦在不断增长。

移动业务：北马其顿共和国第二与第三大

运营商于2015年合并后，该国市场目前仅有两家

运营商。Makedonski 电信（MakTel）自2001年起

便并入德国电信，是马其顿市场的领头羊。340 另
一家运营商One.Vip是ONE（斯洛文尼亚电信集团

所有）和Vip（奥地利电信集团所有）合并的产

物。341 2008年引入移动和固定号码携带转网给竞

争带来了良性影响，特别是在携号转网费下降之

后。MVNO于2010年进入该国市场。马其顿的移

动宽带普及率略低于欧洲平均水平，每100位居民

中仅有56位用户。3G牌照在2008年首先颁发给了

MakTel和Vip（后更名为one.Vip）。2013年底，商

用LTE业务启动。北马其顿共和国几乎所有人口均

可享受3G和LTE信号覆盖。LTE的投资仍在继续，

未来覆盖、容量和普及度预计还会上升。2017
年，MakTel和one.Vip将其LTE网络的技术更新为

2CA/3CA和4x4 MIMO。

固定业务：北马其顿共和国通过固定网络提

供的电子通信服务发展良好，但尚有巨大提升空

间。该国的固定线路市场于2005年正式解禁，但

老牌运营商Makedonski Telekom AD Skopje依然在

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底，该公司占据了

37的固定宽带市场份额。来自有线运营商和固定

无线接入提供商的竞争尤为激烈。2016年，One.
Vip与其姊妹公司有线业务提供商Blizoo合并，以

强化其市场地位。具备30 Mbit/s交付能力的NGA
网覆盖了该国50%左右的人口。NGA接入的主要

网络为采用DOCSIS 3.0 技术和FTTH网络的有线

网。FTTH网络于2016年底覆盖了27%的家庭，而

使用DOCSIS 30技术的有线网络则覆盖了几乎50%
的马其顿家庭。

政府政策：北马其顿共和国电子通信署是

于2005年依据《电子通信法》成立的独立监管

机构。342 前南马其顿共和国2005年便已成为欧

盟成员的候选国，因此对本国的许多法规进行了

相应调整。该国的电信业立法是基于欧盟的监

管框架。所有竞争保障于2009年到位，其中包

括基准互连互通产品的提供、号码携带、运营

商选择和预选、固话市场线路租赁批发、本地

环路解挷定以及固定宽带市场的宽带接入批发

（EBRD，2012c）。北马其顿共和国的政策制定

机构为信息社会和管理部。为发展该国的ICT，目

前出台了两项重大战略：利用信息技术发展电子

通信的国家战略以及有关信息社会发展和行动计

划的国家战略。这两项战略的目标包括增加互联

网用户数量，创建公共电子服务和电信业解禁（

北马其顿共和国，2005年）。 

结论：北马其顿共和国为建立竞争性的现代

电信市场采取了重要步骤。移动业务发展良好且

宽带也在不断成长。将马其顿进一步发展成为高

度互连互通国家的战略已经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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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3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1.9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3.9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2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6.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3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4.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5.7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9.2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8.6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5 0.6 4.2

-2 至 10 Mbit/s 25.1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2.4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挪威

挪威的电信市场非常发达且人口多为ICT的

积极用户，其固定和移动业务普及率超出欧洲平

均水平。老牌运营商Telenor在电信业的各分支均

是市场领导者，但也面临新进入运营商不断升级

的挑战。 

移动业务：挪威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和

一批MVNO。老牌运营商Telenor占据的市场份额

最大，约50%左右。343 排名第二的运营商Telia通
过2015年收购Tele2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挪

威竞争局（NCA）批准Telia 进行收购，但前提是

Telia将基础设施出售给第三家移动运营商ICE并
允许MVNO使用其网络。344 该国的移动蜂窝普及

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移动宽带普及率亦超过欧

洲平均水平。移动蜂窝，特别是移动宽带产品的

价格是世界上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几个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月移动套餐提供的网速和包含的数

据量也在不断上升，截至2015年底，五分之一

的移动蜂窝签约用户套餐内至少包含5 GB的流量

（NKOM，2016b）。

固定业务：挪威固定宽带的普及率极高，超

过了欧洲平均值。近年来光纤连接的增长尤为迅

猛，至2016年大多数固定宽带签约均基于光纤，

取代了DSL和基于电缆的连接。运营商们持续投

资固定宽带基础设施并特别注重光纤，近年来光

纤占全部固定网络投资的50%以上。Viken Fiber是
Telenor在光纤这一分支领域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两家正在争夺市场领头羊的位置。自1998年以

来，固定电话签约量呈下降之势，凸显出移动业

务取代固定业务的强大趋势（NKOM，2016a）。

政府政策：挪威并非欧盟成员国，但加入了

欧洲经济区（EEA），因此有遵守欧盟电子通信

指令的义务。在国家层面，该国政府强调ICT在提

升公共部门效率、推动创新和在商业领域创造价

值以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345 因此，

该国政府的“电子挪威”计划将侧重于不同的机

构和ICT用户，其内容涉及从个人、文化到工业，

从公共部门到终生学习等方方面面。此项计划提

纲挈领地阐述了为加强ICT的获取与使用应采取的

行动。挪威的数字议程探讨的是如何利用ICT“让

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并提高生产力”（挪威地

方治理与现代化部，2015年）。

结论：挪威是全球最先进的信息社会之一。

家庭ICT普及率极高且大多数人口均使用互联网。

该国政府强调ICT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为

强化这方面的发展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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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0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7.8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5.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8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8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6.5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5.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7.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5.3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0.2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7 0.6 4.2

-2 至 10 Mbit/s 14.6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7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阿曼

阿曼有两家移动网络运营商（Omantel和

ooredo Oman）（原Nawras），这两家运营商之

间存在着合理水平的竞争，此外两个移动经销

商（MVNO）占据了17%以上的移动用户市场份

额。阿曼固定业务的价格与移动宽带业务价格相

当（特别是在低消费领域），按人均国民总收入

的百分比计算（国际电联数据）低于阿拉伯国家

区域的平均价格。

移动业务：阿曼拥有高度发达的移动网

络且移动普及率高。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3G和
LTE服务覆盖。Omantel是阿曼的老牌手机运营

商。Ooredoo Oman（原Nawras）是第二家进入

市场的手机运营商，于2005年结束了Omantel对
手机服务的垄断。FRiENDi和Renna Mobile是阿曼

市场的两个虚拟移动网络运营商（MVNO）。电

信监管机构（TRA）赋予Ooredoo和 Omantel使
用900 MHz提供2G服务的权利。TRA为运营商在

农村地区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引入了监管激励措

施。此举措的内容包括重新分配900和1 800 MHz
频段，以便能够在技术中立的基础上使用这些

频段，此外为覆盖一些尚未未覆盖的乡村，使

用900 MHz频段建立了120个站点（每个运营商

60个站点）并使用1 800 MHz频段建立80个站点

（每个运营商40个站点）。另外，Ooredoo和
Omantel获得了使用2 100 MHz频段提供3G业务的

权利。2012年阿曼推出了LTE：Omantel于2012年
7月使用1 800/2 300频段推出了第一个商用LTE网
络；Ooredoo于2013年2月宣布使用1 800 MHz频段

推出商用LTE服务。Ooredoo亦将2.3 GHz频段用于

固定宽带。2015年，TRA赋予Omantel和ooredo将
800和2 600 MHz频段的无线电频谱用于第四代技

术（LTE）的权利。

固定业务：Omantel和Ooredoo是主要的固定

线路业务提供商。TRA于2012年向另一家阿曼公

司Awasr颁发了第三张固定线路牌照。阿曼宽带公

司（OBC）是政府于2013年成立的，目的是实现

国家宽带战略中通过光纤连接提供高速宽带的目

标。具体讲，OBC将作为无源基础设施提供商（

固定业务和回程连接提供商）向持有牌照者提供

光纤接入。

政府政策：电信监管机构成立于2002年，

意在实施阿曼政府开放电信行业和强化电信业竞

争的政策。该国政府于2012年发布了电信政策框

架，此框架旨在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为在提供基

础设施和电信服务方面开展有效竞争创造适当的

条件，促进业务提供方面的竞争；并为欠服务的

村庄进一步全面提供各种电信业务。政府于2013
年批准了一项国家宽带战略，提出了提高宽带业

务普及率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由政府

出资创建的OBC公司的宗旨是让所有固定牌照运

营商均能使用/共用这些国家光纤回程网络。

结论：阿曼过去15年付出的努力已使该国

变身成为自由的固定和移动业务市场。几乎所有

城市家庭均享有互联网接入，该国大多数公民都

定期使用互联网。阿曼的目标是进一步发展全国

范围的高速网络并已开始实施一个项目，以便在

2017年底前，将电信服务带给阿曼欠服务地区的

410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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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9.8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3.9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2.1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2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3.4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8.6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4.6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5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8 30.7 4.2

-2 至 10 Mbit/s 83.5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4.7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基斯坦

近期，高速移动宽带的推广和若干重大举措

的施行正推动世界第九大蜂窝移动市场向数字经

济迈进。

移动业务：巴基斯坦的移动行业在国际

电信运营商的参与下，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

开放并不断成长的市场。过去几年的产业整

合，使该国出现了四家活跃的运营商：2016年
MOBILINK与WARIDTEL合并成立的VEON集团（

原先为VimpelCom有限公司）旗下的Jazz公司；

中国移动2007年从Millicom 收购的全资子公司

CMPAK；2005年成立的挪威Telenor电信集团麾

下的Telenor巴基斯坦公司；Pak电信移动有限公

司（PTML），该公司是老牌巴基斯坦电信有限

公司（PTCL）建立的移动公司，其使用UFONE品
牌且在2006年PTCL私有化后如今已归属阿联酋

ETISALAT集团。巴基斯坦有1.4亿蜂窝移动签约用

户，蜂窝网络的人口覆盖率高。2016年，92%的

家庭拥有手机（96%在城市，90%在农村）（巴基

斯坦统计局，2016年）。巴基斯坦通过一系列3G
和LTE业务频谱拍卖在宽带接入领域取得了巨大成

功。始于2014年并在随后的2016和2017年连续进

行的拍卖，为行业发展和满足超乎寻常的需求提

供了动力。自移动宽带提供服务以来，爆炸式的

增长使用户在仅仅三年之内便达到了4 450万，占

移动签约用户总量的32%。目前，除Ufone外，所

有蜂窝移动运营商均有LTE频谱。

固定业务：巴基斯坦在国内和国际连接上均

取得了重大进展。PTCL和网络业务批发商等一些

公司运营着国家光纤骨干网且如今光纤的总长度

已达85,549公里。该国的普遍服务基金亦用于光

纤网络向农村地区的拓展。巴基斯坦的地面光纤

网络延伸至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印度，并

为内陆国家阿富汗提供与本国海底电缆的连接。

该国连接海缆的数量始终在不断增加。巴基斯坦

已与六个海底光纤网络连接：SeaMeWe3（1999
年）、-4（2005年）、-5（2016年）、TWI1
（2006年）、IMEWE（2010年）和AAE-1（2017
年），并计划于2018年再部署两个网络。固定业

务领域有17家以上的运营商，但老牌的PTCL主导

了固定电话市场。陆线和无线CDMA均服务于固

定电话业务。固定宽带主要使用ADSL，同轴电

缆和FTTH紧随其后，它们共占据了固定宽带市场

的三分之二。固定无线宽带包括WiMax和CDMA 
EVDO技术。首个巴基斯坦互联网交换点（IXP）
于2017年在伊斯兰堡启动，有八个参与方加盟且

在卡拉奇建设第二个IXP的磋商工作正在进行。

政府政策：信息技术和电信部负责行业政

策。依据1996年电信重组法案成立的巴基斯坦电

信局（PTA）负责行业监管。过去几年，巴基斯

坦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展示了该国完成向数

字经济过渡的决心。2015年的电信政策和2016年

的信息技术政策确定了全面改革的日程，目前一

些实施计划正在执行。2016年的防止电子犯罪法

建立了网络安全方面的立法框架。国家孵化中心

举措是通过创新和创业为数字经济做出贡献所采

取的另一重大步骤。数字巴基斯坦政策草案制定

了15项政策目标，其总体愿景为“通过充分利用

ICT成为加速数字化生态系统建设的战略助手，

以实现强化知识经济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

标。”

结论：移动宽带频谱的颁发，国家光纤骨干

网的扩容，互联网交换点的启动，国家孵化中心

的成立以及与新海底电缆建立多条连接等因素，

促成了宽带基础设施近期的持续增长。这为该国

的“数字巴基斯坦”愿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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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5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3.4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4.7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2.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7.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5.5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2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2.1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2.0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9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5.3 2.4 4.2

-2 至 10 Mbit/s 73.6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1.1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拿马

自2003年巴拿马政府结束了Cable and 

Wireless公司的垄断起，该国的电信业便开始了

全面的竞争。346 巴拿马急速发展的经济和增长

潜力，特别是宽带的腾飞，为电信行引来了投资

者。移动货币亦是巴拿马关注的焦点，约有55%

的成年人无法充分享受金融服务，尤其是在农村

地区。347

移动业务：蜂窝移动在巴拿马取得了巨大

成功，普及率远高于大多数国家；但多数签约用

户仍使用预付费，后付费仅占总量的11%。348 该
国市场竞争充分且服务由四家运营商提供 – Cable 
and Wireless、Movistar、Claro和Digicel。近年

来，无线宽带越来越受欢迎并于2015年初开始提

供LTE技术（3G已在2008年启动）。349 

固定业务：2005年DSL业务的数量超越简单

拨号接入后，固定宽带便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

目前，有线调制解调器是最常用的固定宽带技

术，占有率略低于总量的三分之二，DSL占据了第

二的位置。350占据主导地位的Cable and Wireles拒
绝解除网络解绑定，此做法给为所有市场竞争者

打造一个公平的环境造成了危害。351 

政府政策：负责巴拿马电信业监管的实体为

1996年创建的国家公共服务监管局。352 巴拿马在

国家互联网网络计划的职责范围内深度参与了ICT
业务的发展，特别是在创新领域和2008年“人人

享有互联网”计划的成功启动方面。353 此计划使

该国80%以上的人口可免费在学校和公园等公共

场所接入无线宽带，此外亦在教育和使人们为使

用ICT做好准备方面付出了努力。

结论：根据区域发展趋势，移动蜂窝发展的

光芒超越了固定电话，移动宽带的流行程度亦远

超固定宽带。尽管蜂窝移动市场已经饱和，但随

着宽带更加流行，特别是公众的推动，数据业务

仍有潜力可挖。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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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7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5.8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0.7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3.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7.9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6.7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0.7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5.6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0.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5.3 6.6 4.2

-2 至 10 Mbit/s 9.2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5.5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布亚新几内亚

此太平洋最大发展中国家在2007年引入竞争

后大幅推动了移动接入的发展。 

移动业务：国有老牌运营商TELIKOM于2003
年启动了GSM业务。该公司的业务运营后通过剥

离转移给了当地的一家企业集团并于2009年以

BEMOBILE为名重新开始营业。移动集团DIGICEL
于2007年作为第二家运营商进入该国市场。引入

竞争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市场出现了爆炸式增

长，移动普及率也迅速攀升。DIGICEL拥有最大的

市场份额，且从签约用户数量上讲巴布亚新几内

亚是该公司第二大市场，从收入角度看则巴布亚

新几内亚排名第一。自2011年启动3G以来，移动

宽带便一直在增长但覆盖水平受到该国复杂地形

的限制。DIGICEL于2014年启动了LTE且TELIKOM于

2016年携3G和LTE网络重新杀回该国市场。 

固定业务：TELIKOM是主要的固定电话业务

提供商。固定电话仅提供给少数城区，而应用

WiMAX技术的无线本地环路在各处均可使用。固

定宽带的普及仅限于城内某些地点。TELIKOM提

供速率达24 Mbps的ADSL。DIGICEL将光纤接入企

业建筑，而TELIKOM则以线路租赁的方式提供光

纤连接。固定无线宽带可通过LTE提供。

PNG DataCo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作为一

家批发商持有、管理、运营并维护政府用于批发

业务的电信基础设施和资产。这些设施和资产包

括沿天然气管线和电线杆辅设的光纤线路以及海

底电缆网络。PNG国家海底光缆网络是一个拥有

5 500公里线路的网络，不仅可作为对现有国内海

底链路的补充亦能将外岛接入国家网络。该网络

将于2018年建设完成。巴布亚新几内亚于2006年
实现了与首条国际海底电缆 – 澳大利亚 – 巴布亚

新几内亚-2（APNG-2）– 的连接，随后又在2009
年与PIPE太平洋-1（PPC-1）相连。2017年对莫尔

兹比港的IXP进行了调试。

政府政策：通信和信息技术部（MCIT）负

责行业监督。2008年制定的国家ICT政策呼吁的

改革，因此在2009年通过国家信息通信技术法案

后，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局（NICTA）于2010年成

立。NICTA对广播、互联网和电信行业实施监管。

该局正在实施若干普遍接入和服务项目，以便将

电信服务扩展到乡村。例如，为乡村建设新的小

区天线塔提供资金以扩大3G覆盖的举措。2013年
制定的国家宽带政策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设有七

项具体目标：i) 经济增长；ii) 社会进步；iii) 提升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效率；iv) 在学校开展ICT培训并

使用ICT；v) 改善卫生服务的提供；vi) 加强全球一

体化；和vii) 提高主要经济行业特别是基础部门的

效率。 

结论：尽管巴布亚新几内亚崎岖的地貌给扩

建ICT基础设施的覆盖造成了挑战，但自该国与海

底电缆连接并引入竞争之后，ICT已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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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9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8.7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1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4.4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1.2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7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1.0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2.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6.3 2.4 4.2

-2 至 10 Mbit/s 21.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2.3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拉圭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巴拉圭依赖邻国接入海

底光缆，这是减缓该国宽带业务发展和采用的一

个重要因素。355 另一方面，移动业务取得了相对

成功，尤其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以及移动货币

的流行和更实惠的价格。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自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 
竞争之中，目前有四家运营商 – Tigo、 
Personal、Claro和Vox。356 同本区域趋势相同，蜂

窝移动电话普及率很高，部分原因是移动电话已

经取代了不太普及的固定电话。移动宽带普及率

仍然相对较低，但是竞争激烈的市场和持续的业

务覆盖范围扩展预计将对该细分市场产生积极影

响。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民普遍使用移动货币，

因此巴拉圭是开发这种做法的区域领先者。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和VoIP由国有的巴拉

圭通信公司（Copaco）357提供，导致到目前为

止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尽管固定宽带市场处于竞

争之中，但发展继续受到缺乏商业联盟协议的损

害，无法将本地环路分拆开来。ADSL仍然掌握在

Copaco手中，而电缆调制解调技术也由Tigo Hogar
提供。服务提供主要限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偏

远地区服务不足。358 电缆调制解调和光纤技术

都见证了需求的增长和速度的提高，且政府已宣

布，光纤部署是其未来几年的主要重点之一，同

时价格也会更加实惠。

政府政策：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国家电信委员

会成立于1995年。当前的发展计划 –《2016-2020

年国家电信计划》– 强调了几个方面的工作 – 例
如，迫切需要使这些业务价格更可承受（目标

是将数据服务价格降低高达80%），调整互连费

率以增强竞争力，并将联网家庭的数量增加到

60% ，等等。为了让宽带价格更实惠，政府将集

中精力减少国际宽带的使用，并谈判新的资费。

结论：迄今为止，巴拉圭公共和私营部门在

发展电信行业方面的努力十分有效，实现了采用

率的稳步上升、价格下降和基础设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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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3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9.6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7.9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8.1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1.1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5.9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0.4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9.2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1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2.5 6.6 4.2

-2 至 10 Mbit/s 56.9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6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秘鲁

秘鲁是美洲区ICT基础设施部署拓扑方式具

有挑战性的典型示例，这种部署方式使移动通信

比固定通信具备明显的优势。该国政府积极参与

ICT行业的发展计划，其中既包括改进和完善立

法也涉及网络的部署，特别是国家光纤骨干网的

部署。

移动业务：秘鲁有四家运营商竞争移动通信

的市场份额 – Telefónica、Claro、Entel和Bitel – 第
一家运营商几乎占据了签约用户总量的一半。随

着移动号码携号转网要求于2007年出台以及Virgin 
等虚拟移动网络运营商（MVNO）于2016年入市

（OSIPTEL，2017年），该国移动市场的竞争愈

发激烈。尽管秘鲁的移动业务普及率与区域水平

相符，但人口之间的差距明显，有五分之一的秘

鲁人尚没有手机。移动宽带方面，运营商近年来

着重于行业投资，特别是在LTE部署方面。359 自
2013年秘鲁首次指定LTE牌照以来，该国已经走了

很长的路，大幅改善了覆盖面积和服务定价。

固定业务：携号转网的要求同样适用于

固定业务。Telefónica占据固话市场份额头把交

椅，Claro紧随其后。固定宽带主要通过DSL和有

线调制解调器技术提供（OSIPTEL，2017年），但

普及率远低于区域和全球水平。

政府政策：电信业的监管机构为电信私营投

资监管组织（OSIPTEL）。该组织成立于1991年，

始终积极推动打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并致力于让

全体人民均享有电信服务。为促进竞争，OSIPTEL
出台了携号转网要求和资费管制等措施 – 尤其是

强制要求降低零售价格和互连互通的资费 – 且近

期该组织还实施了网络中立性法规。秘鲁政府同

时还在推行宽带计划，在《国家宽带计划》的

框架内将大量资金投入光纤骨干网的部署。《

国家宽带计划》的目标是连通秘鲁境内80%的地

域。360

结论：尽管秘鲁的地貌和社会差距带来了挑

战，但在政府和运营商的积极参与下，近年来该

国的电信业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鉴于该国宽带

使用率依旧不高，对市场参与方而言秘鲁还有巨

大的潜力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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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9.6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1.0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4.2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3.9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52.2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8.7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2.9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8.2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4.5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2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7.2 6.6 4.2

-2 至 10 Mbit/s 65.4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7.4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菲律宾

此最大的东南亚岛国实现了高水平的GSM移

动覆盖，且大多数ICT服务均在双寡头垄断的环

境下提供。

移动业务：菲律宾的移动市场正在进行整

合。2000年曾有十家持照运营商，但到2016年
市场主要由两家公司垄断，一家是菲律宾长途电

话公司（PLDT）旗下的老牌运营商（Smart），

另一家是Globe电信，其主要股东为本地的Ayala
公司和新加坡电信。该国存在一些虚拟移动网

络运营商（MVNO）和一些并未提供服务的牌照

持有人。2G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移动普及率

于2012年超过了100%，但鉴于只有84%的家庭

拥有手机，因此该国尚有发展空间（91%在城市

地区，78%在农村地区）（菲律宾统计局，2014
年）。借3G网络启动的东风，移动宽带于2006年
首次部署且覆盖涵盖了四分之三的人口，成为接

入互联网的主要方式。两家运营商于2012年启动

了LTE，2013年部署的LTE-Advanced达到了1 Gbps
的下载速率。监管机构正在考虑拍卖更多频率并

为没有频谱的公司颁发第三张移动牌照。 

固定业务：PLDT是世界上少数几家历史悠

久的私营老牌运营商之一。PLDT和Globe在全国

范围内提供的服务主导了该国的固定电话市场。

该国有部分区域运营商，但仅占很小的市场份

额。PLDT和Globe均通过ADSL和FTTP提供固定宽带

业务，速率最高可达1 Gbps。2011年启动的FTTP
近期发展加速，将触角伸展到了马尼拉以外的其

它城市。固定无线互联网（WiMAX）亦已可以使

用，且部分ISP正在部署固定LTE无线网。 

PLDT和Globe拥有广泛的国家光纤骨干网，

该网采用了地下、架线和海底电缆等方式。菲律

宾的战略位置和大量的海岸线为其接入国际海底

电缆系统提供了便利。早在1997年，该国与第一

个海底电缆网 – 亚太电缆网 – 实现了连接（如今

已停止服务）。如今，菲律宾已与六个以上的区

域和国际海底网络连接。菲律宾的开放互联网交

换点（PHOpenIX）于2007年启动，现拥有57个成

员。

政府政策：信息和通信技术司（DICT）是行

业政策制定者，负责落实相关战略。国家宽带计

划草案设计的愿景为“通过开放、普遍、包容、

廉价、可信的宽带互联网接入，使人人享有弹

性、舒适且充满活力的生活”。根据此愿景，政

府将制定政策以刺激竞争并确保宽带互联网接入

的可用性、价格可承受性和质量。DICT下属的国

家电信委员会（NTC）为行业监管机构。涵盖行

业监管的主要立法为1995年的第7925号公共法案

（公共电信政策法案）。

结论：尽管菲律宾主要是双寡头市场，但该

国实现了高水平的基本移动接入且至少在城市地

区部署了高下载速率的最新无线和固定技术。在

巨大海外人口和方兴未艾的企业加工外包业驱动

下，菲律宾亦享有国际互联网带宽。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141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国

别
概
况

菲律宾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0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0.4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8.6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3.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0.1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3.3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2.7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9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2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8.5 2.4 4.2

-2 至 10 Mbit/s 28.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3.5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波兰

拥有3 800万人口的波兰是欧洲最大的市场

之，该国竞争性的电信市场符合欧洲联盟制定的

原则。

移动业务：波兰移动市场竞争激烈，移动

蜂窝和移动宽带服务价格低廉。波兰老牌运营商

Orange Polska始终在移动行业占据最大的市场份

额。波兰移动市场于1996年开放竞争。招标之

后，Polkomtel和T-Mobile公司（在当时的GSM时

代名为Polska Telefonia Cyfrowa sp. z o. o.）获得

了与老牌运营商竞争的牌照。2005年又举行了一

次招标，此次招标的目的是提高移动市场的竞争

力。波兰第四家移动网络运营商P4最终在2007
年推出业务（UKE，2005年）。第一家虚拟移动

网络运营商于2006年12月进入市场（UKE，2006
年）。2016年，a2mobile开始提供移动服务，

成为第五家使用自有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营商

（UKE，2016年）。波兰的移动电话普及率非常

高。强制所有预付费SIM卡注册的法律于2016年
生效，这导致SIM卡数量减少。361 2005年实现了

3G服务的全面覆盖，移动宽带普及率亦在上升。

固定业务：国有电信公司TPSA在1992年丧失

了对本地业务的垄断，该公司的股票逐渐向外出

售，其最后4%的股票于2010年售出。362 国际业务

最终在2003年开放竞争（经合组织，2002年）。

归Orange所有并运营的老牌运营商仍然是固话和

固定宽带市场的主导运营商。有线电视运营商是

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提供包括固定宽带在内

的捆绑服务。固定宽带普及率虽然近年来有所增

长，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仍然相对较低。NGA
网络服务仍不充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欧洲联

盟委员会，2017年）。

政府政策：作为加入欧洲联盟工作组成部

分，国家监管机构于2000年成立。363 鉴于欧洲联

盟成员国侧重于发展宽带，因此波兰在欧洲数字

议程目标的基础上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本国目标。

波兰的国家宽带计划于2014年获得通过，该计划

旨在到2020年为所有家庭提供30 Mbit/s的互联网

覆盖，并为50%的家庭提供100 Mbit/s的互联网覆

盖。欧洲联盟、政府和私人投资者正投资于宽带

基础设施。364 为给“波兰的发展提供数字化推动

力”，政府于2011年成立了行政和数字化部，随

后于2015年成立了数字事务部。该部的目的是增

加互联网接入，开发网络内容和服务并提高数字

技能。365

结论：波兰电信行业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重

大变化，导致竞争加剧。根据欧洲数字议程，该

国为宽带发展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突显了其

促进ICT发展的决心。2011年设立行政和数字化部

并随后在2015年设立数字化事务部，再次印证了

政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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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9.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0.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54.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0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1.8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1.9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2.8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0.0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1 0.6 4.2

-2 至 10 Mbit/s 23.3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5.6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葡萄牙

葡萄牙拥有发达的电信市场，且最近经历了

重大的所有权变化。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增

长继续受到下一代接入（NGA）连接的驱动。

移动业务：葡萄牙移动市场上有三家移动网

络运营商 – MEO、沃达丰和NOS – 以及一些虚拟

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MEO是老牌运营商和市场

领先公司。据监管机构ANACOM称，在移动宽带

的引入推动了两个周期的强劲增长之后，移动用

户数量在2016年已经稳定下来。还有一个明显的

趋势是从使用预付费服务转向后付费服务。虽然

2009年几乎四分之三的移动用户是预付费的，但

在2016年，这一比例已略低于50%。趋势的变化

可归因于融合捆绑或多网合一业务的提供。事实

上，在2016年底，41%的移动客户购买了作为多

网合一业务一部分的移动业务（ANACOM， 
2017b）。

固定业务：由于近年来的显著增长，葡萄牙

的固定宽带普及率高于欧洲平均水平。FTTH/B用
户数量的增加占固定宽带用户增数的最大部分。

光纤用户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30%，因此2016年
光纤用户占固定宽带用户的32%，从而比欧洲平

均水平高出近6个百分点。运营商面临的经济压

力导致了固定行业所有权的一些变化。最值得注

意的是，老牌运营商葡萄牙电信在2015年被Oi卖
给了法国电信集团Altice。366 由Altice控制的MEO
是市场领先公司，其次是Grupo NOS、沃达丰和

Grupo Apax ( ANACOM，2017a )。

政府政策：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欧洲联盟，

这一步骤已经（并将继续）对ICT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政府决定按照欧盟委员

会的要求，于2011年7月放弃对老牌运营商葡萄牙

电信的特殊权利。367 368 欧洲联盟和国家ICT政策

的重点是宽带网络的扩展。葡萄牙2012年通过的

《国家宽带战略》的目标是，到2020年，100 %的

人口至少由30兆比特/秒网络覆盖，50%的家庭至

少由100兆比特/秒网络覆盖。除了推出宽带网络

之外，葡萄牙的《数字议程》侧重于向公民提供

更好的公共服务，促进智慧出行、就业和电子商

务，以及缩小该国城乡之间的数字差距。369

结论：尽管经济普遍低迷，但葡萄牙电信

市场还是出现了积极的发展。政府正在鼓励投资

NGA网络，以扩大高速连接并增加上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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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6.8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3.9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8.9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5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9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3.8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1.5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6.9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2.9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4.6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3 0.6 4.2

-2 至 10 Mbit/s 0.8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8.9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卡塔尔

卡塔尔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拥有高度先

进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Ooredoo（

前Qtel）和沃达丰卡塔尔公司提供先进的固定和

移动业务，有些价格在该地区最低。此外，卡塔

尔国家宽带网（Qnbn）在批发基础上提供无源固

定业务；Harris Salam、QSAT和RIGNET提供甚

小孔径终端业务（VSAT）；Es'hailsat提供公共卫

星业务。

移动业务：卡塔尔的蜂窝移动电话普及率

居世界最高之列。同样，移动宽带签约使用率大

约是全球和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随着2008年
沃达丰卡塔尔公司获得移动牌照，竞争被引入市

场。卡塔尔的移动宽带使用迅速增长，用户对更

快移动宽带的需求也在增长。2010年，3G覆盖

面达到了100%。Ooredoo已经完成了全国范围的

LTE-Advanced业务，并于2016年5月推出了LTE网
络语音业务（VoLTE）。沃达丰卡塔尔公司同样推

出了自己的LTE-Advanced全国网络，同时也在推

行VoLTE覆盖计划。

固定业务：2010年，沃达丰卡塔尔公司获得

了固定牌照。Qnbn在2012年被授予牌照，通过提

供宽带光纤基础设施批发业务，推动全国光纤宽

带基础设施的推广。Ooredoo已经向卡塔尔全国

近100%的家庭推出了光纤宽带基础设施，消费者

和企业的速度高达10 Gbps。

政府政策：ict卡塔尔根据2004年第36号法

律作为卡塔尔的电信监管机构成立。2006年《电

信法》授权ict卡塔尔发布监管电信行业的监管文

书。根据2014年第42号Emiri令，通信管理局取

代了作为通信监管机构的ict卡塔尔，其职责范围

更广，包括电信、IT和邮政行业以及数字媒体接

入。交通和通信部是根据2016年第4号Emiri令设

立的，负责通信。该部负责制定ICT政策和战略，

以支持《2030年卡塔尔国家愿景》– 卡塔尔高度

发展的ICT行业和知识型经济。该部还在监督ICT行
业的发展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2017年，修正

了2006年《电信法》，以加强通信管理局的执法

权力，并为ICT行业建立明确的治理结构。

卡塔尔国电信部门的总收入在2016年和2017
年保持相对稳定，达到近28亿美元。

结论：在过去15年中，政府和获得牌照的运

营商的努力使卡塔尔成为世界上连接程度最高的

国家之一，拥有覆盖全国的光纤网络。Ooredoo
和沃达丰的网络正在采用最新技术（如物联 
网），并支持实现卡塔尔的《2030年国家愿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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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6.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8.3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7.4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7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5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5.9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5.5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5.8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0.0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9.7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3 30.7 4.2

-2 至 10 Mbit/s 2.3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3.5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移动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实惠，

普及率高。该国2007年加入欧盟刺激了本国的竞

争，并推动了符合欧盟法律的监管改革。固定宽

带市场的竞争是建立在基础设施之上，光纤成为

该国最受欢迎的选择，这使罗马尼亚成为欧洲平

均宽带网速最高的国家之一。

移动业务：目前有四家移动网络运营商为市

场提供服务。其中三家属于泛欧供应商（Orange
罗马尼亚公司、沃达丰罗马尼亚公司和Telekom 
RMC公司），一家是区域运营商。罗马尼亚市

场上亦存在一些活跃的虚拟移动网络运营商

（MVNO），但其份额仍然很小（ANCOM，2015
年）。该国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普及率很高，接

近欧洲的平均水平且这两种服务的价格都非常实

惠。所有移动网络运营商均提供LTE服务，LTE覆
盖范围正在扩大，而3G已几乎覆盖了所有人口。

固定业务：与欧洲平均水平和邻国的水平相

比，罗马尼亚固定宽带普及率相对较低。罗马尼

亚国家宽带计划找出了造成此现象的若干原因：

市场自由化（2003年）和DSL服务的推出（2005
年）较晚、个人电脑使用有限、移动宽带使用率

高以及国民收入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370 然
而，无论是签约用户数量还是宽带技术方面，

市场都在不断发展。该国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激

烈。目前有三家依赖设施提供服务的主要互联网

业务提供商，另外还有约660家较小的运营商提

供服务（ANCOM，2016年）。罗马尼亚市场一个

与从不同的特征是，老牌运营商罗马尼亚电信在

固定宽带领域的市场份额并不最高。相反，市场

领导者是提供FTTx服务的综合电信提供商RCS & 
RDS。鉴于该国光纤连接的比例很高，因此罗马

尼亚的平均宽带网速位列欧洲之首。371

政府政策：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欧洲联

盟。在加入前后，欧洲法规和指令对该国电信市

场产生了直接影响。罗马尼亚政府近年来的工作

重点是数字化和宽带发展。《罗马尼亚2020年数

字议程国家战略》展示了政府在这方面付出的努

力。根据欧洲的目标，罗马尼亚希望到2020年实

现固定宽带覆盖100%的家庭、网速30 Mbit/s以上

的宽带覆盖80%的家庭，网速100 Mbit/s以上的宽

带覆盖45%的家庭。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宽带发展

受到了特别关注。刺激竞争和推广移动宽带接入

也被确认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372 2015年，通

信和信息社会部启动了一个在贫困地区建设宽带

基础设施的项目“ro-NET”。该部将继续控制覆

盖罗马尼亚全境3 000多公里的光纤回程基础设

施。373

结论：加入欧洲联盟造就了罗马尼亚的电信

市场。该国目前仍在继续发展其ICT市场，推广并

投资于宽带基础设施，以着重提升罗马尼亚农村

和贫困地区的接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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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9.8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4.6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2.9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3.2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3.7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3.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6.5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9.8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4.3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5 0.6 4.2

-2 至 10 Mbit/s 8.0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1.4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的电信市场充满活力且运营商们

不断创新技术和服务。尽管运营商需要覆盖的领

土广袤，但大多数人均可以获得电信服务且价格

相对较低。

移动业务：移动业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
代初。第一个CDMA 2000网络出现于2002年，优

化演进数据（EVDO）出现于2005年，3G/UMTS
出现于2007年。374 LTE商用业务始于2011年。375

首个UMTS-900网络于2012年启动。376 四大电信

运营商（MegaFon、VimpelCom、MTS和Tele2）
分享99%的移动用户。377 为促进竞争并为用户提

供更多选择自由，俄罗斯2014年推出了携号转网

服务。此后，已有超过470万个电话号码实现了

转网。378 2014年，两家大公司宣布在建设LTE网
络和频谱共用方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379 2018年
初，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移动基站提供LTE服务。380 
运营商正在使其服务多样化。除移动蜂窝和宽带

服务外，他们还提供电视广播、固定宽带互联

网接入、固定电话、云服务和移动支付。2016
年，MTS、MegaFon和Telet 2推出了一项Wi-Fi呼
叫业务，通过Wi-Fi提供语音服务。MTS和爱立信

已同意合作促进5G发展。2017年，国家无线电

频率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决定，为5G网络建立测

试区分配频段。2018年，国营企业Rostelecom与

MegaFon公司合作，拟针对和确保5G网络无线电

系统与其他无线电系统电磁兼容性相关的事项进

行研究和实地测试。

固定业务：固定宽带市场于2002年开始出

现，当时只有几千用户。2006年进入了积极发展

阶段，稳定的增长得以持续。2017年，五家领先

公司拥有三分之二的固定宽带签约用户。市场领

导者Rostelecom拥有的签约用户量超过35%。

政府政策：2008年《信息社会发展战略》首

先获得通过，随后《2011-2020年国家信息社会计

划》也得以通过。2017年，俄罗斯制定了一项新

计划，即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计划，其主要目标

是为人们提供现代ICT服务并创造一个新的数字环

境。依据俄罗斯联邦计划中谈及的数字经济，到

2024年，拥有100 Mbit/s宽带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总

数占比将达97%。为消除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的数

字鸿沟，电信和大众通信部于2014年启动了一项

改革。此项改革假设到2019年，约有14 000个人

口在250至500人之间的居民中心将能够以至少10 
Mbit/s的速度获得宽带互联网接入。Rostelecom负

责普遍服务的实施。381  

目前正在深入开展将医疗机构接入宽带通信

渠道的工作。为充分发挥远程医疗的潜力并利用

医生与区域和联邦诊所同事之间的视频联系，到

2018年底，应使全国10 000多家医院和保健中心

获得现代通信服务，因此需要在较小的城镇和村

庄建设电信基础设施。此外，俄罗斯计划将各种

社会设施和私人住宅连接至为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的骨干网。

2017年3月，一条铺设于鄂霍次克海底，长

达1 800多公里的水下光纤通信线路投入使用，将

堪察加、库页岛和马加丹连接在了一起。2017年
4月，雅库茨克-马加丹光纤通信骨干网（“科里

玛（Kolyma）快线”）在雅库特地区竣工。该骨

干网约2 100公里，其中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境内有1 250公里，另外850公里计划铺设在马加

丹地区（州）境内。2018年，俄罗斯拟建造连接

玉野-萨哈林斯克、库尔勒斯克和克拉博扎沃德科

的水下光纤骨干网。新骨干网长约850公里，容量

为40 Gbit/s，将为千岛群岛的居民（约2万人）提

供互联网接入。

为了促进移动宽带发展，俄罗斯于2014年
在450/900/1 800 MHz频段引入了技术中立性概

念。2014年底，监管机构通过的允许无线接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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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1.7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57.9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0.8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7.0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2.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6.0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4.4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6.3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8.8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4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9 12.2 4.2

-2 至 10 Mbit/s 19.7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3.4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络共享的规则简化了无线宽带网络的启动规则，

此外2015年发布的法规，允许在800 MHz至2.5 
GHz频段共用频谱。2017年，2 100 MHz频段也引

入了技术中立性。

监管机构亦在努力终止收取国内漫游费。信

息安全问题和服务质量仍然是政府政策的重点。

卫星通信也被认为是弥合偏远地区数字鸿沟的一

种手段。2017年，民用通信卫星星座仍在继续

发展。民用通信和广播卫星星座的重大升级始于

2013年。截至2018年初，对地静止通信和广播卫

星的轨道星座包括运营商“Kosmicheskaya svyaz” 
的12颗运营卫星：Express-AM4、Express- 

AM22、Express-AM3、Express-AM33、Express- 
AM44、Express-AM5、Express-AM6、Express- 
AM7、Express-AM8、Express-AMU1、Express- 
AT1、Express-AMT2；以及“Gazprom  
kosmicheskie sistemy”公司的四颗卫星： 
Yamal-202、Yamal-300k、Yamal-401 
和Yamal-402。

结论：俄罗斯联邦的电信市场生机勃勃。监

管机构旨在通过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应用法规

及支持基础设施更新，来弥合地区之间的数字鸿

沟并向民众提供现代电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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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

这一东非内陆国家的政府在电信领域始终采

取前瞻性的战略愿景，且该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中移动宽带覆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移动业务：卢旺达共有三家移动运营商：

南非移动集团的子公司MTN，该公司于1998年
启动了卢旺达首个移动网络；总部设在卢森堡

的移动集团MILLICOM于2009年进入该国市场，

以TIGO品牌运营；印度移动集团的AIRTEL于2012
年开始提供服务，该公司吸收了已倒闭老牌运营

商RwandaTEL的移动业务资产。尽管2G覆盖面广

且其绝对价格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最低，

但由于该国人均收入不高因此家庭普及率相对

较低。2015年，60%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且城

（86%）乡（54%）差异显著。382 2009年3G网络

启动，覆盖了超过90%以上的人口。2014年，政

府启动了批发LTE网络。该网络是卢旺达政府与韩

国电信建立的公私合作伙伴的产物，其网络容量

的出售对象为现有移动运营商和固定无线ISP。政

府的目标是到2018年实现LTE覆盖95%的人口。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RwandaTEL于2005年
私有化。2011年，RwandaTEL宣布资不抵债。总

部位于毛里求斯的Liquid电信集团于2013年启动

了卢旺达业务，收购了RwandaTEL的固定网络。

大多数固定宽带签约用户使用通过WiMAX或固定 
LTE提供的固定无线业务。三家ISP使用ADSL或光

纤提供固定宽带业务。Liquid电信于2015年开始向

小企业和家庭提供100 Mbit/s的光纤服务。2010
年，该国政府推出了国家光纤骨干网，总长超过

3 000公里的光纤辅设完成并分配给了全部30个区

以及11个边境点。此批发网络隶属于卢旺达政府

和韩国电信共有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接入以按

成本定价的方式向所有运营商开放。此外，其它

运营商（即MTN、Liquid电信、AIRTEL和TIGO）也

部署了几千公里的光纤，且国有电力公司卢旺达

能源集团在电力线中部署的光纤亦租赁给了电信

运营商。作为内陆国家，卢旺达通过肯尼亚和坦

桑尼亚的跨境海底光缆获得国际带宽。卢旺达的

交换点于2004年启用。 

政府政策：青年和ICT部负责行业政策与战

略。该部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制定五年行业规

划。在以往计划基础上制定的《智慧卢旺达总体

规划》覆盖2015-2020年，此计划以创新为焦点，

力争将ICT作为转型的发动机以实现经济发展和

创造就业的数字化。推动该国通信业高速发展的

关键性战略文件是2013年国家宽带政策。此政策

的目标是推动卢旺达进入信息社会，助力其转型

的要素为“到2020年实现全民普遍享有高速、可

靠、价格可承受且安全的宽带基础设施及服 
务”。基加利市郊正在建设“基加利创新城 
市”。此举旨在吸引跨国信息技术公司和国内初

创公司与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打造一个技术生态系

统。希望教育机构与技术公司集体产生的合力能

够创造出创新应用与服务，促进国家ICT行业的发

展和出口。2001年成立的卢旺达公用设施监管局

是一家多行业监管机构。除电信业外，该局还负

责监管媒体、邮政、水务、能源、卫生和运输。

卢旺达的交换点、互联网国家域名（.rw）普遍服

务基金亦属该局的负责范围。2016年6月18日的第

24/2016号法令“管理信息通信技术”属于电信行

业的相关立法。 

结论：卢旺达政府在创建监管机构、老牌运

营商私有化、引入竞争和发展宽带战略方面采取

的步骤，提升了该国宽带基础设施的水平。《智

慧卢旺达总体规划》愿景将利用ICT的转型能力并

通过发展充满活力、以ICT为支撑的行业，把ICT推
升至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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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1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2.2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5.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3.4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9.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1.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5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3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7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9.3 38.7 4.2

-2 至 10 Mbit/s 23.7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7.0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基茨和尼维斯的电信行业发展良好，大部

分地区的电信普及率高于区域和全球水平，且价

格远低于区域平均水准。383 

移动业务：移动业务是该国电信业的主要

收入来源，这一点受益于该业务在投资份额中所

占比例最高。三家运营商瓜分了圣基茨和尼维斯

的市场份额：LIME、Digicel和UTS Cariglobe。近

年来，移动宽带业务的成功得以持续，大部分签

约用户除话音套餐外都在使用数据。2013年以来

Digicel网络便开始在圣基茨和尼维斯提供LTE，几

年后LIME也推出了LTE服务。384, 385 圣基茨和尼维

斯与该区域的其它几个国家均是东加勒比电信监

管机构（ECTEL）的成员，此高层监管机构负责为

相关政策和监管的建立与实施提供帮助。

固定业务：从普及率角度来看，固定业务

取得了成功，特别是与区域和全球水平相较。尽

管固定电话业务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下降趋势，但

此业务在该国仍保持稳定且固定宽带越来越受欢

迎，其中有线调制解调器是使用最多的部署方

式。

政府政策：于2000年386 创建的行业监管机

构 – 国家电信监管委员会（NTRC）负责监督ICT的
发展，确保为市场竞争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场

所。NTRC与ECTEL密切协作，从不同角度推动行

业的发展，例如在近些年实施了携号转网，对网

络中立性展开讨论并在最近通过了新的电子通信

法案。387,388,389

结论：圣基茨和尼维斯在发展该国电信业方

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服务定价、网络基础设施

和服务采用领域均有实质性进展。电信业对未来

几年做出了积极的展望，加大投资力度和与区域

性组织协作依旧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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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1.2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8.9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4.9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7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6.6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4.8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64.1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6.6 4.2

-2 至 10 Mbit/s 45.5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4.5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圣卢西亚

圣卢西亚电信行业所有部门均已引入竞争，

服务定价通常低于区域和国际水平。近年来，行

业投资大幅减少，之前的大部分投资都用于升

级移动网络。2015年运营商收入也有所下降；然

而，该行业收入仍约占同年圣卢西亚国内生产总

值的6%。

移动业务：圣卢西亚有两家运营商提供移动

服务：老牌运营商LIME和Digicel。390 移动业务收

入占该行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圣卢西亚移动

电话是接入互联网的主要手段。自2013年开始，

向消费者提供移动宽带服务，移动宽带是近年来

服务推广增长幅度最大的业务。391,392 圣卢西亚是

东加勒比电信局（ECTEL）的五个成员之一，东加

勒比电信局是一个总监管机构，协助制定并实施

相关政策和法规。

固定业务：在过去几年中，固定电话普及

率虽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出现下降趋势，但在圣

卢西亚却保持相对稳定。市场主要由老牌运营商

LIME主导，在收购唯一的竞争对手Flow后，LIME
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393 近年来固定宽带普及

率也有所提高。

政府政策：行业监管机构国家电信监管委员

会（NTRC）成立于2000年，就各项事务向行业部

委提出建议，以确保圣卢西亚ICT服务的可持续和

协调发展。394 NTRC还负责价格监管和促进竞争，

并管理国家普遍服务基金。目前普遍服务基金列

出的优先事项包括确保和扩大互联网接入，并为

学校及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电信服务等。395 该监管

机构还与ECTEL密切合作，制定并实施有关各项主

题的各类政策：如，网络中立性、消费者保护和

海底电缆立法，后两者的适用法规是最近批准的

《电子通信法案》。396,397

结论：圣卢西亚电信行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特别是在固定和移动宽带方面，因为还有部

分人口尚未享受到这些服务。与区域性监管机构

ECTEL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不仅可以借鉴学

习并与邻国合作，还可确保ICT发展始终作为公共

政策范畴内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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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9.6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8.8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0.8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0.8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5.7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5.7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9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7.8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1.4 6.6 4.2

-2 至 10 Mbit/s 47.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1.0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业务推广方面有了

相当大的改善，近年来各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占行业收入的一半以

上。移动宽带自2015年推出以来取得了巨大成

功，目前大多数签约服务均包含数据服务。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东加勒比电信局（ECTEL）的

五个签署国之一，东加勒比电信局就相关政策和

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意见和建议。尽管所有业

务部门均存在服务普及率滞后的情况，但服务采

用率却有了相当大的提升，近年来各运营商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固定业务：尽管固定电话市场有充分的竞

争，但最近仅有的两家运营商实行了合并。随着

固定宽带业务日益普及，固定宽带采用率和收入

不断增长，ADSL和电缆调制解调器是最常用的技

术。

政府政策：国家电信监管委员会（NTRC）负

责行业监管，积极推动普遍服务，并在国家普遍

服务基金下开展了大量项目，特别是通过免费互

联网接入点、补贴互联网签约用户以及为学校配

备互联网等措施促进服务获取。最近，NTRC以及

行业部委和加勒比地区通信基础设施项目制定了

一项国家宽带计划草案，涉及2017至2021年，旨

在促进行业竞争和投资，同时提高服务质量 。 398 
NTRC还与ECTEL密切合作，制定并实施各种政

策，例如实施网络中立的计划，以及最近的《电

子通信法案》，旨在解决从消费者保护到海底电

缆立法等各项重要议题。399 

结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以及私营

部门集中精力发展电信行业，从多年来基础设施

和服务采用率的提高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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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8.3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05.7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9.6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5.6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6.3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2.5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3.2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2.3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3.6 6.6 4.2

-2 至 10 Mbit/s 46.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9.8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萨摩亚

自2007年开启竞争模式后，移动接入有了大

幅提升。第二条海底电缆的接通应能使这一南太

平洋国家的互联网带宽和价格水平明显改善。

移动业务：由萨摩亚政府和新西兰电信共同

拥有的萨摩亚电信蜂窝有限公司（TSCL）于1997
年开始运营模拟AMPS网，当时它是该国唯一的

移动运营商。2005年，根据两方达成的“清算契

约”，TSCL结束了垄断。一家爱尔兰拥有的移动

集团Digicel，在获得首张GSM牌照后，于2006年
10月收购了TSCLand并启动了GSM网，该网最初覆

盖萨摩亚80%的人口。第二张GSM牌照颁发给了

国有固定电话运营商SamoaTel，该公司于2007年
1月启动了自己的网络。竞争开始后，移动覆盖

全面铺开且萨摩亚家庭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大幅上

升。老牌运营商SamoaTel于2011年实行私有化，

将75%的股份出售给了总部在美属萨摩亚群岛的

电信公司Bluesky；政府投资基金“萨摩亚单位信

托”拥有其余25%的股份。2016年达成的协议批

准斐济联合电信控股公司收购Bluesk在整个太平

洋地区的业务。该国几乎所有家庭（96%）均拥

有移动电话，且城（97%）乡（95%）家庭的差异

不大（萨摩亚统计局，2011年）。2016年，移动

业务进步显著，移动蜂窝业务覆盖了99%的人口

且80%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种3G网络覆盖。两家

移动运营商于2011年使用HSPA+技术启动了移动

宽带。Digicel于2016年启动了LTE，Bluesky启动此

业务是在2017年初。

固定业务：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萨摩亚的

固定电话普及率相对较高；造成此现象的原因部

分是由于移动业务竞争的引入被推迟。第二家移

动运营商进入并启动GSM网络之前，固话出现了

迅速萎缩且到2011年仅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固

定电话，低于十年之前。萨摩亚有五家向家庭、

企业、政府机构和社区提供宽带服务的互联网业

务提供商（ISP），他们使用的方式包括移动网

络、拨号、电话网ADSL和使用WiMAX的固定无线

宽带技术。这些ISP既包括两家主要电信运营商，

即Bluesky萨摩亚有限公司和Digicel（萨摩亚）有

限公司，也有计算机服务有限公司（CSL）Lesa下
属的电话业务公司（LTS）和NETVO萨摩亚有限公

司。Bluesky使用ADSL技术提供固定宽带。两家其

它ISP使用固定无线技术提供互联网业务。固定

宽带普及率低的原因在于移动宽带流行且价格低

廉。2009年，萨摩亚-美国-萨摩亚（SAS）光纤海

底电缆完工。这为萨摩亚提供了经美属萨摩亚与

夏威夷连接的国际互联网带宽。在对夏威夷和新

西兰之间未使用的PACRIM East电缆进行搬移和整

修以降低安装成本之后，部署了ASH和SAS。鉴于

PACRIM East是首条跨太平洋光纤电缆，因此技术

有些陈旧且容量有限。所以，目前正在萨摩亚和

斐济之间修建一条新的海底光缆“Tui-萨摩亚”。

这条长度达1 470公里的电缆将在萨摩亚的两个主

岛登陆并于2017年底启用。Bluesky的国内骨干网

主要由地下光缆构成，通常在出现飓风灾害时具

有复原力。2014年启用的萨摩亚国家宽带高速公

路（SNBH）是政府所有的通信网络，负责连通整

个Apia及其它地点的政府办公机构。SNBH除回程

线路使用光缆和微波之外，还使用光纤和Wi-Fi且
是该国首家将LTE用于本地接入的网络。

政府政策：萨摩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

（MCIT）负责政策问题而2006年成立的监管办

公室（OOTR）负责监督电信、广播、邮政和电

力。2005年的《电信法案》是一项关键立法，促

成了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竞争的引入。MCIT于2012
年公布了由四项主要内容构成的国家宽带政策：i) 
改善接入；ii) 确保价格可承受；iii) 推动基础设施

建设；iv) 加强使用。该项政策针对家庭、企业并

按区域（农村或城市）规定了应于2020年实现的

宽带连通目标，其中包括要求学校的连通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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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3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63.2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9.8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1.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3.6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4.0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2.7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6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9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15.8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4.2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结论：在引入竞争后，萨摩亚实现了高移动

普及率。第二条海底电缆的部署应能进一步提升

宽带连接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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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海底电缆的接通改变了这一双岛国家的ICT

业，如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已经拥有充足的互联

网容量，可利用ICT实现国家发展目标。

移动业务：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两家移动

运营商：2002年开始运营的老牌运营商圣多美电

信公司（CST）；和安哥拉移动运营商的子公司

UNITEL，该公司2014年进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市

场结束了该国移动通信的垄断。2014年，82%的

家庭拥有手机且城（84%）乡（78%）之间差异不

大。401 移动宽带的引入相对较晚，CST于2012年
引入3G，而UNITEL亦于同年启动了3G的部署。

固定业务：圣多美电信公司于1989年部分

实现了私有化，将51%的股份出售给了葡萄牙电

信。尽管UNITEL拥有全业务牌照，但目前CST是该

国唯一的固定电话业务提供商。CST通过ADSL提
供宽带服务，网速可达2 Mbit/s但其光纤产品的网

速最高可达200 Mbit/s，位列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网速之首。2015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岛之间

部署了高容量的微波连接。该传输链路长176公
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微波线路之一，可提供300 
Mbit/s的容量，是以往链路的九倍。2012年ACE
海底光缆到来之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依靠卫星

实现国际互联网连接。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形式

成立的STP Cable公司负责管理该国在ACE中的股

份，目标是实现接入开放并在成本的基础上提供

业务批发。STP Cable公司的成员为政府和两家电

信运营商。与ACE的连接使速率提升了100倍并大

幅降低了价格。ACE的第4阶段于2017年开始，本

阶段将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南非之间建设一条

新链路，通过建立与其它海底电缆间的路由为该

国提供冗余。 

政府政策：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减贫战略文

件呼吁通过政策措施推动信息的获取，包括增强

可获取性、将ICT应用于政府的各项服务和开发创

新举措。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部负责落

实ICT政策。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以中非骨干网

项目为抓手制定的ICT战略规划目前尚未获得政府

批准。监管总局是根据14/2005法令成立的一个多

行业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电信、邮政、水务和电

力。3/2004电信基本法为该局在电信业开展的活

动提供指导。监管总局亦负责管理普遍服务基金

并为向数字广播过渡提供技术援助。

结论：由于ACE海底电缆的到来，相对高水

平的基本ICT接入得以实现，而竞争的引入为利用

高速技术实现经济多样化和改善政府服务的交付

水平提供了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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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7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5.0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3.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3.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9.9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7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9.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3.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7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0 38.7 4.2

-2 至 10 Mbit/s 62.9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9.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始终在不断采用和发展先进的信

息通信技术（ICT）和服务。沙特ICT市场的特

点是竞争激烈、价格低廉，固定和移动宽带使用

率高。

移动业务：目前，移动市场的运营商有沙特

电信公司（STC）、Etihad Etisalat公司（Mobily）
和移动电信公司（Zain）。所有这三家移动运营

商（MNO）均提供广泛的移动服务（GSM、3G和
LTE）以及物联网（IoT）解决方案。目前用于移

动连接的频谱为700 MHz/800 MHz/900 MHz/ 
1 800 MHz/2 100 MHz频段。2014年，监管机

构为两家虚拟移动运营商（MVNO）颁发了牌

照：Virgin和Lebara。

2018年，政府开始大力发展5G。成立了一个

由所有利益攸关方组成的国家5G工作组，推动实

现5G频谱可用、建立5G基础设施并开展试验，同

时发展5G业务生态系统（垂直市场）。阿拉伯国

家地区的首次5G现场试验于1986年在沙特阿拉伯

的3.6-3.8 GHz频段进行。政府的目标是使沙特阿

拉伯成为5G服务方面的地区领导者。

固定业务：近年来，互联网用户数量迅速增

加。数据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互联

网接入的增长，这些提供商在所有主要城市部署

并不断扩展FTTH和宽带固定无线接入（WiMAX和
LTE）网络。政府为农村地区接入提供的支持，使

19 351个偏远地区能够获得ICT服务。竞争亦有助

于让公众更能负担得起家用ICT服务。2017年，国

际互联网带宽总容量从2016年的2 859 Gbit/s增至

5 077 Gbit/s。互联网服务和宽带需求的持续增长

与沙特阿拉伯数字转型议程的成功实施相关联。

政府政策：作为进一步开放市场和促进

公平有效竞争的措施，通信和信息技术委员会

（CITC）于2017年开始发放统一牌照，授权牌

照持有者建立网络并提供一切固定和移动服

务。为鼓励竞争和提高服务质量的透明度，CITC
开发了用于衡量不同电信公司所提供服务质量

的“Meqyas”平台，并公布服务提供商的季度排

名。为满足对国际移动电信（IMT）频谱的高需

求，2017年举行了第一次频谱拍卖，随后在2018
年又举行了一次拍卖。所有三个MNO均受益于

700/800/1 800 MHz频段的新增频谱，从而使移

动用户的互联网速率提高了40%-60%。根据沙特

阿拉伯《2030年愿景规划》和执行《国家转型方

案》的需要，通信和信息技术部与CITC目前正在

制定战略和倡议，以实现诸如提供关键资源，特

别是频谱等战略目标，同时通过刺激基础设施投

资、开发工具、技术和监管框架，确保向沙特阿

拉伯的所有地区提供宽带服务。NTP的目标之一

是到2020年实现200万个家庭与光纤基础设施连

接。此外，采用尖端技术的新城项目NEOM正在

开发之中。它将成为未来城市之一，在这种城市

中机器人的数量将多于人类。

结论：过去15年间，沙特阿拉伯在部署ICT
服务和推广其使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使沙特

阿拉伯成为世界上连通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其

ICT市场的总量于2017年达到了360亿美元。预计

《2030年愿景规划》战略目标的成功，将进一步

强化沙特阿拉伯作为全球ICT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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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1.0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2.1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0.0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2.1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3.0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3.0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87.7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6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30.7 4.2

-2 至 10 Mbit/s 22.9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6.9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的目标是利用数字技术巩固其作为

西非次区域信息通信技术（ICT）中心的地位。

移动业务：塞内加尔有三家全国性移

动运营商：使用Orange品牌提供服务的老

牌SONATEL；TIGO，作为总部设在卢森堡的

MILLICOM公司的子公司，自1999年以来一直

在塞内加尔市场销售；以及EXPRESSO，该公

司于2009年开始运营，是苏丹老牌电信运营商

SUDATEL的子公司。塞内加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移动接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2015年，93%
的家庭拥有便携式电话，城市地区（97%）和

农村地区（89 % ）间没有太大差别。402  2009
年，EXPRESSO推出了该国第一个基于较少使用

的CDMA技术的无线宽带网络。2010年，该公

司推出了3G+网络，随后SONATEL和TIGO分别于

2011年和2013年启动此网络。SONATEL于2016年
牌照续期后启动了商用LTE。根据牌照续期的条

件，SONATEL有义务于2020年为70%的人口提供

LTE覆盖，并于2025年将此比例提高至90 %。

固定业务：SONATEL于1997年部分私有

化，将股票被出售给当时的法国电信（现更名

为Orange）。该公司的一些股票在区域证券交

易所上市且有些股票分配给员工，从而形成了

混合股权（法国Orange集团（42%）、塞内加尔

政府（27%）、公开上市股票（25%）和员工持

股（8%））。SONATEL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

投资者，分别于2002年在马里、2007年在几内

亚和几内亚比绍以及2016年在塞拉利昂开展业

务。SONATEL主导着固定电信市场。一家通用服

务提供商于2013年在Matam地区开始运营。大多

数固定宽带连接都使用ADSL。尽管所有运营商

均提供光纤连接，但它们主要针对大型企业或政

府。2017年初，该国颁发了三个新的ISP牌照。

此外，相关讨论亦涉及建立中立的国际和国家骨

干批发运营商。塞内加尔全国部署了大约9 000公
里的光纤电缆。SONATEL和政府有自己的全国性

骨干网，而另外两家运营商也有一些光纤基础设

施，电力公司亦是如此。2017年，Sonatel开始光

纤部署（FTTH）并启动了Tier 3+数据中心，这将

促进塞内加尔和西非地区的云发展。塞内加尔利

用其在非洲西海岸的有利地理条件，在2000年通

过Atlantis-2电缆，成为该地区首批与海底光纤网

络连接的国家之一。此后，另外两条电缆在达喀

尔登陆：2002年的SAT-3/WASC和2012年的ACE。
目前，已制定了启动IXP的计划。

政府政策：邮电部负责该国的ICT政策和战

略。成立于2001年的电信和邮政管理局是行业

监管机构。2011年的《电信法》旨在管理其活

动。关键性的政策文件是2016年的数字塞内加尔

战略。该文件呼吁将宽带作为优先事项，具体做

法是为公私伙伴关系共享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并在

没有服务的地区部署网络。此项政策的愿景是到

2025年实现“全民数字化”。该战略呼吁在诸如

连接学校、实现政府服务上网和更广泛地使用电

子商务等不同领域应用宽带。目前，距离达喀尔

约100公里的Diamniadio附近正在建设一个大型科

技园。凭借最先进的宽带基础设施，该科技园的

目标是成为西非领先的ICT技术园区。

结论：塞内加尔早在1997年便通过部分私

有化其老牌电信运营商SONATEL，启动ICT行业改

革进程。政府于1998年为第二家移动运营商颁发

牌照，于2001年创建了一个行业监管机构，并于

2007年颁发了第三张运营商牌照。尽管这些举措

大多发生在“窄带”时代，但它们为宽带技术的

部署奠定了基础。政府最近的努力将进一步加强

塞内加尔作为西非主要ICT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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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8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9.4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6.9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9.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9.6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8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4.2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6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7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6.0 38.7 4.2

-2 至 10 Mbit/s 43.9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的有些移动业务巴尔干地区普及率

最高，且有三家运营商参与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开放相对较晚的固定市场于2010年解禁，与欧洲

平均水平相比，固定宽带普及率仍然较低。

移动业务：塞尔维亚与邻国相比移动蜂窝和

移动宽带普及率相对较高，接近欧洲平均水平。

就签约用户量而言，Srbija电信拥有最大的市场份

额，截至2017年底占签约用户总量的45.6%。主

要由塞尔维亚共和国控股的Srbija电信自1998年
便开始提供移动业务。Srbija电信的竞争对手是

Telenor和Vip Mobile，前者拥有31%的市场份额，

后者拥有该国23.2%的移动市场份额。Telenor和
Vip Mobile均于移动市场开始解禁的2006年开始

运营。Telenor塞尔维亚归荷兰PPF TMT Bidco 1 
B.V.所有，Vip Mobile归属奥地利电信。2016年，

虽然有两家虚拟移动运营商进行了注册但2017年
只有Globaltel一家运营商提供服务。移动携号转

网于2011年推出，且该国自2015年便与黑山、

北马其顿共和国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签订

了区域漫游协议。移动宽带普及率相对较高，与

欧洲平均水平相当。塞尔维亚于2015年3月推出

LTE业务，至2017年底，全部三家移动运营商提

供的LTE信号用户覆盖率均超过了85%。快速移

动互联网的出现致使数据传输显著增加。与前上

一年相比，2017年所用字节量增加了100%以上

（RATEL，2017年）。

固定业务：Srbija电信亦是固话领域的市场领

导者，市场份额为86%。直到2010年，Srbija电信

一直垄断着固定电话业务。截至2017年底，共有

39家运营商在塞尔维亚注册。该国的固定电话普

及率是巴尔干地区的翘楚，接近欧洲平均水平。

与邻国和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固定宽带普及率略

低。

政府政策：塞尔维亚与欧洲联盟的持续一

体化对电信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该行业

的自由化和现代化。一体化推动了电信改革且该

国参与了旨在协助改进塞尔维亚信息和通信技术

基础设施的不同项目。电信业的自由化进程和

Srbija电信垄断的结束始于2003年获得通过并于

2005年生效的塞尔维亚《电信法》以及共和国

电信局（RATEL）的成立。《电子通信法》生效

后，RATEL继续担负塞尔维亚共和国电子通信局的

职责。随着2014年对《电子通信法》的修正，共

和国邮政服务局与RATEL合并，合并后的部门继续

作为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的监管机构。

结论：塞尔维亚电信市场以往二十几年的自

由化与现代化实现了高移动普及率。大多数家庭

均已联网，且塞尔维亚的宽带使用率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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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7.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4.1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7.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7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4.4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0.3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8.1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8.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3.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2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5 0.6 4.2

-2 至 10 Mbit/s 6.3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3.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塞舌尔

塞舌尔这一印度洋群岛国家是非洲人口最少

的国家，在该地区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接入

水平最高。

移动业务：塞舌尔有两家移动运营商提供

服务：Cable and Wireless通信公司（CWC）的子

公司Cable and Wireless；和印度移动集团的子公

司Airtel。该国移动普及率很高，94 %的家庭拥

有移动电话，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位列第三。403 
随着3G网络的推出，移动宽带自2006年开始使

用。移动网络已经升级到最新技术，2014年Airtel
推出了使用800 MHz的LTE（该公司在非洲首次

部署LTE ） ，2015年推出了使用1 800 MHz的
LTE；Cable and Wireless于2015年使用800/ 
1800 MHz频谱推出了LTE。

固定业务：老牌Cable and Wireless公司一直

是私营公司，其在塞舌尔的业务可追溯到1893
年。母公司CWC归属于Liberty Global。Cable and 
Wireless塞舌尔公司提供预付费和后付费铜缆固

定电话业务。此外，Intelvision通过光纤网络提供

固定电话服务，而Kokonet提供互联网语音协议

（VoIP）电话。固定宽带可通过ADSL、光纤和固

定无线技术提供。按照区域标准，该国的固定宽

带普及率很高。

塞舌尔东非系统（SEAS）海底电缆于2012
年中登陆，通过大幅增加国际带宽和随之而来的

价格下降，彻底改变了该 国的互联网接入。塞

舌尔在SEAS中的利益由塞舌尔电缆系统有限公司

（SCS）管理，此公司是一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其所有人包括塞舌尔政府、Airtel以及Cable and 
Wireless公司。这条1 930公里长的光纤电缆通往

坦桑尼亚，在那里与该地区的其他海底电缆系统

相连。SCS通过加盟西印度洋电缆公司，获得了东

非海底电缆系统（EASSy）的股份。

政府政策：总统办公室下属的信息通信技术

部负责行业政策和监管以及电子政务的实施。主

要立法文件是2000年的《广播和电信法》。国家

ICT政策有五个重点领域：(a) 推动建设价格可承

受、现代化且高质量的ICT基础设施和服务；(b) 
促进制定有利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确保ICT行
业的增长；(c) 开发具有相应ICT技能的人力资

源；(d) 利用ICT吸引投资并刺激经济增长；(e) 提
供政府在线服务。

结论：塞舌尔政府建立了可预测的监管框

架，且鉴于该国人口稀少，因此在ICT行业营造了

切合实际水平的竞争。积极主动建立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以获得重要的海底光纤连接，是一种具有

前瞻性的做法。这些战略使塞舌尔的ICT渗透率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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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0.7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76.6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6.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8.8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8.7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7.9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6.2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6.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4.8 38.7 4.2

-2 至 10 Mbit/s 35.6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9.6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塞拉利昂

这一西非国家在内战结束之后踏上了电信基

础设施的扩张之路，建立了有利于竞争的移动市

场和与海底电缆的连接。但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并

将ICT作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支柱尚需更多介入。

移动业务：塞拉利昂有三家移动运营商：

塞内加尔SONATEL的子公司Orange（2016年取代

AIRTEL并将品牌改为Orange）；2014年开始营业

的SMART，该公司属于在塞浦路斯注册的移动集

团“Timeturns控股公司”所有；和2005年开始营

业，黎巴嫩移动集团下属的AFRICELL。2013年55%
的家庭拥有手机，其中85%在城市仅有41%在农

村。电力不足是诸多农村地区面临的挑战之一。

移动宽带方面，AFRICELL于2011年启动了第一个

3G网络，随后Orange和SMART分别于2012和2014
年启动3G网络。

固定业务：塞拉利昂电信公司（SIERRATEL）
是一家老牌国有公司。该公司逐步重建了内战期

间塞拉利昂被毁的网络基础设施。SIERRATEL使用

铜线提供固定电话业务，在更广泛的层面，则使

用CDMA无线本地环路。SIERRATEL使用其CDMA 
EVDO固定无线产品提供固定宽带业务。此外，该

国还有固定宽带运营商。塞拉利昂建设了一个跨

度约400公里的全国性宽带网络。该网络是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区域骨干网举措的组

成部分，从利比亚一直延伸至几内亚边境。2012
年塞拉利昂与ACE系统连接之后，该国首次建立

了海底光缆链路。此连接由2012年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 塞拉利昂电缆有限公司（SALCAB）– 管
理，该公司由完全归塞拉利昂政府所有。SALCAB
管理政府在国家骨干网和ACE中的资产，并向本

国电信公司提供基于成本的开放性接入。ACE的
开放性接入一直持续到2015年，塞拉利昂议会于

该年投票决定结束SIERRATEL对国际网关的垄断。

政府政策：信息和通信部是行业政策制定

者。该国制定ICT政策可追溯到1999年。其相关举

措包括：(a) 修正法律和监管框架；(b) 建立ICT情
报中心；(c) 完善互联网连接；(d) 扩大偏远地区

的固定和移动网络；(e) 由本地供应商开发业务和

应用；(f) 进行能力建设和开发国家ICT技能；(g) 
为边缘化/弱势群体提供ICT服务并传授技能；(h) 
完善地理信息；(i) 提供价格可承受的普遍接入/服

务；和 (j) 开展ICT和电子化就绪程度调查。国家

电信委员会在2015年《电信修正案》的指导下负

责行业监管。

结论：尽管内战造成了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但塞拉利昂的移动市场具有竞争性且正在努力提

高互联网的连通程度。该国政府为使用批发网络

提供了便利，且获得通过的新电信法为深化基础

设施的发展和支持ICT为其它经济部门服务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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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2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7.7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5.6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0.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3.2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6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5.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0.1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7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6.7 38.7 4.2

-2 至 10 Mbit/s 10.2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3.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新加坡

这个岛国不断努力，力求成为区域ICT领导

者。前瞻型政府确保新加坡始终处于技术的最前

沿，服务广泛普及且价格低廉。

移动业务：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移

动市场之一，普及率高，采用最新技术且价格低

廉。市场参与者包括老牌的新加坡电信以及M1和
StarHub，均为上市公司。此外，TPG Telecom在

2016年12月赢得第四个牌照的拍卖后也于近期进

入市场。移动接入无处不在，2016年，90%的七

岁及以上个人拥有蜂窝移动电话（信息通信媒体

发展管理局，2017年）。自2005年推出3G以来开

始提供移动宽带服务，2011年部署LTE。同时，

自2017年4月起2G网络已逐步淘汰，2017年7月
LTE签约量占市场总量的71%。智能手机普及率很

高，近四分之三（74%）的七岁及以上人口使用

智能手机。404

固定业务：新加坡电信是主要的固定电话服

务提供商，采用铜缆固网线路，并越来越多地采

用光纤提供捆绑服务。其他运营商也提供固定电

话业务，作为双重业务捆绑或三网合一服务的一

部分。虽然签约量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普及率仍然很高。由于下一代全国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批发/零售服务模型以及连接新加坡大量多

层住宅和办公楼的便利性，新加坡是世界上光纤

到户/建筑物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405 新加坡

是区域性和国际海底光缆的主要国际互联网连接

枢纽。至少有五个互联网交换点，2010年启用的

新加坡互联网交换点是东南亚最大的互联网交换

点。

政府政策：2017年最后修订的《电信法》及

附属条例为该行业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新加

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负责电信行业监督。

管理局于2016年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和

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合并而成，以响应媒体和

信息通信行业的融合。在此之前，2015年8月推

出了信息通信和媒体行业首个行业综合发展计划

《2025年资讯通信媒体发展蓝图》（Infocomm 
Media 2025）。该计划还认识到数字经济在众多

经济部门转型中的重要性。《2025年资讯通信媒

体发展蓝图》有三个主要重点：(a) 利用数据、先

进的通信和计算技术；(b) 培育一个鼓励冒险精神

和不断探索的信息通信媒体生态系统；(c) 通过信

息通信媒体将人们连接起来。

结论：新加坡长期以来都有持续的ICT计划，

这些计划适应行业变化，因此不仅有效而且具有

针对性。竞争激烈的ICT市场确保了新加坡不断采

用最新技术，从而使其成为超高速宽带网络连接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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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4.7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8.2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48.2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4.4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6.5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1.1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54.1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5.8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8 2.4 4.2

-2 至 10 Mbit/s 2.4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1.8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移动市场竞争激烈，提供价格可承

受的蜂窝移动和移动宽带服务。固定语音市场仍

主要由老牌运营商主导，普及率相对较低。

移动业务：斯洛伐克有四家移动运营商提

供服务。前国有运营商EuroTel于2005年完全私

有化并更名为T-Mobile。406 2010年，斯洛伐克电

信成为T- Mobile Slovensko的法定后继者。斯洛

伐克的第二家移动运营商Globtel于2002年被法国

电信收购，该公司于2003年更名为Orange。2006
年，Telefónica O2赢得斯洛伐克第三个移动牌照

竞标，并于次年开始提供服务。407 移动号码便携

服务于2006年推出。408 斯洛伐克第四家移动运营

商Swan自2015年起提供蜂窝移动服务，进一步加

剧了市场竞争。409 除移动服务外，Orange和Swan
分别自2006年和2000年开始向斯洛伐克客户提供

固定服务。蜂窝移动普及率相对较高，移动宽带

正在快速增长，普及率接近欧洲平均水平。蜂窝

移动和移动宽带价格非常实惠，3G或甚至LTE信号

已覆盖大部分人口。

固定业务：斯洛伐克的固定电话普及率非

常低，固定宽带普及率仍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固

定语音市场于2003年正式开放，但老牌运营商斯

洛伐克电信（现为德国电信全资拥有）继续保持

固定语音市场的准垄断地位。410 在固定宽带市

场，2016年老牌运营商的市场份额为34%，低于

欧盟平均水平（欧盟委员会，2017年）。这凸显

了固定宽带市场的激烈竞争。

政府政策：与斯洛伐克政策的许多其他方

面一样，电信行业自由化是由2004年加入欧盟推

动形成的。电信市场实现自由化，竞争加剧，监

管措施与欧盟的监管措施保持一致。关于宽带发

展，斯洛伐克的国家宽带战略以及“2014-2020
年数字增长和下一代接入基础设施战略文件”是

ICT议程的核心。该战略旨在使所有家庭均享受30 
Mbit/s的高速互联网服务。为增加竞争并确保投

资的盈利性，政府简化了ICT网络建设，对网络建

设和监管价格以及网络接入进行了协调。411

结论：大多数人口已用上互联网，制定实

施了旨在进一步增加移动市场竞争以及宽带网络

接入和使用的政策。斯洛伐克的电信运营商一直

在对自己的网络进行大量投资，自2016年以来尤

其如此，由此，目前LTE网络覆盖了超过87%的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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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3.9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0.7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2.6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2.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1.6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1.8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1.3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7.7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5.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4 0.6 4.2

-2 至 10 Mbit/s 30.9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7.7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的固定市场虽然由老牌运营商主

导，但与其他中欧国家相比，普及率相对较高。

与此同时，宽带业务的融合在该国一直很强劲，

移动宽带用户也在增加。

移动业务：四家移动网络运营商为市场提供

服务，其中三家覆盖全国。此外，还有五个移动

虚拟网络供应商（MVNO）。老牌运营商斯洛文

尼亚电信（Telekom Slovenije）于2011年与移动市

场领先公司Mobitel合并，进一步巩固了Telekom 
Sovenije的市场份额 – 2016年达到47%，远远高

于欧盟平均水平（34%）（欧盟委员会，2017
年 ） 。412 2012年末，斯洛文尼亚电信是率先推

出了LTE业务。几乎所有人（约99%）都被LTE信号

覆盖。2017年，移动电信网络的各项投资（有形

和无形）约为8 600万美元，不包括频谱许可费。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普及率接

近欧盟平均水平，高于大多数其他中欧国家。斯

洛文尼亚实施了欧洲联盟监管框架中预见的所有

竞争保障措施，包括互连监管、基础设施接入、

资费再平衡、运营商预选、宽带批发接入、批发

线路租赁和固定号码携带。虽然市场准入从2001
年开始已经完全自由化，但老牌运营商Telekom 
Slovenije仍然是固定市场的主导公司。光纤领域

的竞争日益激烈，替代运营商T - 2和Telemach都
在部署网络，所以监管机构要求Telekom Slovenije
提供批发宽带接入和本地环路拆分业务（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EBRD），2012年12月）。斯洛文尼

亚的《下一代宽带网络发展计划》表明，宽带基

础设施发展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主要是农村地

区，因为那里的人们居住在特别分散的居所（斯

洛文尼亚共和国，2016年））。2017年，固定电

信网络的各项投资（有形和无形）约为1.91亿美

元。

政府政策：2001年《电信法》使斯洛文尼

亚的电信市场与欧洲联盟保持一致。市场实现了

自由化，斯洛文尼亚电信的垄断结束。413 在宽

带发展方面，斯洛文尼亚加入欧洲联盟也对政府

现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016年，政府通过了

《2020年前信息社会发展战略 – 2020年数字斯洛

文尼亚》。该战略的目标是，到2020年，向96%
的斯洛文尼亚家庭提供至少100兆比特/秒速率的

网络，向其余4%的家庭提供至少30兆比特/秒的

速率。斯洛文尼亚政府通过采用降低成本方法支

持扩大宽带网络，如详细测绘和覆盖分析、公开

招标和监管措施，从而确保开放接入网络和利用

现有基础设施。414 2016年底，负责部委调查了在

提供100 Mbit/s速率连接的网络未覆盖地区的商

业利益情况，并确立了将接受国家援助的空白点

（white spot）。

结论：欧洲联盟的政策和规则为斯洛文尼

亚电信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方面，并在过去十年中

促进了该部门的增长。随着政府强调宽带发展以

连接更多的人口，已经出台了继续这一发展的政

策。

162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斯洛文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4.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7.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0.0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6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6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8.9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9.5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1.7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1.9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9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6 0.6 4.2

-2 至 10 Mbit/s 19.4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9.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索罗门群岛

移动通信业引入竞争迅速提升了移动接入和

移动覆盖的水平。海底电缆的启动预计将会进一

步推动索罗门群岛ICT行业的发展。

移动业务：老牌运营商索罗门电信于2003年
9月启动了GSM网络。巴布亚新几内亚的Bemobile
于2010年进入该国市场。在Bemobile进入之前，

移动覆盖基本限于城区，仅有10%的人口在移动

信号覆盖范围之内。2009至2011年签约用户量翻

了5番，从不足总人口的10%增至超过半数。移动

网络覆盖增长迅速，截至2015年，78%的家庭拥

有手机（城区为97%，农村地区为74%）（NSO索
罗门群岛，2017年）。2011年第3季度，两家运

营商均在霍尼亚拉启动了3G（HSDPA）但覆盖仍

然有限。大多数其它岛屿均仅限于使用2G接入互

联网（GPRS和EDGE）。

固定业务：索罗门电信是该国政府与英国

Cable & Wireless（CWC）成立的合资公司。索罗

门群岛投资公司（ICSI）持有的大多数政府股份

转售给了国家储备基金（NPF），因此NPF在2013
年底持有65%的公司股份。2014年，CWC将股份

出售给了NPF。索罗门电信是该国唯一的固定电

话业务提供商且其签约用户数量有限。索罗门电

信在霍尼亚拉、奥基和吉佐岛提供ADSL宽带。卫

星电视提供商Satsol，亦使用WiMAX技术提供互

联网服务，其最高速率达512 kbps。微波被用于

部分国内骨干路由，但由于许多岛屿相距太远，

因此这一方法不适合作为全国性的解决方案。这

些地点正在使用更为昂贵国内卫星链路。国际连

接由若干家提供商通过卫星实现。2012年，该国

计划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通过部署海底光纤

实现国际连接，此外还成立了索罗门海洋电缆公

司（SOCC）来管理和运营拟建立的霍尼亚拉至悉

尼海底电缆。然而，竞争方案的出现使此进程被

延迟。2017年，该国政府宣布将为长达3 400公里

连接悉尼的电缆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建立两个省

城与霍尼亚拉连接的国内段。此电缆的建设应于

2019年完成。

政府政策：通信和航空部（MCA）负责行业

监督。目前，ICT政策正在制定之中。与此同时，

该国的2016-2035年国家发展战略 规定了政府在

ICT行业的两项关键性中期活动：i) 将社区与电

信网络连接在一起，ii) 建立光纤海底电缆系统并

提供宽带服务。2009年的电信法案为通过竞争实

现行业解禁铺平了道路。该法案还要求建立监管

机构 – 索罗门群岛电信委员会（TCSI）。2009年
的“清算安排”结束了老牌电信运营商索罗门电

信的垄断。

结论：在移动市场引入竞争等行业改革措施

增强了移动业务的使用。海底电缆的最终启用将

以低廉的成本大幅提高互联网容量，进而扩大互

联网的获取范围并提升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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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门群岛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2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6.1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8.7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25.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1.9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3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1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3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0.0 2.4 4.2

-2 至 10 Mbit/s 50.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索马里

尽管自1991年以来索马里电信市场就缺乏

中央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的指导，但该国的电信

市场依然在坚持发展。索马里拥有众多相互竞争

的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可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电

信和互联网业务且与邻国相较，业务价格相对低

廉。

移动业务：尽管缺乏监管，但移动通信

给索马里的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为满足大量

通信需求，出现了利用卫星提供国际通信服务

的私营无牌照移动公司。目前许多电信运营

商均在提供固定和移动电话服务，例如：索

马里Golis电信公司、Hormuud、NationLink电
信、索马里电信集团、Galkom、全球互联网公

司、Telcom、Netco、Somafone、Telcom Puntland
和Telenet国际。自2012年起，许多移动运营商在

索马里兰启动了3G业务并很快扩展到了其它地

区。包括Somtel国际和Telesom（两家运营商均位

于索马里兰）在内的一批电信运营商开始在该地

区提供LTE服务，而Globalsom和Sahal电信已在摩

加迪沙启动了时分复用LTE（TD-LTE）。2015年，

全球卫星业务提供商O3b网络与三家索马里电信

运营商签署了卫星连接合同。 

固定业务：鉴于大多数运营商均致力于

提供移动业务，因此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的

普及率不高。互联网连接的提供主要通过拨

号、GPRS、ADSL和长距离以太网（LRE）。索马

里亦有无线和卫星业务。目前多数公司均开始

提供VoIP业务。索马里建设的东非海底电缆系统

（EASSy）也为ICT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提供了

支持。

政府政策：索马里邮电部（MPT）负责监

督该国的ICT和电信行业。索马里ICT发展协会

（SICTDA）是一家非政府、非赢利性的协会，其

宗旨是通过推动ICT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应用来加快

其发展步伐。该国没有监管或相关税收且没有规

定服务义务。索马里的资费为非洲最低。但缺乏

监管亦带来了频谱协调和网间互连问题。索马里

对政策和监管框架的需求越来越大，此外还需要

建立一个管理和财务均独立于索马里电信运营商

的监管机构。ICT与电信业没有监管造成该国出现

了一些非法运营的公司。2012年批准的一项国家

通信法案为在广播和电信领域建立国家通信监管

机构奠定了基础。415 拟议的通信法案于2016年再

次获批。但在私营部门表示出忧虑后，该法案暂

停执行。2017年5月，MPT就一项新通信法草案开

始了磋商，这一法案旨在为索马里欣欣向荣的电

信业建立法律、监管和制度框架。

结论：索马里近期在政治稳定上取得的进

步以及新政府的建立均展示出该国进入稳定状态

的好苗头，提升了对外资的吸引力，而若要让电

信和宽带更上一层楼，外资必不可少。索马里政

府已经开始实行行业监管并计划颁发新的频谱牌

照，从而使高速移动宽带技术的使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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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0004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48.3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4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5.5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8.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0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6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2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7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2.6 30.7 4.2

-2 至 10 Mbit/s 7.4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南非

南非拥有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先进的ICT网

络，力求通过达到尽可能高的宽带网速来提高本

国的数字能力。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由四家运营商构

成：1994年成立的Vodacom（65%归沃达丰英国

所有）；同样于1994年成立的MTN；2001年成

立的Cell C（沙特阿拉伯的OGER电信占据大部分

股份）；于2010年进入移动市场的老牌固定业

务运营商Telkom。南非的移动电话几乎全面普

及，2016年87.0%的家庭均拥有手机。416 所有

移动运营商均启动了移动宽带，包括最新的LTE
技术。LTE-Advanced在该国的试运营已通过载波

集总和不同频率的整合实现了1 Gbit/s的下载速

率。3G的人口覆盖几乎无处不在，99%的居民能

够接收到3G信号。LTE信号覆盖了该国四分之三

以上的人口，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覆盖水平最高的

国家。因此，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和移动宽带的使

用正在不断增长。MTN和Vodacom也是非洲移动

市场的积极投资者。MTN还进入了撒哈拉以南非

洲的其它21个的市场，Vodacom则进入了其它4个
市场。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Telkom于1997年部分

私有化，其30%的股份出售给了一家财团。2003
年，剩余股份在本地上市。2016年底，政府占

有该公司39%的股份，其它股份分别由机构投资

者和的公众股东持有。Telkom的大量铜芯电话线

路主导了固定电话市场。此外，Telkom亦在固定

宽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产品为速率达

40 Mbit/s的ADSL产品；该公司亦提供ADSL批发业

务。一些ISP提供无线固定接入和光纤连接，但其

发展要远慢于ADSL。Telkom对国家骨干网的垄断

结束于2005年，自那之后一些基础设施公司和移

动运营商也开始部署光纤网络。因此，该国的光

纤骨干网愈发纵横交错，但有时会出现基础设施

的重复建设。南非的若干登陆站与六条以上的海

底电缆相连。该国有两家IXP：(a) INX，其对等中

心分别位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b) NAP
非洲，同样在上述三个城市运营。 

政府政策：南非邮电部是电信行业的政策制

定者。目前颁布了几项政策和战略。2016年通过

了《国家整合ICT政策白皮书》。新政策确定了基

础设施和服务存在差距的领域以及政府和私营部

门投资如何能够缩小数字差距。2013年，“连通

南非”概要阐述了该国的宽带政策。总体政策的

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100 Mbit/s的平均宽带速率，

同时还针对家庭、学校、医疗单位和政府设定了

阶段性目标。南非独立通信局负责监管电信、广

播和邮政行业。2000年7月，通过合并南非电信

监管局和独立广播局成立了目前的南非独立通信

局。2006年，该局的职责是将邮政业务也纳入监

管范围。电子通信法案（2006年的36号法案）是

管理电子通信和广播行业的立法 ，而1998年的邮

政业务法案是管理邮政行业的法案。

结论：南非以其最先进的宽带技术和广泛的

覆盖处于该区域技术发展的潮头。适当的监管框

架和由私营部门驱动的竞争性市场是该国电信业

的支柱。由于骨干网络的重复建设，成本仍然是

一个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基于成本的开放

性接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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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6.4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62.0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0.0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6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7.6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6.2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1.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0.7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7.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0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1 38.7 4.2

-2 至 10 Mbit/s 63.1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8.9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南苏丹

尽管环境具有挑战性且起点不高，但世界上

最年轻国家南苏丹的移动和卫星通信已经开始腾

飞。

移动业务：南苏丹移动通信的竞争水平很

高，三家运营商在独立之前便已开始运营，但在

该国独立后与北方分离。这三家运营商为：科威

特移动集团100%控股的ZAIN；南非移动集团100%
控股的MTN；和黎巴嫩集团拥有的VIVACELL。苏

丹运营商SUDATEL和利比亚政府投资部门所有的

GEMTEL均退出了该国市场。收入有限且安全状

况不佳造成南苏丹移动通信普及率不高且移动覆

盖的扩张也受到限制。然而，各运营商均启动了

3G，移动宽带的使用亦在不断增长。

固定业务：由于独立前部署不足且独立后

出现了铜线盗窃现象，因此固话业务几乎不存

在。GEMTEL继承了固定业务网，但却停止了运

营。尽管存在一些固定无线和VSAT运营商，但大

多数互联网接入均是通过移动电话。该国没有国

家级光纤骨干网，长距离传输是主要通过微波，

包括跨境乌干达从肯尼亚获取国际带宽。一项计

划拟在高速公路旁部署400公里的光纤，从首都

朱巴延伸至肯尼亚边境，国际流量将从那里流经

肯尼亚的骨干网进入蒙巴萨的海底电缆。由于政

治原因，此项目已暂停。与此同时，南苏丹国际

互联网带宽的大部分主要依赖O3b等高速、低轨

卫星。

政府政策：该国由邮电部负责电信行

业。2012年通过了新的通信法案，但由于政治原

因，行业指导战略和计划已经暂停执行。建立行

业监管机构 – 国家监管局 – 的计划也已搁置。

结论：尽管经济和安全状况具有挑战性，但

移动和互联网仍在继续运营，尤其是在城区。内

战爆发以前，该国电信业充满活力，不仅制定有

深化行业改革的计划，还要扩大业务覆盖并部署

国家骨干网。此计划已经暂停，但如果安全状况

能有好转，则该国ICT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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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0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0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0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7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0.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0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38.7 4.2

-2 至 10 Mbit/s 95.3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7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西班牙

西班牙的电信市场竞争激烈、发展良好，

固定和移动业务普及率高。近年来，该国电信市

场经历了合并和收购过程，导致近80%的收入集

中在三家跨国运营商：Telefonica、Vodafone和

Orange（CNMC，2016年）手中。西班牙电信

市场经历了一些变化，原先作为虚拟移动运营商

（MVNO）的MásMóvil收购了MNO Yoigo和其

他运营商，成为新的第四家综合运营商。

移动业务：西班牙是老牌运营商Telefonica
的总部，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业

务遍及全球。西班牙的电信竞争始于1994年，当

时由Airtel（现在的沃达丰）领导的财团获得了

第二张牌照。第三家运营商于1999年开始提供服

务，其牌照于2005年被法国电信（现为Orange）
收购。第二年，第四家移动网络运营商 – Yoigo（
现称MásMóvil） – 推出了服务，进一步提高了西

班牙的竞争水平。该国的移动宽带普及率高于欧

洲平均水平，预付费和后付费服务的价格均可承

受。西班牙运营商于2004年推出3G，比首次提供

LTE服务早了将近十年。随着运营商对移动宽带网

络的推广投入巨资，3G和LTE业务的人口覆盖几乎

已经完成。

固定业务：西班牙的固定业务市场非常发

达。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有多达81%的家庭

使用NGA固定网络（欧洲委员会，2017年），大

大高于欧洲平均水平。该国的固定电话普及率很

高，且与全球固定电话向移动电话过渡的趋势相

反，由于固定电话捆绑业务的增加，特别是四网

和五网合一业务的提供，造成固定电话普及率略

有增长（CNMC，2016年）。1996年至1998年，

根据欧洲联盟的全面竞争指令，固定电话市场实

行了自由化。1996年，独立的监管机构成立。同

年，第二家国有运营商获准进入固定市场。随着

老牌运营商Telefonica和第二家运营商分别于1997
年和1998年私有化，市场向竞争开放。目前，

西班牙电信、沃达丰和Orange在固定线路市场上

与MásMóvil和使用区域设施的有线运营商开展

竞争。他们均在部署主要基于FTTH技术的NGA网
络。

政府政策：西班牙政府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方面采取了市场化的方法，旨在为增长创造最佳

条件。西班牙的数字议程和国家下一代宽带部署

计划包括通过更好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以及促进

公私实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来推广高速网络的战

略。移动宽带的扩展将通过高效的无线电频谱管

理和为LTE业务开放新频谱来实现。西班牙的数字

议程也着眼于针对需求方的措施，例如促进在线

内容的创建和分发。417

结论：西班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高度互联的

国家，拥有创新和竞争激烈的电信市场，其中创

新和激烈的竞争亦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政府为

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并继续优先推出高速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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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2.5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3.2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5.5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6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7.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4.6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8.4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3.5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7.0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1.2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3 0.6 4.2

-2 至 10 Mbit/s 5.3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4.4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斯里兰卡

岛国斯里兰卡是南亚区的技术领袖。

移动业务：斯里兰卡有五家运营商提供移动

业务：斯里兰卡电信（SLT）的分公司MOBITEL（
政府拥有老牌运营商斯里兰卡电信49.5%的股

份，另有5.5%的股份上市交易，其余股份在马

来西亚投资人手中）；Dialog，该公司83%的股

份由马来西亚AXIATA集团控制，其它股份上市

交易；Hutch，归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这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总部位于香港（中

国）并在香港股票交易所以黄埔的名称上市；

阿联酋公司的ETISALAT；和印度航空有限公司控

股的Bharti Airtel Lanka（私人）有限公司下属的

AIRTEL。该国移动电话市场增长迅速且2G人口覆

盖面广。2012年，移动电话签约量已超过了人口

总量。同年，81%的斯里兰卡家庭拥有手机，与

2006/07年仅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相比出现了明显的

增长。418 斯里兰卡是所在次区域内部署移动技术

方面的领袖。该国是南亚首个于2006年启动3G并
于2013年4月启动LTE的国家。地面移动宽带覆盖

正在不断延伸，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可享受3G信
号覆盖且城区已提供LTE。

固定业务：SLT是唯一一家提供固定电话业

务的运营商。SLT与其它两家运营商 – Lanka Bell
和Dialog宽带网络公司 – 共同提供固定无线电话

业务。固定电话呈下降之势，但对一个发展中

国家而言，其普及率仍相对较高。SLT依靠庞大

的陆地电话线网络主导了固定宽带市场。该公

司提供ADSL并自2014年4月起开始为城市提供

FTTP。ADSL可提供最高16 Mbps的速率，光纤业

务下载速率通常为100 Mbps，其价格因数据使用

量而异。2018年，全国性的光纤骨干网将覆盖全

国329个行政部门。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

利用亚欧之间的海底电缆。该国目前连接了四条

海底电缆并正在建立另外两条连接。斯里兰卡的

互联网交换点于2011年在科伦坡启用。

政府政策：斯里兰卡的电信业依据1991
年的斯里兰卡电信法案第25条进行管理，1996
年的第27条修正案对上述法案加以修正。电信

业的监管由依照斯里兰卡电信监管委员会法案

（TRCSL）成立的机构实施，该机构隶属于总统秘

书处。电信和数字基础设施部（MTDI）负责ICT政

策。MTDI亦负责监督政府的电信产业，即运营商

SLT。MTDI下属的信息通信技术署（ICTA）被赋予

落实政府在ICT和行业宣传方面政策的职责。根据

数字斯里兰卡愿景，ICT路线图涵盖了2015-2020
年的工作。此路线图是基于七项战略：i) 完善数

字基础设施；ii) 利用ICT改进治理；iii) 完善ICT政
策、立法和标准；iv) 加强ICT应用在关键行业的

使用；v) 加大公民参与以ICT为支撑的社会的力

度；vi) 促进ICT行业的发展；和vii) 利用ICT推动贸

易与商业的发展。

结论：斯里兰卡在引入高速数字技术方面是

南亚地区的领头人。该国政府希望建立自己的数

字基础设施，使公民和企业能够更广泛地使用相

关应用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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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2.5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5.1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2.4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8.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4.1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7.2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4.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9.5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5.8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7.2 2.4 4.2

-2 至 10 Mbit/s 47.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5.3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苏丹

20多年来，苏丹受到多场社会冲突的困扰。

随着该国走出冲突，苏丹已成为本地区最大的

ICT市场。依照区域标准衡量，苏丹拥有配备相

对良好的电信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国家光纤骨干

网和无线固定网，但其光纤入户连接却十分有

限。

移动业务：按地域面积划分，苏丹是该区

内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内约有55%的人口居住在

散落于农村各地的小城镇。因此，尽管移动业务

竞争程度高且投资量大，但其移动蜂窝和移动宽

带的普及水平低于阿拉伯国家和全球的平均值。

三家跨国运营商在苏丹提供移动蜂窝和移动宽业

务：MTN（Sudatel下属的移动公司）、Sudani和
Zain。在其它阿拉伯国家，老牌运营商占据巨大

的市场份额，而苏丹的这三家运营商没有一家占

据移动市场的大多数份额。因此，苏丹的移动市

场极具竞争性。全部三家移动运营商均在2 100 
MHz频段提供3G业务。2016年，Zain苏丹成为第

一家启动LTE的运营商，接下来Sudani于2016年
末宣布其LTE-Advanced网络商用。由于苏丹移动

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基于手机的移动宽带价格低

廉。

固定业务：正如许多国家一样，苏丹的固

定电话普及率呈下降趋势且如今该国的固话普及

率远低于阿拉伯国家和全球的平均水平。固定宽

带的普及率亦很低且主要基于无线网络。老牌固

定业务运营商Sudatel于2005年开始用CDMA2000
固定无线接入技术取代传统的铜线。该公司在

固定电话市场的竞争来自Canar电信。同样选用

CDMA2000技术的Canar电信还升级到了EV-DO标
准且与Sudatel一样，均提供无线宽带业务。2017
年，Canar获得了2.3 GHz频谱的牌照，用于推出时

分复用的LTE（TD-LTE）网络。

政府政策：信息和通信部（MCIT）对电信政

策负总责。有两家政府机构负责ICT政策和监管的

不同方面，他们分别是：国家电信公司（NTC）
和国家信息中心（NIC）。NIC主要致力于ICT在政

府内部的使用。NTC是依据2001年的电信法案成

立，负责规划、政策和监管（包括资费监管、运

营商牌照的发放、频率和设备的管理）工作，而

NIC的总体目标是加强该国的电子政务服务。NTC

通过2004年成立的苏丹ICT基金资助普遍接入和普

遍服务项目，并在过去10年间执行了一批项目。

结论：近年来，苏丹拓展了电信网络和互联

网业务且ICT行业有明显的发展。相互竞争的固定

和移动运营商推出的移动和固定LTE网络、光纤骨

干网的建立、CDMA2000网络在农村的扩容以及

卫星宽带业务的使用，预计将会强化苏丹 ICT在该

区域各国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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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4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0.7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0.5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6.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5.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0.9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9.3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3.6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1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1.0 30.7 4.2

-2 至 10 Mbit/s 38.0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0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苏里南

苏里南的电信业务受益于2007年的市场解

禁。419 鉴于沿海城市区域能比人口稀少的偏远地

区获得更好的基础设施，因此电信业仍有发展潜

力。

移动业务：2007年前，苏里南的移动业务处

于垄断状态。此后，运营商Digicel进入市场。420 
接下来，第三家运营商Uniqa在该国开展业务，增

强了苏里南竞争性市场环境的活力并取得了巨大

成功，其普及率远超区域和全球水平。421 

固定业务：与移动市场相反，固定业务由国

有老牌运营商Telesur垄断。其它互联网业务提供

商提供拨号上网服务，但固定宽带仍由该老牌运

营商提供。Telesur还在2013年进行了业务拓展，

将VoIP纳入。422 

政府政策：2004年根据国家电信法案成立

了独立的国家电信监管机构苏里南电信局。423 该
公共机构参与了不同的ICT行业发展计划，例如

为更好了解国内环境并采取适当政策而制定相应

的国家制度。此外，该局亦认识到数字素养的重

要性。1995年，苏里南参加了名为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的区域性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通

过合作与经济融合实现区域发展。424 CARICOM需

要依靠各国的相关机构落实并开发区域计划，例

如近期于2017年初批准的统一ICT空间计划。425 统
一ICT空间的目的是在2013年区域数字发展战略的

范围内，通过协调成员国的政策、立法和技术标

准以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该区域的“数字议

程2025”提供支持。426 这将为服务提供商打造一

个易于接受的国际环境并改善为消费者提供的各

项服务。

结论：公众为加强业务使用以及该国加入区

域性组织（例如，CARICOM）而付出的努力，揭

示出电信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特别是在统一

ICT空间计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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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5.8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1.3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6.9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5.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8.9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0.0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9.8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2.9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2.6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5 6.6 4.2

-2 至 10 Mbit/s 98.3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2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瑞典

瑞典的移动和固定宽带普及率远超欧洲平均

水平。尤其是瑞典有发达且价格可承受的移动宽

带市场，其客户群对新技术持开放态度。

移动业务：瑞典竞争激烈的市场共有五家移

动运营商和若干虚拟移动网络运营商。Telia在移

动蜂窝和移动宽带市场的份额居首，接下来分别

是Tele2、Telenor和Hi3g（PTS，2016年）。该国

无论移动蜂窝还是移动宽带的普及率均很高，远

超欧洲平均值。2009年，Telia首先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启动了LTE业务。427 
Tele2和Telenor同意分享若干频段的频谱并于同年

建立了一个2G与LTE共用的网络，用以加强其市场

地位。他们联合建设的Net4Mobility网络如今覆盖

了99%的人口。428

固定业务：瑞典拥有十分先进且竞争激烈的

固话市场。与全球趋势一样，固话普及率在不断

下降。固定宽带普及率高且高于欧洲平均值。近

年来，光纤签约数量增长最快且DSL于2014年成为

主要技术。网速亦在不断增长，2016年有76%的

光纤用户和58%的有线用户网速达到了100 Mbit/s
或更高。固定宽带市场的主要运营商为老牌运营

商Telia、Telenor和Com Hem（PTS，2016年）。 

政府政策：《瑞典电信法》于1993年推出

并同时建立了独立的监管机构，实现了市场的解

禁。瑞典于1995年加入欧盟，这给该国的ICT造成

了重大影响。在ICT发展方面，瑞典走在了全球和

欧洲国家的前列。该国政府于2016年通过了2025
年前的宽带规划。近期，瑞典的目标是在2020年
实现95%的家庭和企业达到至少100 Mbit/s的网

速。长期目标是在2025年前，98%的家庭和企业

达到最低网速1 Gbit/s，1.9%的家庭达到 
100 Mbit/s的最低网速，0.1%达到30 Mbit/s的最

低网速。宽带战略的长期目标是在2023年前使所

有人均可获得可靠、高质量的移动服务。政府的

职责是为运营商扩建宽带网络提供法律和监管框

架。在私营实体未提供服务的农村和偏远地区，

政府将进行干预并为宽带项目提供资金。2010
年，瑞典的redbandsforum诞生。该论坛是瑞典的

全国技能中心，负责协调政府、公共机构、私营

企业等宽带市场的不同参与方，从而推动ICT的发

展。429 

结论：瑞典是世界上连通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其固定和移动业务的普及率高且大多数人口

均在使用互联网。该国政府致力于推出宽带并为

竞争性的现代电信市场提供相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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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8.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5.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2.6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6.4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2.8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4.7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67.0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7.7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3 0.6 4.2

-2 至 10 Mbit/s 10.3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9.5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瑞士

瑞士拥有发达的电信市场，固定和移动业务

的普及率很高。下一代接入（NGA）网络广泛可

用，固定宽带普及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上有三家移动网络运

营商和少数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根据

瑞士监管机构Ofcom的分析，移动市场是欧洲竞

争最不激烈的市场之一。老牌运营商瑞士电信

（Swisscom）拥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且近几

十年来其客户群一直非常稳定。第二大运营商是

Sunrise，市场份额约为19%。Orange瑞士公司于

1999年进入市场，成为瑞士第三家移动运营商。

该公司于2015年被法国运营商Free的创始人Xavier 
Niel收购并更名为“Salt”。移动普及率非常高，

且价格是瑞士客户负担得起价格。运营商在网络

建设方面投入巨资，（几乎）实现了3G和LTE网络

的全国人员覆盖（BAKOM，2016年）。430

固定业务：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士有发

达的NGA网络。根据监管机构Ofcom的数据，瑞

士的运营商在电信网络投资者方面局欧洲之首（

按人均投资计算）。此外，该国有两个接入网络

（老牌运营商和有线电视提供商的网络），覆盖

90%以上的家庭，从而为宽带市场有效的基础设

施竞争提供了最佳条件。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业

务的普及率远远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且价格也

是可以承受的。尽管1998年市场实现自由化并且

众多替代运营商进入市场，但老牌瑞士电信仍然

占据着固定市场的主导地位，在固定电话业务市

场中占有大约60 %的份额，在固定宽带业务市场

中占有大约52%的份额（BAKOM，2016年）。431

政府政策：尽管瑞士已将其部分政策与欧

洲联盟相统一，但其电信政策仍不同于欧洲联盟

的政策。与1997-1998年完全开放市场的大多数

欧洲国家相比，一个主要的区别是瑞士电信仍然

由政府拥有多数股权。432 瑞士首个《数字化国家

战略》于1998年发布，并已经过几次修订。2016
年“数字瑞士”战略包含四项关键目标：(a) 数字

世界中的创新、增长和繁荣；(b) 所有人的平等机

会和参与；(c) 透明度和安全性；(d) 为可持续发

展贡献力量。433

结论：瑞士是ICT发展的领先国家之一。政府

决心利用ICT提供的机会，使瑞士成为“能吸引人

们居住并是吸引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型和面向

未来的国家”。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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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3.3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3.2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9.7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3.7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0.5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9.8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0.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5.4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1 0.6 4.2

-2 至 10 Mbit/s 9.6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8.3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叙利亚

叙利亚已身处危机多年。这种动荡的环境对

叙利亚的基础设施和电信网络是灾难性的，另外

电信设备亦成为攻击目标。移动市场见证了两家

持照运营商之间的部分竞争。

移动业务：由于危机，叙利亚的移动蜂窝

普及率要低于阿拉伯国家和全球的平均水平。叙

利亚移动通信网络公司与Syriatel这两家移动运营

商公平竞争，其移动网络在2014年前很长时间均

采用建造、运营并转交（BOT）的安排运作。叙

利亚电信监管局（SyTRA）为两家运营商颁发了

长期牌照（20年），有效期至2034年。尽管身处

危机，但Syriatel和叙利亚移动通信网络公司年报

显示其移动和固定用户逐年增长。两家运营商于

2009年启动了3G/HSDPA。由于危机，没有一家运

营商启动LTE（但所有启动LTE所需的安排均正在

实施）。3G/HSDPA和LTE网络已经到位，因此移

动数据的焦点已转移至移动宽带产品。各大城市

均可提供3G无线互联网。3G业务使用2 100 MHz
频段（在经过必要调整后，计划使用900  
MHz）。为抵消货币贬值的影响，2013至2016年
间对移动业务的价格进行了若干调整。 

固定业务：叙利亚拥有该地区最高的固

话普及率。叙利亚电信（ST）是该国唯一的

固话电信运营商，仍然由政府控制。ST通过

自身的ISP（Tarassul）提供ADSL和FTTx宽带接

入。Saw、Aya、叙利亚计算机协会（SCS）等其

它持照ISP均使用叙利亚电信的公开接入数据网运

作。ST拟于2009年在主要城市推出FTTH网络，但

该计划被危机打断。2016年末，ST连接阿勒颇和

大马士革的新光纤链路完工。该公司于2017年继

续实施在主要城市部署FTTx的项目。

政府政策：2010年《电信法》第18条规

定电信业不同参与方的职能如下：通信技术部

（MoCT）负责电信政策；叙利亚电信监管局

（SyTRA）除负责无线频谱管理外还负责电信

行业的监管；ST（老牌运营商）、Syriatel、叙

利亚移动通信网络公司和ISP等负责提供通信服

务。SYTRA为众多ISP颁发了牌照且互联网服务市

场亦已开始提供服务。叙利亚电信还提供所有其

它形式的固定线路通信。该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合作制定了叙利亚的国家ICT战略。2011年

初，由于危机的出现，第三家移动运营商的招标

进程暂时停止。但叙利亚仍在寻求引入第三家移

动运营商，其中ST保留持有该运营商20%股份的

权利。

结论：总体而言，叙利亚的ICT行业面临巨

大挑战且未来的发展有赖于国家的稳定。不断发

展的移动宽带领域以及被毁基础设施和网络的重

建方面存在机遇。尽管电信业在危机期间遭遇困

难，但MoCT与业务提供商合作，不仅保障了电信

业务的持续提供也大幅增加了宽带业务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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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9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5.7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2.7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2.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34.3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1.9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5.0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4.0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8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95.88 30.7 4.2

-2 至 10 Mbit/s 4.10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0.02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塔吉克斯坦

尽管塔吉克斯坦的移动宽带覆盖高于独联体

的平均值，但普及率相对较低。造成此现象的原

因之一可能是移动和固定业务价格高企，其价格

位列该区域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政府正在努

力提高全国范围的ICT服务使用量。

移动业务：塔吉克斯坦的移动蜂窝通信市场

有五家电信运营商：Tcell、TT-Mobile、Babilon-
Mobile、Takom和TK-Mobile。这些公司提供服务

所采用的技术五花八门，例如GSM 900/ 
1800、CDMA 2000、UMTS和LTE 800/1800- 
2100 MHz。435Babilon-Mobil于2005年建立了塔

吉克斯坦第一个3G-UMTS网络。439 Babilon-T和
Intercom于2007年启动了基于WiMAX的业务。440 
LTE出现于2012年（由Babilon-Mobile推出）并正

在继续发展。441 据一家移动运营商统计，超过

70%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LTE支持的设备。442 移
动蜂窝通信运营商经常使用卫星通信连接全国网

络。443 

固定业务：固话用户的数量在下降。444 塔吉

克斯坦城市与乡村的电话网络存在巨大差距。445 
国家电信运营商塔吉克斯坦电信是固话业务的主

要提供商，接受国际监管局的监督。446 截至2014
年，95%的模拟基础设施被数字系统取代且大多

数骨干线路为光纤。塔吉克斯坦电信是唯一一家

涵盖所有区域的运营商。因此，许多互联网业务

提供商使用该运营商的基础设施提供服务。五家

主要互联网提供商分享了95%的市场份额。尽管

固定互联网接入水平仍然不高，但他们正在建设

光纤线路以满足数据传输业务的需求。447  

政府政策：2003年，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ICT
促发展战略获批。该战略聚焦于四个目标：改善

ICT立法框架、发展并实施新ICT应用、开发ICT基
础设施以及提高信息安全。自2003年起该国实施

了一批国家计划。2004年开发并实施的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ICT计划为公众机构提供了计算机和局域

网。此外，还落实了一些有关部署数字通信系统

和偏远区域覆盖的项目。该国对信息安全给予了

大量关注且塔吉克斯坦在2004年采纳了信息安全

计划。2016年，塔吉克斯坦政府决定创建一个国

际电话和互联网流量控制中心。448,449 2011-2015
年执行了为学校提供计算机的国家计划。此计划

的目的在于为教育机构提供计算机和通信设备，

培训相关人员使用ICT并让学校能够上网。

结论：塔吉克斯坦拥有开放的电信市场，在

2014年初就有超过150家电信业务提供商。新技术

的部署和政府为强化ICT行业付出的努力必将加强

塔吉克斯坦ICT的获取和使用。

174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塔吉克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4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1.0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2.7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0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0.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2.0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4.8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1.9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2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5.2 12.2 4.2

-2 至 10 Mbit/s 22.9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1.9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坦桑尼亚

东非国家接通海底电缆大大刺激了当地ICT

行业的发展，而前瞻性的监管环境为该行业奠定

了基础。

移动业务：坦桑尼亚有六家移动运营商，

截至2016年12月，其中最大的三家占领了85%以

上的市场。三个市场领导者分别为南部非洲移

动集团的子公司Vodacom；总部位于卢森堡的

MILLICOM移动集团子公司TIGO和印第安移动集团

子公司AIRTEL。其它运营商包括在Zanzibar 岛运营

的MILLICOM 子公司ZANTEL；越南VIETTEL集团的

子公司HALOTEL；以及Aga Khan发展网络控股的

Smart公司，其中Aga Khan占51%的股份Cypriot移
动集团占49%的股份。坦桑尼亚2G覆盖水平高，

涵盖了95%以上的人口，其中2015-2016年的家庭

移动电话使用率达78%，这里面包括(a) Zanzibar岛
上93%的家庭；和(b) 坦桑尼亚大陆92%的城镇家

庭及70%的农村家庭。450 所有移动运营商均部署

了3G，而TIGO、Smart、ZANTEL和Vodacom推出了

商用LTE。 

固定业务：坦桑尼亚电信有限公司（TTCL）
属于老牌运营商。2001年，该公司实行了部分

私有化，将35%的股份出售给了一家财团。2016
年坦桑尼亚政府回购了该公司的流通股，如今

政府再次100%控股该运营商。TTCL通过铜制陆

地线路提供固定电话业务。TTCL的固定宽带产

品包括ADSL（高达2 Mbit/s），光纤和固定无线

LTE。该公司与其它固定宽带提供商竞争主要使

用固定无线宽带和少量主要面向城区企业的光

纤连接产品。自2012年6月起，国家ICT宽带骨干

（NICTBB）基础设施 – 覆盖长度超过7 500公里 – 
便已投入运营。公司架构为政府与运营商之间建

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NICTBB与邻国肯尼亚、

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和马拉维建立

了跨境连接。运营商负责提供资金，同时政府负

责路权及相关成本方面的安排。政府拥有网络的

产权但运营商使用网络的容量。所有持照运营商

在公开接入的基础上使用NICTBB，其价格基于成

本。沿铁路网已经部署了部分网络。2009年与海

底电缆的连接促进了国际连通，实现了最新宽带

技术的部署。坦桑尼亚目前与东非海底电缆系统

（EASSy）和SEACOM相连，是塞舌尔与东非海底

电缆（SEAS）连接的登陆点，此外还有一些海底

电缆亦在同一管道之内。坦桑尼亚的互联网交换

点于2004年启用，目前拥有35个对等成员。

政府政策：ICT行业由工程交通通信部负

责。2016年的国家ICT政策确定了行业的愿景。该

政策有22个具体目标，最主要的目标是将坦桑尼

亚转换成为由ICT驱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和社会。

坦桑尼亚通信监管局于2003年开始运作，负责包

括电信和邮政在内的电子通信行业。行业主要法

律为2010年的电子和邮政通信法。

结论：坦桑尼亚通过可预测的监管环境、竞

争和开放性的骨干网，创建了一个有利环境。这

增加了ICT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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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2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69.7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8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3.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6.0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0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4.4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8.3 38.7 4.2

-2 至 10 Mbit/s 19.3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2.4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泰国

监管改革引发了向高速移动宽带的大规模迁

移。

移动业务：泰国以往的法律规定私营运营

商不得完全控股电信基础设施。2012年进行3G
频率拍卖时此项规定被取消。运营商可通过新

成立的子公司进行特许投标。因此，使用3G频
率的网络由私营运营商控股，而使用2G频率的

网络则采用建造-转交-运营协议（BTO）的方式

操作。为减少特许费，运营商正迅速将用户转移

至新频率。泰国有三家主要运营商：作为关键战

略投资人与新加坡电信一同上市的Advanced Info 
Service（AIS ） ；挪威移动集团作为战略投资人

的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DTAC）和中国移

动作为战略投资人的True。此外，还有一些小规

模运营商，例如两家国有提供商以及若干虚拟

移动网络运营商（MVNO）。3G网络的人口覆盖

很广。三家主要运营商于2013至2016年间部署

了LTE网络。移动数据增长迅速，截至2016年，

六岁及以上人口超过半数拥有智能手机（泰国

NSO，2016年）。 

固定业务：国有泰国电话局（TOT）是国家

级的主要固定电话业务提供商。此外，TRUE主
要为城市提供固话业务，而TT&T在农村提供此项

服务。随着更多用户选择手机，固话普及率呈下

降之势。尽管其它移动运营商也在增加固定宽带

产品，但TRUE、TOT和Triple T Broadband（3BB）
仍是提供ADSL、铜轴电缆和光纤连接的主要固

定宽带运营商。国家级光纤骨干网覆盖面广，到

达了大部分省份且持续扩容将进一步增加其密

度和容量。该网络在泰国东西海岸采用芬斯顿

（festoon）海底电缆连接陆地和国内网络。陆地

网络可到达邻国并为内陆国家老挝提供国际海底

电缆的登陆点。泰国自1997年以来便接通海底电

缆，目前已有大约十几条。此外，该国与所有邻

国建立了陆地连接。2015年建立的曼谷中立互联

网交换点约有20个参与方。

政府政策：数字经济和社会部（MDES）负

责制定ICT行业政策。泰国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的目标是将ICT作为基本公用设施，在两年内

为农村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使市区和经济区内

90%的居民在三年内能够用上最低100 Mbps的高

速互联网且服务费不高于人均GNP的2%。2011年
成立的国家广播和通信委员会（NBTC）负责行业

监管。

结论：泰国的宽带网络覆盖面广，目前正致

力于提升网速和为偏远村庄提供服务。移动宽带

的发展惊人，在2012年颁发3G频谱后，目前2G用
户已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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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2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76.0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99.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8.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2.9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4.8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4.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19.5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1.9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1 2.4 4.2

-2 至 10 Mbit/s 10.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9.0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东帝汶

战后岛国的电信获取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移

动通信引入竞争之后。

移动业务：帝汶电信在该国独立后不久，

于2003年启动了GSM。为在这一新获得独立的国

家运营电信业务，通过投标的方式成立了帝汶电

信。帝汶电信由葡萄牙电信投股，后来其股份被

巴西的Oi公司购买。2013年市场开始引入竞争，

另外两家运营商进入市场：越南移动集团VIETTEL
下属的TELEMOR和印尼PT Telkom的子公司TCELL。
三家移动运营商在同年启动了3G。2015年，81%
的家庭拥有了手机。451 鉴于两家新运营商自成

立起便部署了3G，因此人口覆盖水平很高。2016
年第一季度3G签约签约用户的数量超过了四分之

一。 

固定业务：帝汶电信运营固定线路电话业

务。固话主要为城区提供且发展缓慢。与此相

似，固定宽带业务有限。帝汶电信提供的ADSL下
载速率为2 Mbps。固定无线宽带产品包括WiMAX
和VSAT。该国有若干国家级骨干光纤网，其中包

括与帝汶岛邻国印尼一侧的跨境连接。线缆的安

装通常使用电线杆。东帝汶政府正在部署光纤骨

干网，藉此建立各区办公室之间的连接。该国目

前未与区域海底光纤缆连通。如今东帝汶正在讨

论是与帝汶岛印尼一侧的海底电缆连接还是通过

海底电缆与澳大利亚相连，但尚未做出决策。与

此同时，东帝汶的国际互联网连接主要依靠低地

球轨道卫星。东帝汶的互联网交换点于2016年年

末设立。

政府政策：行业政策由公共工程交通和通信

部负责。国家通信局是依据2012年3月28日颁布的

第15号电信法令成立的监管机构。电信已作为该

国战略发展规划（2011-2030年）中的一个重要基

础设施行业纳入其中。此项规划为电信业的解禁

指明了道路。2015年前需要完成的四项中期目标

为：i) 为东帝汶全体人民提供价格可承受的移动

电话覆盖；ii) 为各区首府及周边地区提供价格可

承受的高速互联网接入；iii) 实现所有学校、卫生

岗位和医疗诊所上网；和iv) 为管理电信市场竞争

出台监管框架。为2020年制定的三项目标为：i) 
全体公司均可接入可靠、价格可承受和高速互联

网；ii) 所有学生和医务人员均拥有便携式的互联

网接入设备；和iii) 东帝汶将成为技术支撑型国家

之一。

结论：战后的东帝汶在为公民提供更多移动

与移动宽带覆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为

能够利用廉价的国际互联网容量并为更高速率的

宽带网络提供最基本的条件，有必要就海底光纤

连接问题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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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2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9.3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3.6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6.5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2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7.5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6.1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8.7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1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5.7 2.4 4.2

-2 至 10 Mbit/s 27.8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4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多哥

2012年海底电缆的登陆为解放西非国家的

ICT行业以推进数字经济注入了的动力。

移动业务：多哥的移动市场出现了双寡头。

这两家移动运营商分别为多哥蜂窝移动，即老牌

公司多哥电信于1997年成立的移动业务分支；和

1999年成立的摩洛哥电信分公司 – 多哥大西洋电

信（品牌为MOOV）。尽管竞争受到某种限制，

但移动通信的普及率相对较高。2014年，74%的

家庭拥有手机，城乡之间的差距超过30个百分点

（城市为91%，农村为60%）。452 多哥蜂窝移动

于2011年启动了3G，MOOV于2016年跟进。虽然

该国互联网接入的主要形式为移动互联网，但由

于这部分市场中出现了竞争，因此移动宽带受到

限制。该国政府于2016年末为运营商颁发了LTE
牌照。

固定业务：国有老牌运营商多哥电信是固话

市场唯一的运营商，其业务提供方式采用了固定

铜线和CDMA无线本地环路。该公司的固定宽带

使用了CDMA EVDO、WiMAX固定无线技术和ADSL
固定宽带（最多8 Mbit/s）。多哥电信亦在不断部

署公共Wi-Fi热点。此外除两家移动运营商以外，

在2017年颁布两张新牌照后如今已有四家ISP：多

哥电信、CAFÉ信息通信公司、Group Vivendi Africa
和Teolis S.A.。多哥电信正在逐步扩建国家光纤

骨干网。2016年，MOOV宣布该公司将修建一个

贯穿该国南北，总长为450公里的光纤骨干网。

多哥政府电子政务网的光纤长度亦达到了250公
里。2012年，WACS的出现首次为多哥提供了海底

光纤连接。由于多哥电信是电缆的投资方，因此

开放接入面临挑战。鉴于据预测互联网市场可能

会出现其它参与方，因此2017年创建了一个IXP。 

政府政策：邮政和数字经济部负责行业监

管。2017年的《信息社会指导法》确定了相关的

基本原则，其内容涵盖ICT接入、信息社会的参

与、ICT教育和培训以及其它领域。邮政和数字

经济部始终为一系列行业战略提供支持，其中包

括监管框架、市场解禁、制度强化、基础设施开

发和不同行业对ICT的使用。另一举措是部署公共

Wi-Fi热点，以确保所有公民均可在5公里内获取

宽带服务。2012年的《电子通信法》和若干配套

法规确定了行业的监管框架。邮电行业监管局负

责监管工作。该局亦负责.tg域名的管理。

结论：2012年WACS电缆出现之后，多哥政

府便着手实施一系列计划。该国正寻求尽量发挥

互联网的力量，以而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信息社

会。相关举措包括通过颁发新ISP牌照强化竞争，

延长光纤骨干网，推行有关电子商务和信息社会

的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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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5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9.8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0.7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6.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12.4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5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6.5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6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6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8.9 38.7 4.2

-2 至 10 Mbit/s 53.1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7.9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汤加

汤加王国是南太平洋国家中首个实行移动业

务竞争的国家，因而接入水平较高。国际海底电

缆的出现和国内海底电缆网络的修建将为这一生

机勃勃的宽带国家提供骨干网。

移动业务：汤加有三家运营商。国有老牌

企业汤加通信公司（TCC）于2001年10月在U-Call
频段启动了GSM网络。第二家提供商 – Shoreline
通信公司于2002年开始使用TONFON品牌提供服

务。2007年，爱尔兰的DIGICEL通过并购Shoreline
的移动业务进入了该国市场。初期引入的竞争形

成了广泛的高覆盖率，95%的家庭均拥有手机且

城（97%）乡（95%）差距不大。453 与其它南太

平洋国家相比，汤加启动移动宽带相对较晚，因

为该国必须依赖海底电缆提供连接。TCC于2013
年12月部署了3G网络，DIGICEL于2014年7月跟

进。 

固定业务：TCC是主要的固定电话线路提供

商。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该国的固定电话业

务仍很受欢迎，半数以上的家庭在2012年拥有固

定电话。TCC在某些地区使用ADSL 2+提供固定宽

带。此外，可通过WiMAX和VSAT提供固定无线

业务。互联网业务提供商OCEANCEL于2015年使

用LTE技术提供固定无线业务。TCC和DIGICEL为
整个Nuku'alofa中心商业区提供Wi-Fi接入。TCC在
Tongatapu岛提供光纤骨干网并利用微波和卫星实

施岛间骨干网传输。2013年8月连接汤加与斐济的

海底电缆 – 距离为827公里 – 开始调试。从斐济开

始，该国通过南方跨境电缆实现与澳大利亚和美

国的连接。汤加电缆有限公司（TCL）是电缆的拥

有者，其股东为汤加王国（83%）和TCC 
（17%）。TCL将海底电缆连接至Vava’u和Ha’apai
外岛群。该项目拟于2018年完工。

政府政策：气象能源信息灾害管理气候变化

和通信部（MEIDECC）负责政策和监管。《2015

年通信委员会法案》制定了创建独立监管机构

的规划；但在新监管机构成立前，依据新通信

法案，MEIDECC仍然承担监管机构的职责。与

此同时，一个新的通信法案于2017年3月1日生

效。2008年的国家信息通信技术政策以实现国家

连通为愿景，其支柱有六个：i) 为家庭与社区提

供ICT；ii) 发展教育和技能；iii) 电子政务；iv) 行

业成长与经济发展；v) 为技术基础设施提供支

持；和vi) 与ICT相关的立法。汤加亦是首个加入《

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的太平洋岛国（2017年
5月9日），这也是该国政府为处理网络滥用与误

用，尤其是相关犯罪活动，而采取的措施。2016
年，汤加政府建立了首个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

（CERT），帮助相关部门确定并处理ICT威胁，在

危机期间帮助人们处理相关事件并做出决策。目

前正在起草的网络犯罪法将于明年提交议会。此

外，政府目前正在筹备将于2018年推出的新电子

政务举措。

结论：竞争带来了高移动普及率。2013年启

动海底电缆大幅提升了国际互联网的容量，而通

过延长光纤实现与其它岛屿的连通为建立强大的

宽带骨干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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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8.3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0.5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9.2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5.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1.2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0.5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7.2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4.1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8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3.6 2.4 4.2

-2 至 10 Mbit/s 31.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4.9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近年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电信业占该国

年GDP的3%左右。此巨大贡献与近十几年来电信

业务使用水平的不断提升遥相呼应，但固话业务

并不在此之列。无论移动还是固定互联网业务均

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市场与平易近人的价格，

对电信业务的使用起到了激励作用。

移动业务：去年，移动签约数量有所上升，

其中预付费签约用户的数量是后付费签约签约用

户数的四倍。454 2006年，移动通信市场解禁并

在此后出现了大幅增长，仅六个月规模便扩大了

70%。近期，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增长最快，约

为9%。455 有两家移动运营商同时提供话音和数据

业务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通信服务公司（TSTT）
和Digicel – 这两家公司均在2012年启动了LTE。456

移动市场是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总量的35%
以上。 

固定业务：自2007年固话业务使用首次出

现下降以来，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便始终呈下降趋

势，这既包括签约用户数量也涉及收入水平。457

但固定宽带的前景却较为光明，不仅收入增长

且竞争性的环境中共有八家运营商，这些运营

商采用了不同的技术组合，例如ADSL2+光纤到

路边（FTTC）、光纤到楼（FTTB）或光纤到户

（FTTH）。458

政府政策：国家监管机构 –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电信局（TATT）成立于2004年，主要任务是

监督向自由竞争市场的过渡。此外，TATT亦负责

频谱管理和业务标准的质量，鼓励行业投资，促

进行业竞争，确保行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和民主

性。459 例如，监管机构与第三方签署合约，于

2016年末推行固定和移动号码携号转网服务，以

增加市场活力并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460 另一

重大公共举措 – 全国免费Wi-Fi – 旨在实现普遍服

务，在该国众多地点提供免费公共Wi-Fi。

结论：尽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大多数区域

的业务使用率方面处于落后状态，但该国始终致

力于发展电信业且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进步。监

管机构目前正在评估本国的电视白空间，以便为

利用此空间提供宽带业务制定更佳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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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8.8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8.3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6.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75.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7.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5.1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7.5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72.5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3.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3.5 6.6 4.2

-2 至 10 Mbit/s 28.0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8.6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突尼斯

突尼斯建立了北非最为先进的电信和宽带基

础设施。移动和互联网业务的普及率在阿拉伯国

家位居第一集团。该国通过三家存在竞争关系的

运营商和一家虚拟移动运营商（MVNO）提供该

区域内价格最低的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

移动业务：突尼斯的移动蜂窝和移动宽带

普及率超过了阿拉伯地区和全球的平均水平。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电信运营商间存在激烈竞

争。突尼斯共有三家蜂窝网络运营商：突尼

斯电信（TT）、Ooredoo（原名为Tunisna） 和
Orange Tunisie。Lycamobile是2015年入市的首家

MVNO，其签约用户数量在2016年出现了井喷。

突尼斯电是该国市场的一家老牌蜂窝电信运营

商。Ooredoo是第二家进入市场的蜂窝运营商并

于2002年开始运营。Orange Tunisie于2010年启

动了商用蜂窝业务。该公司于2010年中启动3G
业务，随后TT在年底也跟随启动， Ooredoo于
2012年开展此业务。突尼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

济部（Mincom）于2016年为三年运营商颁发了

LTE牌照，这些运营商于2016年3月开始向消费

者提供LTE。这三家运营商3G业务的频率指配在

900/2 100 MHz，而LTE的频率在800/1 800/2 100
（5 MHZ）MHz频段。

固定业务：突尼斯的固定宽带市场存在竞

争，这三家固定业务牌照运营商中突尼斯电信

是该国市场内一家老牌固定业务运营商。Orange 
Tunisie是市场内第二家固定业务运营商。Ooredoo
是第三家进入市场的公司并于2013年11月开始运

营。突尼斯有11家互联网业务提供商，其中五家

是私营ISP，另外六家属于政府。所有运营商均正

在推出光纤到户（FTTH）基础设施。据预测，固

定宽带的普及率将大幅提升。

政府政策：国家电信管理局（INT）与通信

技术和数字经济部及国家频率管理署（NFA）共

同负责突尼斯电信市场的管理框架。INT和ANF属
于专门机构；2001年《电信法》第63条创建了INT
而第47条创建了NFA。INT的主要职能是解决争

端、监管市场、实现互连互通和保护消费者，而

NFA负责频谱管理、频率划分和频率指配。

结论：INT、Mincom、NFA和各运营商在过

去15年付出的努力使突尼斯成为阿拉伯国家区域

内连通性最高的国家之一。2015年，战略数字理

事会批准了《数字突尼斯2020战略规划》，其愿

景是将突尼斯建设成国际数字中心并使ICT成为加

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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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9.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4.3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65.0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7.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5.5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7.1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44.5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6.7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0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8 30.7 4.2

-2 至 10 Mbit/s 66.8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32.4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土耳其

土耳其拥有相对较大的电信市场，有巨大的

增长潜力。移动和固定普及率都低于欧洲平均水

平，但正在迅速增长。三家移动运营商为土耳其

市场服务，并向土耳其客户提供相对实惠的服务

计划。

移动业务：土耳其的移动市场是欧洲地区

最集中的市场之一。老牌运营商Turkcell第一次

面临竞争是在1994年沃达丰加入市场时。在双头

垄断期间，Turkcell保持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直到2001年，运营商Aria和Aycell才进入市场，

加剧了市场的竞争（DICE，2010年）。这些运

营商于2004年合并，目前以土耳其电信集团子

公司Avea品牌运营。2016年，Avea是仅次于沃

达丰和市场领先者Turkcell的第三大移动网络运

营商（ICTA，2016年）。该国移动宽带市场增长

快速，因为年轻人口对新的技术趋势持开放态

度。2009年，首次推出3G业务，网络也迅速扩

展，覆盖了几乎所有人口。LTE仅在2016年才推

出，但采用率和覆盖面正在加大。461

固定业务：与欧洲国家相比，固定市场的普

及率相对较低。然而，运营商正在投资进行网络

建设和升级，用户数量也在增加。大多数固定宽

带连接都是通过xDSL进行的，光纤和电缆用户数

亦越来越多。土耳其电信（Turk Telekom）是固定

领域的市场领先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光纤基础

设施，并在继续投资对之予以升级和扩展。462 随
着全球固定电话由移动电话取代的趋势的发展，

固定电话普及率正在下降。

政府政策：与欧洲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土

耳其电信部门的私有化起步相对较晚 – 2005年，

土耳其电信的大部分股份通过招标出售。463 土耳

其信息通信技术管理局（ICTA）是独立的电信监

管机构，成立于四年前的2000年。土耳其政府希

望确保政策与欧洲联盟的政策保持一致，因为该

国已经申请加入欧洲联盟。电信政策旨在确保有

效竞争和扩大ICT，特别是宽带的使用。464 2016
年，ICTA启动了一系列研究会议，以制定国家宽

带战略，同时认识到宽带发展的重要性，并确定

了推进网络建设的相关步骤。465 由于这些努力，

《国家宽带战略和行动计划》于2017年12月通过

并生效。

结论：土耳其电信行业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

巨大的变化，这是由技术进步和不断增长的客户

需求推动的。全国超过60 %的人口可以上网，但

其余人口仍然不能上网，说明这个新兴市场拥有

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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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4.0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6.4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70.5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7.4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6.5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4.7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57.3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0.7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84.4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4.8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1.3 0.6 4.2

-2 至 10 Mbit/s 21.7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77.0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的蜂窝移动通信市场发展迅猛。

公共机构正在联网且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不断增

长。

移动业务：2017年初，移动蜂窝业务由两

家电信运营商提供：Altyn Asyr（国有企业）和

MTS。土库曼斯坦政府近来宣布创建第二家国有

运营商（Ai Nazar）。Altyn Asyr控制了77%左右的

市场份额，提供2G、3G和LTE服务。Altyn Asyr于
2010年启动了3G并于2013年开始使用LTE网络。

移动业务的价格越来越亲民。2015年，土库曼斯

坦启用了第一颗通信了卫星。 

固定业务：国家电信公司“土库曼电信”垄

断了固定电话业务。2015年，该国约有700台交

换机（PBX），其中90%为数字交换机。21世纪

早期，土库曼电信是互联网业务的唯一提供商。

普通大众使用互联网曾经受到限制。公共互联网

接入在2008年引入，但价格很高。TEA（轻转欧

亚）地面光纤构成了土库曼电信光纤通信网络的

基础。466 里海还额外部署了更多线路。光纤线路

连接了该国所有主要城市。

政府政策：政府通过了土库曼斯坦 2011-
2030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虽然没有具体的

ICT政策文件，但银行、金融、医疗卫生和教育领

域均积极开展了与ICT相关的活动。例如，继2011
年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协作共同在土库

曼斯坦启动了ICT支持项目后，教师和官员可公开

接入互联网，开展ICT培训和磋商并获取教育资

料。2013年启动了医疗卫生系统的电子文件交换

项目。这些ICT项目刺激了对ICT基础设施的需求，

由国家和私营运营商负责部署。此外，政府还特

别关注了如何为经转国际话音和数据业务而增加

网络容量。2013年，铺设了一条连接土库曼斯坦

和哈萨克斯坦的新光纤。 

结论：土库曼斯坦与国际组织合作设计行业

发展计划并落实ICT项目。电信业发展迅速。调制

解调器光纤和卫星通信线路覆盖了土库曼斯坦全

境。ICT技术正在逐步改变土库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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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1.8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62.8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5.3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5.8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67.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1.3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0.7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1.1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2.5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1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42.4 12.2 4.2

-2 至 10 Mbit/s 31.1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6.5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图瓦卢

作为偏远的太平洋小岛国，图瓦卢的电信业

务部署不易。该国的电信市场小且不断有自然灾

害发生。图瓦卢的电视域名是该国政府的重要收

入来源。

移动业务：国有企业图瓦卢电信公司

（TTC）是唯一的移动业务提供商。2007年的风

暴摧毁了移动网络，新建网络于2009年完成。九

个能住人的岛屿和珊瑚礁中有五个可提供移动电

话业务。2012年，43%的家庭拥有手机。467 TTC于
2015年在首都启动了3G，并计划将网络扩展到其

它岛屿。此外，该国还计划在近期启动LTE。

固定业务：TTC是一家于1994年依据图瓦卢

电信公司法创建的国有企业，是固定电话业务的

唯一提供商。实际上Funafuti岛上的所有家庭都拥

有铜芯固定电话线。2015年的帕姆飓风破坏了外

岛80%的铜芯固定电话网。TTC还通过ADSL提供固

定宽带业务并在外岛通过VSAT向网吧提供固定宽

带服务。由于市电通常每天仅供应12-18小时，因

此业务受到了限制。图瓦卢的国内和国际连接均

依靠卫星。TTC正试图通过为所有VSAT提供太阳

能电力，改善其外岛业务的运营能力。 

政府政策：工程通信和交通部（MWCT）负

责行业政策与监管以及政府的IT事务。政府在国

家战略中鼎力支持ICT行业，希望改进并将业务扩

展到全国，特别是学校、诊所和岛上的行政管理

部门（“Kaupule”）。该国2012年的基础设施战

略和投资规划确定了ICT行业的三个关键目标：i) 
确保所有电信设施均使用太阳能；ii) 将互联网服

务扩展到外岛；和iii) 建设一条海底电缆链路。

图瓦卢极具吸引力的“电视”互联网域名受到追

捧，始终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此业务的收费

使该国于2000年加入了联合国。域名由与图瓦卢

政府签署了.tv协议的Verisign负责管理，该公司承

诺在2021年底之前每年向政府至少缴纳500万美

元。 

结论：图瓦卢在扩展其ICT基础设施方面面临

巨大挑战。这一偏远的太平洋岛国位于易受灾害

侵袭的地区，且人口分布在若干岛屿之上。主岛

的ICT接入水平相对较高。该国正在通过安装太阳

能设施为外岛提供更可靠的连接。幸运的是颇受

欢迎的域名可带来相当于该国出口收入三分之一

的进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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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卢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9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1.5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4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9.3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5.0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0.0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0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4.0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0.2 2.4 4.2

-2 至 10 Mbit/s 1.1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8.8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乌干达

此非洲内陆国家拥有前瞻性的监管框架，但

在将宽带覆盖和业务拓展至广大农村方面却面临

挑战。

移动业务：乌干达目前有八家运营商，是非

洲最拥挤的移动通信市场之一。但其中两家运营

商：南非移动集团的子公司MTN和印度移动集团

的子公司AIRTEL，几乎占据了市场的90%。其它 
移动运营商还包括老牌的乌干达电信有限公司 
（UTL）；于2014年取代Orange业务的黎巴嫩移

动集团子公司Africell；肯尼亚工业促进服务局与

在塞浦路斯注册的一家移动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

Smile；英国移动集团的子公司沃达丰；总部位于

新加坡的Sure Telecom；以及本土电信公司K2。尽

管该国运营商数量众多，但将覆盖拓展至农村地

区依然面临挑战。根据乌干达2016-17年的全国家

庭调查，68.6%的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农村移

动电话拥有率为61.8%，城市拥有率为86.1%。所

有运营商均部署了移动宽带网络，Smile、Africell
和MTN以及沃达丰分别于2012、2013和2015年部

署了最新一代LTE。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UTL于2000年实现私

有化，出售了51%的股份。此后利比亚政府的投

资部门从原买方以及政府手中购买股票，最终持

有69%的股份。UTL始终面临挑战，因此政府于

2017年重新控制了该公司。UTL是主要固定电话

业务提供商，通过铜线和无线本地环路提供服

务。在固定宽带市场，该公司提供固定的ADSL
和固定无线宽带业务。一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加盟，与其共同提供固定无线宽带接入。

技术巨头谷歌投资CSquared项目，在Entebbe和 
Kampala建立起了光纤网络。UTL批发的Wi-Fi接入

和光纤可供ISP转售。政府兴建的国家骨干基础设

施的前两阶段已经完工，共计1 590公里的光纤延

伸至肯尼亚和南苏丹边境。该内陆国的运营商还

在肯尼亚边境附近部署了光纤网，用于接入海底

电缆并为卢旺达的运营商提供接入。2001年启用

的乌干达互联网交换点（IXP）是非洲最老的交换

点之一，拥有20多个与之相对应的交换点。

政府政策：ICT和国家指导部负责行业的监

管。该部制定的2015/16-2019/20五年行业战略和

投资规划依据乌干达愿景2040和国家发展规划指

导ICT行业的发展。此项规划覆盖11个领域，其

中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网络安全、电子政

务以及本地内容和服务，规划完成时的目标是加

强ICT接入的水平并将农村和城市的宽带网速分

别提升至4 Mbit/s和30 Mbit/s。乌干达通信委员

会（UCC）为行业监管机构，成立于1997年，负

责电信、广播和邮政事务。该委员会2013年的法

案推动实现了电信监管机构与广播监管机构的合

并。UCC管理着农村通信发展基金，为将覆盖拓

展到农村地区、发展ICT培训中心、电信中心和开

展其它活动提供资金。此外，乌干达通信委员会

亦负责该国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团队。

结论：乌干达拥有非洲最为进步的ICT行业

政策和监管环境。但由于农村人口众多且可支配

收入低，该国发展全面的基础设施接入仍面临巨

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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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6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58.2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3.4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65.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17.0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3.7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5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0.8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5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3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86.8 38.7 4.2

-2 至 10 Mbit/s 8.5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7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乌克兰

乌克兰移动和固定宽带市场的发展极具潜

力。运营商渴望引入新业务并吸引新用户。

移动业务：乌克兰有六家移动运营商： 
Kyivstar、沃达丰、Lifecell、3Mob、PeopleNet和
InterTelecom。移动宽带覆盖正大幅增长。2014年
国家通信和信息化监管委员会（NCCIR）宣布参

与UMTS部署频段的竞标。因此，Kyivstar、MTS/
沃达丰和Astelit/Lifecell于2015年获得了30 MHz频
段。468 随着3G覆盖在2015-2016年的大幅扩展，

移动宽带市场的发展得到了推动。2016年底使用

3G网络的人口超过了2000万。大多数使用宽带

接入的互联网连接为无线连接（66%）。2016年
筹备的2.6 GHz频段LTE频率招标工作拟于2017年
底启动。目前正在积极讨论5G网络测试运行的问

题。2016年M2M用户的数量大幅增加。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用户的数量及运营商的

收入均呈下降之势。469 固定宽带业务是互联网接

入服务的主要收入来源。乌克兰最大的固定业务

提供商为Ukrtelecom，其固定电话签约用户约为

530万，互联网签约用户为160万 。 470,471 Kyivstar
为818 000多位用户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服务。472 
Volia、Triolan、数据集团、Fregat在签约用户数量

方面均位列前茅。473, 474 xDSL连接的普及程度要

超越其它宽带接入技术。475 但在新签约的用户中

光纤连接越来越普遍。

政府政策：政府政策旨在实现立法解禁。监

管机构拟简化电信公司进入市场的程序，例如取

消目前为具体电信业务类型颁发牌照的做法。476 
现已为场内运营商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建立了立法

框架。477 政府政策的重点之一是促进服务质量

（QoS）的提高。NCCIR收集运营商的QoS报告并

对质量指标实施监督。478 QoS报告向公众提供。

移动和固定号码的携号转网（MNP和FNP）预计

将于近期推出。479 相关机构目前正在进行立法调

整使其能与欧盟的框架保持一致。480 

结论：乌克兰正在制定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

的新法律，在国家层面讨论有关数字转型、大数

据、数据链和捷变的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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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7.2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33.5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1.7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0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0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7.1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62.0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8.8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7.1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2.6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4 0.6 4.2

-2 至 10 Mbit/s 4.2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5.4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已转型为区域和

全球商业中心，在新ICT技术的部署和采用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藉此进一步强化了阿联酋商业

国家的形象。该国固定和移动宽带的价格在阿拉

伯国家和全球各国人均国民总收（GNI）的占比

均属最便宜之列。

移动业务：阿联酋的移动蜂窝通信普及率

远超阿拉伯国家和全球的平均值。移动宽带普及

率亦是如此。此业务发展迅猛，以达全球和区域

平均水平的三倍。从市场格局来看，UAE有两家

全面的综合电信运营商：Etisalat和Emirates综合

电信公司（du）。此外，该国还颁发了七张其它

小众牌照。Etisalat成立于1976年，是阿联酋的老

牌运营商并于1994年推出GSM业务。2007年du引
入蜂窝业务后，市场开始出现竞争。阿联酋财政

部要求电信运营商支付年度许可费，此费用定期

更新，目前占收入的15%及净利润的30%。阿联

酋采用了大量新技术，在领先创新方面依然走在

该地区其它国家之前。LTE于2011年启动，目前

由市场内的两家电信运营商提供。当今，移动业

务使用的频段包括：800 MHz、900 MHz、1 800 
MHz、1 900 MHz和2 600 MHz。UAE计划在2020年
颁发5G网络频谱牌照以便为物联网（IoT）提供

支持。

固定业务：阿联酋的光纤部署遥遥领先于其

它阿拉伯国家。两家主要市场运营商提供的大量

服务既有独立的高速宽带业务也包括二网和三网

合一业务。阿联酋市场亦提供其它创新型M2M和

商业解决方案。UAE自2012年就实现了光纤到户

（FTTH）并于2017年宣布通过FTTH网为客户提供

300 Mbit/s的网速。

政府政策：阿联酋电信监管局（TRA）的成

立是依据阿联酋联邦法案之2003年电信法的第3
号法令。TRA负责管理电信行业的各个方面。TRA
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电信牌照以及牌照费的

确定发布一般性指导和指令。政府的政策鼓励部

署相关技术，以维护该国作为阿拉伯国家区域内

主要商业和贸易中心的地位。TRA将主要ICT战略

政策目标定为：为阿联酋营造一个公平的ICT行业

监管环境，以促进竞争和有效地可持续发展；提

高阿联酋ICT现有业务的品质；使阿联酋的智能技

术基础设施占据领导地位；改善阿联酋的智慧生

活方式；确保依据高质量、高效率和透明的标准

提供各类行政服务；为机构工作环境打造创新文

化。

结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往15年的工作

已将阿联酋塑造成为世界上连通性最高的国家之

一。几乎所有家庭均可上网且大多数人定期使用

互联网。UAE是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全球领跑

者，并计划通过率先部署5G网络和服务进一步发

展本国的ICT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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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4.7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210.9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243.4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100.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6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4.8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2.7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6.9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03.2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9.4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2 30.7 4.2

-2 至 10 Mbit/s 8.2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6.6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英国

英国的电信市场高度发达，其典型特征是解

禁早且市场极具竞争性。固定和移动业务普及率

高，通信服务价格可承受。

移动业务：英国移动市场的特征是竞争

激烈且近几十年出现了大量并购。2016年，

曾经退出移动市场的老牌运营商英国电信

（BT）宣布并购市场主导运营商EE。EE是德国

电信与Orange于2010年成立的合资公司。英

国移动通信的普及率高且移动宽带网络普遍可

用。2012年10月，EE成为该国首家利用现有频

谱启动LTE业务的运营商。2013年进行了LTE拍
卖，EE、O2 、Vodafone、Three和Niche Spectrum 
Ventures Ltd（英国电信集团的子公司）取得了牌

照。智能手机是英国人上网的首选设备，且互联

网接入和网速的改善导致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

例如过顶消息业务大幅增长（Ofcom，2016 
年）。

固定业务：老牌运营商英国电信的固定宽带

市场份额最高，达到了32%（2015年），但低于

大多数其它欧洲国家老资格运营商的份额水平。

出于竞争考虑，监管机构Ofcom要求英国电信剥

离其批发和零售分支，BT于2017年同意了Ofcom
提出的从法律上剥离其网络公司Openreach的要

求。481 英国的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普及率高且远

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捆绑业务十分流行，2016
年十分之七的家庭至少购买了两种捆绑ICT服务。

固定电话与宽带二网合一计划以及固定、宽带和

电视三网合一套餐最为流行。此发展导致Sky等三

网合一提供商之间的竞争加剧，该提供商2016年
的固定宽带签约用户量在英国位居次席。运营商

继续投资于网络的推出与更新。通过NGA技术实

现的宽带连接越来越多且网速亦相应提高，平均

实际网速从2014年11月的22.8 Mbit/s升至2015年
11月的28.9 Mbit/s（Ofcom，2016年）。

政府政策：英国于1984年开始实施电信业解

禁，当时政府出售了其在英国电信内的大部分股

份。该国继续在电信业私有化等领域独占鳌头，

其树立的榜样对欧盟电信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Ofcom的决策要求英国电信于2016年从

法律上剥离其批发和零售分支，并于2017确认英

国在电信改革领域仍走在前列。当前的国家电信

政策侧重于推出高速宽带。2015年，英国政府宣

布了宽带业务的普遍服务义务（USO），使公民

有权在2020年前使用至少Mbit/s的宽带连接速率

（Ofcom，2016年）。

结论：作为解禁方面的翘楚，英国已成为电

信领先的国家之一。ICT的家庭普及率高且大多数

英国居民均可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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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欧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0.1 35.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19.6 120.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88.1 85.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8 98.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3 89.6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94.6 77.2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91.7 78.6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94.0 80.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421.6 117.5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9.3 30.4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0.6 4.2

-2 至 10 Mbit/s 6.9 12.4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93.1 87.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美国

美国的电信业的历史由来已久,各行业分支

均存在竞争且电信业在各类服务中的普及水平最

高。美国的电信业务定价极具竞争力，仅是区域

和全球平均值的几分之一。

移动业务：移动业务的市场已经成熟但近

年来发展出现了停滞；然而到2020年，预计仍有

2 100万用户会进入市场。话音业务的收入正让位

于数据业务收入，因为从服务推广角度来看移动

宽带与移动蜂窝业务用户的数量几乎相同。运营

商正积极更新技术，开展5G试验，希望在2018至
2019年向公众提供服务。482 近期600 MHz频段的

拍卖预计将能够改善服务覆盖并进一步提升网络

容量。

固定业务：美国固定宽带的推广取得了

成功，但大多数地区的竞争不强，其中AT&T和
Verizon是当前市场内的两家运营商。483 在对基

础设施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在光纤和光纤铜缆混

合网络的建设过程中，固定宽带服务的价格保持

亲民且服务速度快（带宽大）。缩小将农村人口

和美洲土著与其它美国人割裂开来的数字鸿沟仍

然面临挑战，这部分人口使用高速宽带的比例较

低，而这给他们的未来造成了多方面的障碍，如

工作机遇、卫生医疗和教育。

政府政策：鉴于美国电信业发展迅速，因

此显然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应能力强且响应迅速

的监管机构。成立于1934年的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在电信的发展和扩张方面始终发挥着关举

足轻重的作用，该委员会最新导则 –《2015-2018
年战略规划》– 概要阐述了消费者权益、安全和

宽带获取等公共利益目标的重要性，且在确保经

济增长的同时安全仍然是重中之重。484 推动电信

环境内竞争的工作亦得到了重视，2009年引入了

网络中立性规则并对互连互通资费实施了监管和

审批，但制定服务质量标准并实施监督等其它事

宜将由各州监管。其它FCC举措包括：“塑造5G
的未来”、“广播激励竞拍”、“卫生连通计划

（Connect2Health）”和“为全民服务的无障碍

通信”。485

结论：尽管美国的电信业确已进入更为高

级的发展阶段，但仍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特

别是因该国城市与偏远乡村之间宽带获取水平

差异产生的数字鸿沟。电信业的投资和基础设施

发展依然稳定，运营商们力求采用新的电信技术

并提供更好的服务。除传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之

外，技术公司也参与了最先进网络的布设，例如

脸谱和微软公司就合力建设了跨大西洋海底电缆

M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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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7.0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3.3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32.9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9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8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75.2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8.8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7.0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5.4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3.9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9 6.6 4.2

-2 至 10 Mbit/s 13.5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5.6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乌拉圭

乌拉圭的电信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取得了惊

人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普遍接入领域。弥合国

家数字鸿沟一直是乌拉圭主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其目标是确保大多数家庭能够享用宽带接入。乌

拉圭政府为保证低收入群体能够使用互联网付出

了努力。486 事实上，乌拉圭在该美洲区家庭拥

有计算机的比例最高。此外，在对14岁或14岁以

上可接入互联网的人口开展研究时发现，96%的

用户至少每周上网一次，84%的用户每天都会上

网。487

移动业务：乌拉圭的移动通信市场存在

竞争，其中三家企业控制了大部分的市场份

额。Antel是市场的主导者，拥有50%以上的用户

（URSEC，2016年），随后是Movistar和Claro。目

前移动宽带的潜力最大，且三家运营商均通过LTE
技术提供宽带服务。不包含数据业务的移动用户

签约呈下降趋势，2016年此类签约仅占总签约量

的15%（URSEC，2016年）。该国移动蜂窝通信和

移动宽带通信的普及水平均超过了区域和全球平

均值。

固定业务：与该区域的趋势相反，乌拉

圭的固话市场由国营老牌公司Antel垄断，且

固话的普及水平远高于区域和全球水平。与区

域水平相较，固定宽带的腾飞亦取得了成功，

其提供方式主要为光纤，DSL的普及度位列第

二（URSEC，2016年）。2012年海底电缆系统

Bicentenario的开放，使乌拉圭的国际连接得到改

善且据预测在Antel 部署基础设施之后该国的国际

连接将获得进一步改善。489

政府政策：负责电信监管的机构是2001年成

立的通信服务监管局（URSEC）。URSEC与主管

部委及私营部门密切合作，以可持续和民主的方

式发展通信业，确保始终将普遍服务和技能扫盲

作为计划核心。乌拉圭数字计划，这一总体规划

已经出台了十多年，始终是各类议程的中心 – 即
2008、2010和2015年议程 – 并根据行业的演进

和必要性做出适应性调整。在具体目标方面，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可确保价格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

内，实现所有在公立学校就学的儿童均可使用个

人计算机且所有家庭都能够接通光纤等目标。当

前议程，即数字乌拉圭2020议程，既认识到ICT在

其它行业发展以及在公民与政府间建立更多直接

联系方面的重要性，同时亦不会忽略数字政策和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AGESIC，2016年）。

结论：乌拉圭电信业发展良好且考虑到行业

内各细分行业的业务演进，应该说该行业的规划

和投资成果显著，甚至固定宽带等垄断领域亦是

如此。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仍面临挑战，例如完善

LTE覆盖和提升连接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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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32.9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47.5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12.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8.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8.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0.9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4.0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9.6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7.5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25.4 6.6 4.2

-2 至 10 Mbit/s 32.0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2.7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独联体（CIS）区域最具

希望的移动宽带市场。LTE网络的部署和互联网

接入资费的改变均是促进电信市场发展的主要因

素。490

移动业务：1991年，第一家移动蜂窝电信

运营商Uzdunrobita成立。该运营商在1992年通过

NMT-450网络提供移动电话服务。1995年引入了

AMPS/DAMP。1996年，为吸引外资进入移动蜂窝

通信行业采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1997年，五家

新运营商进入市场。2005年，CDMA-450网络开始

提供服务。491 如今，该国市场共有五家移动蜂窝

运营商：Unitel（GSM；用户超1000万）、 
UMS（GSM；用户超200万）、Uzmobile 
（GSM；用户超100万）、Ucell（GSM； 
约900万）和Perfectum（CDMA运营商，用户

约100万）。492 所有GSM运营商均部署了LTE网
络。493 2017年初LTE覆盖的地点不足1%。2017年
上半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移动电信运营商间

重新划分了900/1800 MHz的无线电频段，以促进

市场竞争。人们认为以前的无线电频段划分防碍

了LTE的部署。据预测，这将加速LTE的部署并推

动服务质量（QoS）的提高。494

固定业务：2006年，数字化的专用小交换机

（PBX）不足50%。截至2014年，固定电话网的数

字化完成。2017年初，乌兹别克斯坦共有654家
互联网提供商和运营商。国际互联网网关的容量

达54.9 Gbit/s。495 2014-2015年，乌兹别克斯坦通

过在机场、火车站和旅游区等众多公共场所安装

Wi-Fi 接入点，成功实施了Wi-Fi网络开发计划。496 
为开发互联网宽带接入，2015年辅设了1 800 多公

里的光纤缆线。骨干网容量提升了10倍。497

政府政策：1995至2010年，一系列ICT发展

计划得以实施。这些计划的活动大多旨在建设并

更新国家电信网络。此阶段期间建设了连接各区

域中心的骨干网。ICT技术开始在公共部门使用。

此外，该国亦对ICT培训给予了关注。2005至2010
年，为促进ICT政策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实施，该国

参加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项目。2012至2014年
的政府项目聚焦于政府系统的集成、监管水平的

提高及信息安全。当前的ICT计划有两个支柱：

基础设施与技术发展，电子政务与数据库开发。

第一个支柱包含17个项目，旨在通过加强宽带接

入与核心网络容量来提高基础设施的能力，同时

为高质量的政府服务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017年
底，乌兹别克斯坦拟启动光纤电缆制造，藉此推

动光纤线路建设并为所有区域中心提供LTE信号覆

盖。498,499 目前该国的关注焦点为医疗系统内的

ICT。乌兹别克斯坦将在2020年打造一个全面运营

且有效的电子卫生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还成

立了两个组织：UZINFOCOM和UNICON.UZ，目的

是推动ICT监管的发展和提供咨询服务。

结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参与了ICT的发展。

通过落实监管举措，促进了竞争环境的建立。这

些活动的目标是利用高速且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为

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电子服务。电子政务服务主要

侧重于ICT发展政策。2017年将在全国安装多个用

于获取电子政务网上服务的用户终端（2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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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独联体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0.8 19.8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6.0 138.3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9.4 72.0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5.0 80.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3.0 61.1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52.3 68.6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38.5 68.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79.9 73.6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9.6 66.8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0.4 17.8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6.0 12.2 4.2

-2 至 10 Mbit/s 35.1 25.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9 62.7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瓦努阿图

位于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近年来在ICT行业

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14年首条海底电

缆的连通以及2016年启动LTE使数据流量出现强

劲增长。

移动业务：瓦努阿图有两家运营商：于2002
年开始提供GSM移动业务的老牌运营商瓦努阿图

电信有限公司（TVL）和Digicel（瓦努阿图）有限

公司。Digicel是进入该国市场的第二家运营商，

该公司于2008年6月启动了GSM网络。移动通信竞

争的引入使覆盖率快速提升，80%的家庭拥有手

机（城市家庭为97%，农村家庭为 
73%）。501 移动用户数量逐年增长。尽管移动

电话普及率达80% ，但仍有大量双SIM卡手机

因两家运营商提供捆绑折扣而继续使用两个网

络。Digicel已成为市场主导运营商，占据些许份

额优势。该公司于2011年启动了3G网络，并于

2013年成立了TVL。Digicel于2016年推出LTE，移

动宽带因此迅猛发展，2014至2016年间移动数据

下载量增长了1 500%。

固定业务：瓦努阿图政府、英国Cable & 
Wireless公司和法国电信拥有的TVL股份相同。

作为解禁过程的一部分，政府将自己的TVL股
份出售给了其它两个股东。2011年，Cable & 
Wireless将自己持有股份的50%出售给了毛里

求斯电信，从而使毛里求斯电信的股份逐渐增

加。2017年，毛里求斯电信将TVL售予斐济的ATH
公司。TVL仍是唯一的固定电话业务提供商。宽

带互联网领域有四家服务提供商在运营。TVL提
供FTTH、DSL、WiMAX和Wi-Fi服务；Digicel通过

WiMAX和Wi-Fi提供无线互联网接入；Telsat宽带

有限公司通过WiFi和Ku频段卫星业务提供无线互

联网服务（通过Kacific宽带卫星）。2014年4月
WanTok 启动LTE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公司自

此开始在首都维拉港提供固定无线业务。TVL和
Digicel在维拉港及Espiritu Santo岛上的Luganville均
建设了城市光纤环网，但国家层面的骨干光纤网

尚未建立且该国的全国骨干连接仍主要依靠微波

业务。通过光纤将瓦努阿图与斐济连接在一起，

长达1 259公里的“有线交换网1”（ICN1）于

2014年1月建成。通过ICN1，该国的流量被发送至

斐济，再经南方跨境电缆经转路由至澳大利亚或

美国。瓦努阿图的互联网交换点于2013年启用。

政府政策：政府首席信息官办公室

（OGCIO）负责依照2013年国际信息通信技术政

策的指导对ICT行业实施监督。此项政策有效期五

年，包括八个重点领域： i) 教育对ICT的使用；ii) 
基础设施和设备对ICT的使用；iii) 电子政务；iv) 
将ICT融入行业政策；v) 建立信任（缓解有关ICT
发展的风险和威胁）；vi) 与本地相关的内容；vii) 
能力建设；viii) 利益攸关多方和跨行业协调与协

作的平台。电信和无线电通信监管局（TRR）依

据2009年的电信和无线电通信监管法案成立；但

相关办公室已于2008年2月设立。普遍接入政策

（UAP）下的举措旨在让移动和宽带业务走进农

村地区，目标是到2018年1月使相关电信业务的人

口覆盖率达98%且下载速率达到2 Mbps。

结论：2008年电信业解禁后，瓦努阿图在

ICT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结束了TVL的垄断，

引入了移动通信竞争并于2014年接入了ICN1海底

电缆。预计UAP将大幅提升全国范围内的宽带覆

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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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3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2.5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5.4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8.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3.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5.7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2.4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9.4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2.2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1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1.4 2.4 4.2

-2 至 10 Mbit/s 26.8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1.8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委内瑞拉

尽管委内瑞拉2014至2015年的收入取得了大

幅增长（CONATEL，2015年），但该国的电信

业因委内瑞拉经济不稳而遭受挫折，造成此后果

的原因包括石油价格下降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状

况给投资和采用新技术带来困难。老牌运营商 – 

委内瑞拉国家电话公司（CANTV）于2007年重新

收归国有（二十世纪90年代初实行私有化）并仍

是市场各细分行业中的主力军，其移动业务公司

的名称为Movilnet。民主以及消除电信业的社会

不公为CANTV国有化提供了必要的理由。502

移动业务：移动市场有三家移动网络运营

商：占主导地位的Movilnet、Digitel和Telefonica。
经济下行带来的更多挑战以及因此造成的蜂窝

移动用户数量略有下降，使移动、话音和宽

带的普及率均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尽管用户

数量下降，但移动话音业务和移动数据使用

量持续上升。2016年，数据显著增长了31%。

自2009年起，开始以3G技术的形式提供移动

宽带（CONATEL，2015年）。从新技术角度来

看，Digitel于2013年首先推出LTE业务，随后

Telefonica在2015年启动该业务，国有的Movilnet
于2017年初开始提供此业务。503 三家运营商首

先在委内瑞拉主要城市部署LTE业务，然后在全

国其它地区铺开。GSM/UMTS仍是最为流行的

移动技术，约占签约用户数量的75%，CDMA排
名第二，LTE第三。每年数据业务均有大幅增长

（CONATEL，2016b）。

固定业务：固定业务市场有六家运营商竞

争：Digitel、Telefónica、Convergia、Corporación-
Telemic、Veninfotel和国有老牌运营商CANTV。固

定电话业务的普及率于2014年达到峰值，自那以

后便逐渐下降。与之相反，固定宽带在2016年呈

现出温和稳定的增长（CONATEL，2015、 
2016b）。

政府政策：委内瑞拉电信监管机构，国家

电信委员会（CONATEL）创建于1991年，并一

直从事落实监管措施和制定国家行业发展政策

的工作。504 该监管机构认识到ICT在各经济领域

和行业演进方面的重要性，包括培育数字素养

并推广其应用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重要性。为

此，CONATEL成立了社会责任基金，该基金属于

普遍服务性质的基金，经常用于广播电视业务培

训内容的开发。505 自2005年起，CONATEL在委内

瑞拉电信运营商的参与下启动了若干由普遍服务

基金出资的项目。2011年2月对《电信组织法》

（LOTEL）做出修正并在2011年2月7日的官方公

报上发布。根据修正后的LOTEL，电信网络被视作

为“公共利益服务”。根据这一法律，无线电频

谱使用和运营许可的最长期限为15年。

结论：委内瑞拉电信业目前面临的挑战：该

区域普遍存在设备短缺和部署基础设施的需求，

同时该国人口间存在的数字鸿沟。506 委内瑞拉的

发展潜能仍在移动行业，对数据和替代固定业务

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移动运营商已经制定了投

资规划并部署了基础设施，以对覆盖进行升级并

在不久的将来改善业务提供的水平。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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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关键指标（2017年） 美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8.5 23.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6.6 111.8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0.1 89.5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0.6 93.9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82.0 84.3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4.3 67.5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5.7 64.8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33.5 68.3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9.3 77.1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8.2 19.9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4.6 6.6 4.2

-2 至 10 Mbit/s 30.6 23.1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4.8 70.3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越南

越南追求建立一种独特的竞争模式，由多家

不同国有运营商共同发展电信网络。

移动业务：五家运营商形成了竞争性的市

场。三家国有运营商占据了主导地位：军方的

VIETTEL；MOBIFONE和越南邮电集团（VNPT）
的VINAPHONE。该国的2G覆盖广泛且2014年
有93%的家庭拥有手机（城市为96%，农村为

91% ） 。508 2009年颁发了四张3G牌照。与其它

国家相比，越南引入LTE较晚。2016年颁发了四

张牌照：VIETTEL、VINAPHONE、MOBIFONE和
GMOBILE，且大多数运营商在此后立即启动了此

网络。VIETTEL投资了十家海外运营商，其中有四

家在亚太地区。

固定业务：VNPT主导了固定电话市

场，VIETTEL和西贡邮电服务公司（SPT）亦提供

此项业务。固定业务普及率远低于移动业务，但

高于其它中等收入的亚太经济体。VNPT、VIETTEL
和FPT电信是使用ADSL、光纤和有线调制解调器技

术的领先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VNPT运营的

全国性光纤网基本沿主要道路辅设并延伸至与各

邻国的边境。此外，主要城市均辅设有城市光纤

环路。为越南提供服务的五条海底电缆通过两个

登陆站连接。互联网交换点位于三个大城市。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部（MIC）是政策制定

兼监管机构。该机构的职责范围广，监督内容包

括媒体、出版、邮政、电信、信息技术、电子及

广播。电信管理局为部级单位，履行针对电信

业的顾问和监管职能。2012年发布的2020年前国

家电信发展规划，为该国电信和ICT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全面框架。框架涵盖：目标；发展战略；

法律、监管、机构和人力资源问题及国际合作机

制；组织的职责；以及附有预算的八个关键项

目。这些目标十分保守，呼吁到2020年使家庭宽

带普及率达到35%至40%，且互联网的使用占人口

总量的55%至60%。

结论：越南国家企业竞争的独特模式将包

括农村地区在内的移动接入提升至一个很高的水

平。近期LTE网络的启动应能释放受压抑高速宽带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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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6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125.6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6.9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5.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49.6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21.6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7.3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37.3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0.8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1 2.4 4.2

-2 至 10 Mbit/s 13.5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6.4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也门

也门过去几年因政治不稳和局势动荡，使该

国的总体经济、物价水平、基础设施和ICT发展

遭受影响。电信服务价格超出了该区域的平均水

平。

移动业务：蜂窝移动通信普及率低于区域平

均水平且由于该国尚未提供3G和LTE服务，因此

移动宽带没有发展起来。也门蜂窝移动通信的价

格水平在该地区最高。但Sabafon、MTN Yemen、
也门移动和也门电信这四家运营商在该国的蜂窝

移动通信市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自Sabafon和
MTN Yemen（原名为Spacetel Yemen）于2001年
推出移动业务以来，也门的移动市场始终存在竞

争。2001年前，TeleYemen是移动市场唯一的运营

商，通过其模拟网络提供移动业务。2004年，也

门移动接收了TeleYemen的移动网络并用码分多址

（CDMA）业务取代了模拟业务。也门农业国的

属性和多山的地貌亦是造成移动和固定通信普及

率低的因素。3G和LTE业务的推广为ICT行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但该行业的繁荣仍需要政治稳定

和国际资金的支持。

固定业务：固定宽带在也门规模有限。2012
年，公共电信公司（PTC）开始安装全国WiMAX
网络，以提升互联网接入的可用性。尽管移动行

业引入了竞争，但这在固定通信行业却并不存在

且互联网提供领域亦鲜有竞争。固定话音通信市

场由政府拥有的PCT垄断。互联网市场由两家政府

企业提供服务：Yemen Net和Y-Net。

政府政策：也门电信和信息技术部（MTIT）
负责电信市场的监管。MTIT的任务如下：为鼓励

该行业的投资制定政策和规划、管理频谱、颁发

牌照、更新并完善国家码号规划。2014年年中被

正式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预计电信业的

解禁将迎来进一步的发展。但目前的冲突有碍进

步。此外，还有必要成立一家独立的监管机构，

为该国建立监管框架。也门的人道主义境况促成

了应急通信联盟（ETC）的成立，该国际组织旨

在帮助也门改善电信服务。ETC自2015年4月便开

始在也门运作，为也门提供了基本的安全通信服

务、互联网枢纽和充电站。

结论：也门的ICT市场目前不可预测。大部分

电信基础设施均无法工作。近期的冲突使电信业

的发展大多陷入停顿，造成卫星和无线电通信成

为提供服务的重要技术。

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195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国

别
概
况

也门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4.2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63.6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5.9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5.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0.0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6.7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5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6.3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0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7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61.4 30.7 4.2

-2 至 10 Mbit/s 26.2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12.4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赞比亚

南部非洲内陆国家赞比亚在通过建设国家骨

干网获取邻国互联网带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移动业务：赞比亚有三家移动运营商。南非

MTN的子公司MTN赞比亚有限公司在该国处于领

先地位，截至2017年12月底，该公司拥有44.4%的

市场份额。MTN赞比亚有限公司通过收购一家自

1995年以来一直在该国运营的电信公司进入赞比

亚市场。印度Airtel的子公司Airtel赞比亚有限公司

拥有第二大的市场份额，占比为39.7%。该公司于

1997年开始在赞比亚市场运营，最初的交易名称

为赞比亚Celtel，后更名为赞比亚Zain。尽管国有

老牌赞比亚电信有限公司（ZAMTEL）客户群在逐

步增长，但其市场份额最低，仅占15.9%。 
ZAMTEL于1994年推出了移动电话业务，成为该

国第一家移动运营商。2015年关于家庭和个人

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调查发现，65%的

家庭拥有移动电话，其中85%为城市家庭，50%
为农村家庭。509 MTN赞比亚于2011年推出了3G
产品，Airtel和ZAMTEL随后于2012年也推出了3G
产品。移动MTN于2014年在1 800 MHz频段推出

LTE，而ZAMTEL和Airtel赞比亚公司分别于2016年
和2017年推出了LTE产品。移动宽带有限公司（交

易名称为沃达丰有限公司）、Hai电信有限公司和

Microlink Limited以前均是传统的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自去年以来扩展了他们的服务范围，开始提

供LTE移动互联网服务。

固定业务：ZAMTEL是使用公共交换电话网

络技术的主要固定电话业务提供商。该公司还提

供固定宽带覆盖的ADSL和光纤连接，以及固定无

线LTE时分双工（后者自2014年起开始提供 ） 。
沃达丰还在2016年推出了使用2 300 MHz频段的

固定无线LTE时分双工网络。虽然赞比亚有许多

其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但大多数规模较小，前

四名（包括移动运营商）占据80 %以上的市场份

额。随着移动宽带用户数量从2016年12月底的

520万增加到2017年12月底的780万，该国获得

互联网服务的机会迅速增加。尽管有超过25家
特许运营商，固定互联网服务市场仍然高度集

中。Zamtel、Africonnect、Zamnet和Microlink占固

定无线互联网服务签约用户的近90%。

五家公司已经建立了光纤网络，这对确保该

内陆国家接入海底电缆尤为重要。这五家公司中

最大的是赞比亚电力供应公司（Zesco）的子公司

光纤通信公司，该公司的网络覆盖了所有10个省

会，总长约6 000公里。光纤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是基于输电塔。光纤通信公司通过坦桑尼亚、马

拉维、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直接连接

海底电缆。CEC-Liquid Telecom还通过地下电缆部

署了大城市和国家光纤网络，在某些情况下亦通

过架空电缆部署。MTN和Airtel在首都卢萨卡合作

建立了一个地下城市通信网。ZAMTEL还有一个覆

盖范围更广的网络，可接入几条国际海底电缆。

自2011年以来，这些链路使人们能够接入海底光

缆。赞比亚IXP于2006年开始运作。

政府政策：交通和通信部负责制定行业政

策。当前的信息通信技术政策于2006年获得通

过，目前正在进行复审。当前政策的三个核心领

域是能力建设、建立具有竞争力和效率的信息通

信技术行业并制定有效的法律和监管框架。鉴于

赞比亚国家发展计划对信息通信技术的重视，该

国过去几年一直在制定国家宽带战略。赞比亚总

统于2015年发起了智能赞比亚倡议，该倡议旨在

推动赞比亚进入一个数字化的知识社会。2017年
8月，该国政府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引入了一个新

的许可框架，以便为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融合提

供支持并深化该行业的竞争。赞比亚信息通信技

术局是邮政和电子通信行业的监管机构，该机构

职责范围的确定是依据2009年的第15号《信息通

信技术法案》、2009年的《邮政服务法》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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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0.6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78.6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5.2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3.0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43.4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7.9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8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16.6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5.4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0.2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52.2 38.7 4.2

-2 至 10 Mbit/s 45.6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2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年的《电子通信和交易法》。此监管机构还负责

管理国家代码顶级域名（.zm）和普遍接入计划。

结论：最近政府高层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支

持，加上跨境光纤连接带宽可用性的提高，为该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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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尽管位于南部非洲内陆，津巴布韦的骨干网

市场仍生机勃勃，且与若干海底电缆建立了跨境

连接。

移动业务：津巴布韦三家运营商在移动行业

的竞争由来已久。老牌运营商Net-One的移动部

门成立于1997年。ECONET作为一家本地公司，

通过1998年建立的GSM网成功地对老牌垄断运营

商提出了挑战。此后，ECONET逐步演变成为一

家移动业务集团，总部设在南非并在多国开展业

务。TELECEL于1998年成立，经若干次所有权变更

后，如今由一家政府投资公司控股。该国的家庭

移动通信普及率相对较高。2014年，89%的家庭

拥有手机，其中城市普及率为97%，农村地区普

及率为84%。510 移动运营商启动3G后，移动宽带

的覆盖不断扩大。ECONET和Net-One亦拥有LTE网
络。

固定业务：TELONE是一家国有老牌运营

商。该公司通过铜芯陆地线路和CDMA无线环路

提供固定电话服务。尽管普及率低，但与其它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较，签约用户数量仍属较

高之列。TELONE通过速率达4 Mbit/s的有上限和

无上限ADSL，最高速率为50Mbit/s 的光纤和卫

星，提供固定互联网业务。其它一些固定宽带

提供商提供固定无线和固定光纤连接，并转售

TELONE的ADSL业务。由于津巴布韦处于内陆，

其骨干网连接面临挑战。市场中有多个骨干网运

营商。主要的几家包括TELONE、Liquid Telecom
和POWERTEL，这些运营商均建立了全国性的光

纤路由且这些路由可到达邻国边境。作为津巴布

韦供电局的子公司，POWERTEL非常有名，它为

客户提供零售宽带业务。与莫桑比克和南非相连

的国家光纤骨干网使该国能够建立与海底光缆

SEACOM、WACS和EASSy的连接。

政府政策：信息通信技术、邮政和快递服务

部负责对该行业实施监督。津巴布韦可持续社会

经济转型议程（Zim-ASSET）已认识到ICT对政府

的重要性，将ICT确定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

柱之一。内阁于2016年批准了津巴布韦的第二项

国家信息通信技术政策。此政策框架的总体目标

是利用ICT促进实现Zim-ASSET以及其它国家发展

目标；(b) 支持并促进ICT的获取并加强ICT在各经

济部门的使用；(c) 弥合数字鸿沟并让人人享有宽

带；(d) 管控ICT发展提出的挑战以确保可持续发

展；并(e) 通过创新和建立伙伴关系，主导、改进

和适应不断变化的ICT环境。津巴布韦邮电监管局

为行业监管机构，在2000年《邮电法案》（及修

正案）的指导下，同时为监管工作提供支持。该

局还负责管理普遍服务基金。

结论：津巴布韦的移动市场一直以来就存在

竞争，因此接入水平相对较高。近期，竞争性的

骨干网市场已经成型，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促进了

与跨境海底电缆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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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的关键指标（2017年） 非洲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1.6 0.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85.3 74.4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41.3 24.8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78.2 62.7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34.7 28.4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27.1 22.1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13.9 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24.0 19.4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0.7 11.2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1.1 0.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78.2 38.7 4.2

-2 至 10 Mbit/s 19.7 37.2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2.1 24.1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其它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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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

香港（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和竞争最

激烈的电信市场之一。

移动业务：就其规模而言，中国香港是世界

上竞争最激烈的移动市场之一。目前共有四家运

营商 – 中国移动香港、香港电讯（HKT）（CSL品
牌及1010品牌）、和记黄埔（以3个品牌经营）

及SmarTone – 均在本地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香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1999年）推出移

动电话号码可携服务的经济体之一，为促进竞争

发挥助推作用。香港拥有全球最高移动普及率之

一，2017年达249%。2004年推出3G移动宽带。

所有四家移动网络运营商都部署了LTE服务，首

家推出是在2010年，并已升级至LTE-advanced，
其中一些网络使用载波聚合技术，下载速度高

达1.1 Gbps。约90%的手机签约用户使用3G/LTE
服务。2016年，10岁以上人口中86%拥有智能手

机。 

固定业务：固定电话市场完全自由化，约

80%的家庭可以从三家运营商中选择服务。由于

捆绑服务的存在，固定电话的签约仍然备受欢

迎。几乎所有的办公楼和家庭都可以使用固定

宽带。技术包括ADSL、FTTP、同轴电缆，以及

固定无线LTE。固定宽带服务的速度最高可达10 
Gbps。约93%的家庭享有固定宽带服务。大多数

公共场所都提供免费的公共Wi-Fi服务。

香港（中国）是该地区主要的电信和互联网

枢纽。香港共有8个海底电缆登陆站，并与11个区

域和跨大陆海底光纤网络连接。香港还通过20根
陆路电缆与中国大陆相连。香港互联网交换点于

1995年推出，拥有200多个成员，是亚洲业务量最

大的互联网交换点之一。

政府政策：香港电信市场完全自由化，没有

外国所有权限制。通信管理局是监管广播和电信

行业的监管机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通信和创

意产业部负责广播、电影及电信的政策事宜。“

数字21”科技战略自1998年起成为香港（中国）

信息通信发展的路线图。该战略根据技术的演进

定期修订。目前的战略确定利用新技术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的议程。该战略的特点是围绕四个主题

确定的举措：(a) 通过为公众和企业建立实现其目

标的平台赋予公民权力；(b) 激发商业创新，以加

强研发并提供公开数据；(c) 支持ICT行业发展以促

进本地公司的海外扩展；(d) 变革公共服务，发展

直观、个性化和多平台的电子服务。

结论：政府通过前瞻性的监管方法和适当的

刺激竞争战略监督行业发展，从而实现了较低的

价格和高水平的接入。ICT被看作将该经济体打造

成为领先区域商业中心的其他属性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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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57.9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249.0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105.0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0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9.4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80.9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0.2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7,388.7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35.9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17.0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83.0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澳门（中国）

该岛屿经济体的固定和高速移动服务高度普

及，是全球三座100%光纤宽带覆盖城市之一。

移动业务：对于这个小的经济体，竞争异

常激烈。该经济体共有四家移动运营商：老牌澳

门电信公司（CTM）、作为香港和记电信公司子

公司的和记、大陆运营商拥有的中国电信以及香

港电信集团子公司SmarTone。移动业务几乎遍

及全民，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96%均使用移动电

话。511 所有签约服务都具备宽带技术能力，2G已
于2016年6月淘汰。LTE是在2015年颁发了四张许

可证后推出的，截止2016底，LTE已覆盖所有移动

签约用户的46%。使用载波集合技术，LTE下载速

率达每秒225兆比。

固定业务：澳门拥有两家固定运营商，

老牌CTM和2013年获得第二家运营商许可证的

MTEL。CTM之前由葡萄牙电信和大东电报公司共

同拥有。2013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最终持股方中

信国际电信公司购买了上述公司（澳门邮政储蓄

公司持有1%的股份）。在固定宽带行业，随着用

户转向光纤。ADSL签约量不断下降。CTM于2010
年引入光纤到户（FTTH）技术，并以52 000公
里光缆覆盖了整个澳门（中国）。2016年，89%
的家庭签约了固定宽带业务。截至2016年12
月，61%的固定宽带签约用户享有光纤。512 澳门

（中国）共有2000多个Wi-Fi热点。澳门（中国）

自1999年以来与SeaMeWe-3海底光缆连接并通过

若干条地面光缆链路与中国大陆连接。

政府政策：交通和公共工程秘书处负责行业

政策。邮电服务总局是行业监管机构。2001年颁

布的《基本电信法》经过后续条例的增补成为适

用的行业立法。政策的关键是保持移动市场的高

度竞争并逐步按照CTM减让协议实现固定市场的

自由化。

结论：澳门（中国）的固定宽带普及率名列

世界前茅。拥有四家运营商的移动市场也是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之一，因为澳门人口稀少，土

地有限。所以，最新移动宽带技术的使用在该岛

迅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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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国）的关键指标（2017年） 亚太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22.2 9.5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328.8 104.0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28.8 60.3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99.9 91.3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99.0 86.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83.2 44.3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75.8 38.9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88.1 49.0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195.1 61.7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29.9 13.0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 2.4 4.2

-2 至 10 Mbit/s 36.6 7.6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63.4 90.0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巴勒斯坦*
*注：巴勒斯坦不是国际电联的成员国；巴勒斯坦在国
际电联地位的问题是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第99号决
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的主题。

尽管存在诸多主要与进口限制及移动和互联

网服务频率发布相关的挑战，但巴勒斯坦的信息

通信技术行业发展良好。

移动业务：巴勒斯坦的移动蜂窝普及率低于

阿拉伯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平均水平。竞争仅限于

两家获得许可的运营商：帕特尔集团及其移动品

牌服务Jawwal和Wataniya Mobile（Ooredoo集团

的下属公司之一），该公司于2006年获得了在巴

勒斯坦运营的许可证，并于2009年开始在西岸运

营。2018年1月，西岸在一些频率（每个运营商

5 MHz）上推出了移动服务。Wataniya于2017年
底在加沙推出2G服务。向移动运营商提供的900
和1 800 MHz的2G频段以及2 100 MHz的3G频段有

限，其中一些频段与以色列运营商共用。未经巴

勒斯坦权力机构授权的以色列运营商目前覆盖西

岸80%的领土，估算表明这些运营商占据了西岸

7%至30%的市场（世界银行，2016年）。

固定业务：巴勒斯坦的固定宽带普及率很

高，高于阿拉伯国家的平均水平。PalTel拥有固定

线路和大部分固定宽带基础设施，是巴勒斯坦市

场的主导运营商。PalTel除了向客户提供光纤接入

外，还提供独立的数字用户线路接入。此外，13
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协

议电视（IPTV），包括Hadara（PalTel公司的子公

司）。宽带许可证持有者还使用无线网络和有线

（光纤）提供无线宽带接入。2014年至2018年，

光纤网络增长了52%，从2 300公里增至3 500公
里。

政府政策：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
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巴勒斯坦信息通信技术行

业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电信和信息技术部

（MTIT）负责管理信通技术行业及许可证的发

放。作为《奥斯陆协定》的一部分，以色列通

过1995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临时协

定》 ，同意根据需要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

供频率。这项义务被列入《临时协定》附件3第36
条，作为通过以色列 – 巴勒斯坦联合委员会向巴

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释放频率的法律框架。法律

框架由第3/1996号电信法和《奥斯陆协定》的监

管规则界定。2009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颁

布了新的《电信法》，根据该法，将成立巴勒斯

坦电信管理局，对电信行业进行专业、公平、透

明和独立的监管。然而，在管理局成立之前，电

信和信息技术部仍然是监管机构。

结论：尽管环境艰难，但巴勒斯坦电信业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8年，国际电联在其

全权代表大会（迪拜，2018年）上通过了第125
号决议（2018年，迪拜，修订版），该决议决定

紧急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使其能够获取并管理

运营其电信网络和无线服务所需的无线电频谱，

支持巴勒斯坦利用新的现代移动和固定网络，如

IMT2020和相关无线电频率，并支持建立巴勒斯

坦建立国际网关。向国家运营商提供3G和长期演

进（LTE）频率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巴勒斯坦的信

息通信技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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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关键指标（2017年）
阿拉伯 

国家
世界

每百位居民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 9.8 7.9 13.0

每百位居民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 91.0 102.6 103.6

每百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35.0 53.9 61.9

3G覆盖（占人口的%） 55.0 88.0 87.9

LTE/WiMAX覆盖（占人口的%） - 50.9 76.3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比例（%） 65.2 48.7 48.6

拥有计算机家庭的比例（%） 42.5 47.1 47.1

使用互联网家庭的比例（%） 51.1 50.1 54.7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kbit/s） 34.1 65.3 76.6

每百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7.5 5.6 13.6

按速率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比例，所
占%    

-256 kbit/s 至 2 Mbit/s 0.4 30.7 4.2

-2 至 10 Mbit/s 41.6 33.8 13.2

-大于等于10 Mbit/s 58.0 35.4 82.6

注：使用斜体的数据为国际电联的估算值。来源：国
际电联（截至于2018年6月）。 *注：巴勒斯坦不是国
际电联的成员国；巴勒斯坦在国际电联地位的问题是
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第99号决议（2018年，迪拜，
修订版）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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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提瓜和巴布达移动运营商名单，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telcomatraining .com/ list -of -mobile -operators 
-in -an�gua -and -barbuda/ 。

10 安提瓜和巴布达电信和互联网业务提供商组织，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commonwealthofna�ons .org/ 
sectors -an�gua _and _barbuda/ business/ telecoms _and _internet _service _providers/ 。

11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网络覆盖，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gsmarena .com/ network -bands .php3 ?sCountry = 
An�gua+and+Barbuda。

12 LIME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启动LTE，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4/ 04/ 15/ lime -to -launch -4g -in -an�gua -and -barbuda/ 。

13 重建电信工业，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ab .gov .ag/ no�ce _page .php ?page = 50。

14 安提瓜开始施行电信法案及开放行业，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oecsbusinessfocus .com/ an�gua -proceeds 
-with -telecoms -bill -and -liberalisa�on -of -sector/ 。

15 针对虚假广告的电信法案，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an�guaobserver .com/ telecommunica�ons -bill -to -address 
-false -adver�sing/ 。

16 连接安提瓜和巴布达举措，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connectaschool .org/ en/ schools/ connec�vity/ reg/ 6 .2。

17 2015年阿根廷移动/无线业务提供商的市场份额，请参阅：h�ps:// www .sta�sta .com/ sta�s�cs/ 488707/ mobile 
-market -share -argen�na -by -provider/ 。

18 国家概况：阿根廷 – 移动生态系统的影响：观点与机会，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www .gsmaintelligence 
.com/ research/ ?file = 35cb2633f c2acdae20960174dda�9c & download。

19 阿根廷 – 电信，移动，宽带和数字媒体 – 统计与分析，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Argen�na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 ?r = 51。

20 阿根廷 – 固线市场和基础设施 – 概述，统计和预测，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Argen�na 
-Fixed -Line -Market -and -Infrastructure -Overview -Sta�s�cs -and -Forecasts。

21 阿根廷 – 固定宽带，数字经济和数字媒体 – 统计与分析，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Argen�na -Fixed -Broadband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

22 2017年7月14日颁布的2017年第513号法令将电信部的职责转移到现代化部。2017年8月10日颁布的2017年第632
号法令将电信部长一职并入现代化部。

23 请参阅：h�ps:// www .cia .gov/ library/ publica�ons/ the -world -factbook/ geos/ ar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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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http://www.vodafone.al/vodafone/Vodafone_Albania_198_2.php
https://www.albtelecom.al/en/about-albtelecom/about-us/history/
https://www.govern.ad/ordenament-territorial-transports-i-telecomunicacions/item/7679-andorra-telecom-dona-per-tancada-la-campanya-d-apagada-de-la-telefonia-per-coure-i-andorra-esdeve-un-pais-100-per-cent-fibra-optica
https://www.govern.ad/ordenament-territorial-transports-i-telecomunicacions/item/7679-andorra-telecom-dona-per-tancada-la-campanya-d-apagada-de-la-telefonia-per-coure-i-andorra-esdeve-un-pais-100-per-cent-fibra-optica
https://www.govern.ad/ordenament-territorial-transports-i-telecomunicacions/item/7679-andorra-telecom-dona-per-tancada-la-campanya-d-apagada-de-la-telefonia-per-coure-i-andorra-esdeve-un-pais-100-per-cent-fibra-optica
https://www.andorratelecom.ad/memoria/productes_en.html
https://www.elperiodic.ad/noticia/59054/andorra-telecom-invertira-2-milions-per-millorar-el-3g-i-4g
https://www.andorratelecom.ad/documents/33352/374805/Comunicat+renovaci%C3%B3+fibra+%281%29.pdf/a1dbfa83-4049-61a4-ccfd-01bd7d0619f8
https://www.andorratelecom.ad/documents/33352/374805/Comunicat+renovaci%C3%B3+fibra+%281%29.pdf/a1dbfa83-4049-61a4-ccfd-01bd7d0619f8
https://all-andorra.com/andorra-covered-4g-not-hurry-launch-5g-principality-says-ceo-andorra-telecom-jordi-nadal/
https://all-andorra.com/andorra-covered-4g-not-hurry-launch-5g-principality-says-ceo-andorra-telecom-jordi-nadal/
https://dhsprogram.com/pubs/pdf/FR327/FR327.pdf
http://www.telcomatraining.com/list-of-mobile-operators-in-antigua-and-barbuda/
http://www.telcomatraining.com/list-of-mobile-operators-in-antigua-and-barbuda/
http://www.commonwealthofnations.org/sectors-antigua_and_barbuda/business/telecoms_and_internet_service_providers/
http://www.commonwealthofnations.org/sectors-antigua_and_barbuda/business/telecoms_and_internet_service_providers/
http://www.gsmarena.com/network-bands.php3?sCountry=Antigua+and+Barbuda
http://www.gsmarena.com/network-bands.php3?sCountry=Antigua+and+Barbuda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4/04/15/lime-to-launch-4g-in-antigua-and-barbuda/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4/04/15/lime-to-launch-4g-in-antigua-and-barbuda/
http://www.ab.gov.ag/notice_page.php?page=50
http://oecsbusinessfocus.com/antigua-proceeds-with-telecoms-bill-and-liberalisation-of-sector/
http://oecsbusinessfocus.com/antigua-proceeds-with-telecoms-bill-and-liberalisation-of-sector/
https://antiguaobserver.com/telecommunications-bill-to-address-false-advertising/
https://antiguaobserver.com/telecommunications-bill-to-address-false-advertising/
http://connectaschool.org/en/schools/connectivity/reg/6.2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88707/mobile-market-share-argentina-by-provider/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88707/mobile-market-share-argentina-by-provider/
https://www.gsmaintelligence.com/research/?file=35cb2633fc2acdae20960174ddaffb9c&download
https://www.gsmaintelligence.com/research/?file=35cb2633fc2acdae20960174ddaffb9c&download
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Argentina-Telecoms-Mobile-Broadband-and-Digital-Media-Statistics-and-Analyses?r=51
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Argentina-Telecoms-Mobile-Broadband-and-Digital-Media-Statistics-and-Analyses?r=51
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Argentina-Fixed-Line-Market-and-Infrastructure-Overview-Statistics-and-Forecasts
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Argentina-Fixed-Line-Market-and-Infrastructure-Overview-Statistics-and-Forecasts
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Argentina-Fixed-Broadband-Digital-Economy-and-Digital-Media-Statistics-and-Analyses
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Argentina-Fixed-Broadband-Digital-Economy-and-Digital-Media-Statistics-and-Analyse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ar.html


24 Mauricio Macri今天提出的联邦互联网计划是什么，请参阅：h�p:// www .lanacion .com .ar/ 1899595 -que -es -el -plan 
-federal -de -Internet -que -presento -hoy -mauricio -macri。

25 更多信息，见h�ps://beeline .am/ ru -ru/ about/ about _company/ beeline _in _armenia ?custom = async。

26 更多信息，见h�p://www .psrc .am/ images/ docs/ reports/ Report _2016 .pdf。

27 更多信息，见h�ps://digital.report/ict-zakonodatelstvo-armenii-razvi�e-setey-svyazi/。

28 更多信息，见以下网站中2016年区域通信联合体（RCC）报告（俄文）：h�p:// www .rcc .org .ru/ zakon/ analiz 
_programm _CIS/ report。

29 更多信息，见h�p://www .psrc .am/ images/ docs/ reports/ Report _2016 .pdf。

30 更多信息，见以下网站中2016年区域通信联合体（RCC）报告（俄文）：h�p:// www .rcc .org .ru/ zakon/ analiz 
_programm _CIS/ report。

31 更多信息，见h�p://www .gov .am/ ru/ structure/ 233/ 。

32 更多信息，见以下网站中2016年区域通信联合体（RCC）报告（俄文）：h�p:// www .rcc .org .ru/ zakon/ analiz 
_programm _CIS/ report。

33 更多信息见：h�ps:// digital .report/ armeniya -svyaz/ 。

34 更多信息，见h�ps://digital.report/armeniya-regulya�vnaya-poli�ka-v-oblas�-ikt/。

35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ict -zakonodatelstvo -armenii -radiochastotnyiy -resurs/ 。

36 更多信息见：h�ps:// digital .report/ ict -zakonodatelstvo -armenii -zashhita -konkurentsii/ 。

37 更多信息，见h�ps://digital.report/armeniya-dostup-v-internet/。

38 更多信息见：h�ps:// digital .report/ ict -zakonodatelstvo -armenii -zashhita -konkurentsii/ 。

39 沃达丰（2018）。如何告别2G时代（A Step-By-Step Guide to Saying Goodbye to 2G）。可访问www .vodafone .com 
.au/ red -wire/ goodbye -to -2g（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40 德勤（2017年）。《2017年移动用户调查：澳大利亚的削减状况》。见：h�p:// landing .deloi�e .com .au/ rs/ 761 
-IBL -328/ images/ tmt -mobile -consumer -survey -2017 _pdf .pdf（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41 光纤互联网、‘A1：280,000户家庭接入光纤网络’、2013年。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glasfaser 
-internet .info/ fiber -news/ a1 -280 -000 -haushalte -ans -glasfasernetz -angeschlossen。

42 欧洲委员会、‘数字一体市场 – 国家信息 – 奥地利’、2017年。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austria。

43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bakcell .com/ ru/ company。

44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azercell .com/ az/ company/ 。

45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nar .az/ strategiya。

46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azercell .com/ az/ company/ 。

47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www .b�me .az/ page .html ?id _node = 415 & id _file = 4054。

48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bakcell .com/ ru/ company -history #Keymilestones。

49 Nagorno-Karabakh疆域除外。

50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 www .mincom .gov .az。

51 可在以下链接获取更多信息：h�ps:// digital .report/ minsvyazi -azerbaydzhana -zavershayutsya -rabotyi -po -proektu 
-obshhestvennyiy -wi -fi/ 。

52 可在以下链接获取更多信息：h�p:// www .mincom .gov .az/ page -411/ page -448/ page -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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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nacion.com.ar/1899595-que-es-el-plan-federal-de-internet-que-presento-hoy-mauricio-macri
http://www.lanacion.com.ar/1899595-que-es-el-plan-federal-de-internet-que-presento-hoy-mauricio-macri
https://beeline.am/ru-ru/about/about_company/beeline_in_armenia?custom=async
http://www.psrc.am/images/docs/reports/Report_2016.pdf
https://digital.report/ict-zakonodatelstvo-armenii-razvitie-setey-svyazi/
http://www.rcc.org.ru/zakon/analiz_programm_CIS/report
http://www.rcc.org.ru/zakon/analiz_programm_CIS/report
http://www.psrc.am/images/docs/reports/Report_2016.pdf
http://www.rcc.org.ru/zakon/analiz_programm_CIS/report
http://www.rcc.org.ru/zakon/analiz_programm_CIS/report
http://www.gov.am/ru/structure/233/
http://www.rcc.org.ru/zakon/analiz_programm_CIS/report
http://www.rcc.org.ru/zakon/analiz_programm_CIS/report
https://digital.report/armeniya-svyaz/
https://digital.report/armeniya-regulyativnaya-politika-v-oblasti-ikt/
https://digital.report/ict-zakonodatelstvo-armenii-radiochastotnyiy-resurs/
https://digital.report/ict-zakonodatelstvo-armenii-zashhita-konkurentsii/
https://digital.report/armeniya-dostup-v-internet/
https://digital.report/ict-zakonodatelstvo-armenii-zashhita-konkurentsii/
https://www.vodafone.com.au/red-wire/goodbye-to-2g
https://www.vodafone.com.au/red-wire/goodbye-to-2g
http://landing.deloitte.com.au/rs/761-IBL-328/images/tmt-mobile-consumer-survey-2017_pdf.pdf
http://landing.deloitte.com.au/rs/761-IBL-328/images/tmt-mobile-consumer-survey-2017_pdf.pdf
http://www.glasfaser-internet.info/fiber-news/a1-280-000-haushalte-ans-glasfasernetz-angeschlossen
http://www.glasfaser-internet.info/fiber-news/a1-280-000-haushalte-ans-glasfasernetz-angeschlosse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untry-information-austria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untry-information-austria
https://www.bakcell.com/ru/company
https://www.azercell.com/az/company/
https://www.nar.az/strategiya
https://www.azercell.com/az/company/
http://www.btime.az/page.html?id_node=415&id_file=4054
https://www.bakcell.com/ru/company-history#Keymilestones
http://www.mincom.gov.az
https://digital.report/minsvyazi-azerbaydzhana-zavershayutsya-rabotyi-po-proektu-obshhestvennyiy-wi-fi/
https://digital.report/minsvyazi-azerbaydzhana-zavershayutsya-rabotyi-po-proektu-obshhestvennyiy-wi-fi/
http://www.mincom.gov.az/page-411/page-448/page-452/


53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阅：h�p:// tasim .net/ overview .html。

54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考：h�p:// www .azdatacom .az/ en/ view/ pages/ 1/ haqqimizda/ 。

55 可在以下链接获取更多信息：h�p:// www .mincom .gov .az/ qanunvericilik/ dovlet -proqramlari/ #。

56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考：h�ps:// digital .report/ glava -aztelekom -telekommunikatsionnaya -infrastruktura -v -2017 
-godu -budet -modernizirovana/ 。

57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考：h�p:// www .mincom .gov .az/ qanunvericilik/ dovlet -proqramlari/ #。

58 巴哈马LTE覆盖图，见：h�p:// www .btcbahamas .com/ support/ ar�cle/ 4g -lte -coverage -maps。

59 欲了解更多有关巴哈马固定语音电话服务的信息，见：h�p:// www .urcabahamas .bs/ download/ 094821600 .pdf。

60 欲了解更多有关电子通信和2009年《通信法》的信息，见：h�p:// www .urcabahamas .bs/ electronic .php。

61 巴哈马的成本核算方法和资费政策，见：h�p:// www .itu .int/ en/ ITU -D/ Regulatory -Market/ Documents/ CostaRica/ 
Presenta�ons/ Session4 -5 _Kandice _Bahamas .pdf。

62 欲了解更多有关具有显著市场影响力（SMP）的运营商的信息，见：h�p:// www .urcabahamas .bs/ ele 
-marketpower .php #smpoperators。

63 巴巴多斯移动网络运营商名单，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telcomatraining .com/ list -of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of -barbados/ 。

64 巴巴多斯Flow公司推出LTE，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3/ 28/ flow -barbados -launches -lte -bemoans -outdated -regulatory -system/ 。

65 互联网交换中的三家电信公司，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www .barbadostoday .bb/ 2015/ 05/ 19/ three -telecoms 
-firms -in -internet -exchange/ 。

66 过去十年的电信监管，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c .gov .bb/ index .php ?op�on = com _content & task = view & 
id = 211 & Itemid = 85。

67 巴巴多斯Flow公司的价格被监管机构加上限，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4/ 07/ flow -barbados -prices -capped -by -regulator/ 。

68 巴巴多斯成立全国计算机事故反应组（CIRT），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telecoms .gov .bb/ website/ 
index .php ?op�on = com _content & view = ar�cle & id = 7: about -us -telecoms & ca�d = 2: uncategorised & Itemid = 101。

69 更多信息，见：h�p:// www .velcom .by/ ru/ about。

70 更多信息，见：h�p:// company .mts .by/ comp/ 。

71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mpt .gov .by/ ru/ set -sotovoy -podvizhnoy -elektrosvyazi。

72 更多信息，见：h�p:// life .com .by/ private/ about/ life/ istoriya _novatsiy。

73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mpt .gov .by/ ru/ set -sotovoy -podvizhnoy -elektrosvyazi。

74 更多信息，见：h�p:// mpt .gov .by/ ru/ set -sotovoy -podvizhnoy -elektrosvyazi。

75 更多信息，见：h�p:// becloud .by/ ac�vi�es/ lte/ 。

76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www .pravo .by/ document/ ?guid = 3961 & p0 = P31200556。

77 更多信息，见：h�p:// en .becloud .by/ ac�vi�es/ lte/ transi�on/ 。

78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mpt .gov .by/ ru/ set -sotovoy -podvizhnoy -elektrosvyazi。

79 更多信息，见：h�p:// mpt .gov .by/ sites/ default/ files/ forma _1 -ts _ready .pdf。

80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mpt .gov .by/ ru/ licenzirovanie/ spisok -operatorov -kotorym -vydany -licenzii -na -deyatelnost -v 
-oblas� -svyazi。

81 更多信息，见：h�p:// www .beltelecom .by/ o -kompanii。

213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http://tasim.net/overview.html
http://www.azdatacom.az/en/view/pages/1/haqqimizda/
http://www.mincom.gov.az/qanunvericilik/dovlet-proqram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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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rcabahamas.bs/download/094821600.pdf
http://www.urcabahamas.bs/electronic.php
http://www.itu.int/en/ITU-D/Regulatory-Market/Documents/CostaRica/Presentations/Session4-5_Kandice_Bahama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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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rcabahamas.bs/ele-marketpower.php#smp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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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7/03/28/flow-barbados-launches-lte-bemoans-outdated-regulatory-system/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7/03/28/flow-barbados-launches-lte-bemoans-outdated-regulatory-system/
https://www.barbadostoday.bb/2015/05/19/three-telecoms-firms-in-internet-exchange/
https://www.barbadostoday.bb/2015/05/19/three-telecoms-firms-in-internet-exchange/
http://www.ftc.gov.b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1&Itemid=85
http://www.ftc.gov.b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1&Itemid=85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6/04/07/flow-barbados-prices-capped-by-regulator/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6/04/07/flow-barbados-prices-capped-by-regulator/
http://www.telecoms.gov.bb/websit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about-us-telecoms&catid=2:uncategorised&Itemid=101
http://www.telecoms.gov.bb/websit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about-us-telecoms&catid=2:uncategorised&Itemid=101
http://www.velcom.by/ru/about
http://company.mts.by/comp/
http://mpt.gov.by/ru/set-sotovoy-podvizhnoy-elektrosvyazi
http://life.com.by/private/about/life/istoriya_novats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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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更多信息，见：h�p:// www .beltelecom .by/ o -kompanii。

83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pravo .by/ document/ ?guid = 3871 & p0 = h10500045。

84 更多信息，见：h�p:// e -gov .by/ programma -elektronnaya -belarus/ nacionalnaya -programma -uskorennogo -razvi�ya 
-uslug -v -sfere -informacionno -kommunikacionnyx -texnologij -na -20112015 -gody。

85 更多信息，见：h�p:// www .government .by/ upload/ docs/ file4c1542d87d1083b5 .PDF。

86 来源：Proximus集团，h�ps:// www .proximus .com/ en/ annualreport2016。

87 欧洲委员会，“2017年欧洲数字进展报告”。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news/ 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7。

88 欧洲委员会，“2017年欧洲数字进展报告”。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news/ 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7。

89 欧洲委员会，“2017年欧洲数字进展报告”。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news/ 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7。

90 伯利兹互联网使用，宽带和电信报告，请参阅：h�p:// www .internetworldstats .com/ am/ bz .htm。

91 行业走向分析 – BTL-Smart在全国推出LTE对伯利兹电信有积极作用 – 2016年5月，请参阅：h�p:// www 
.telecomsinsight .com/ industry -trend -analysis -btl -smart -na�onwide -lte -launch -posi�ve -belize -telecoms -may -2016。

92 伯利兹移动网络运营商名单，请参阅：h�p:// www .telcomatraining .com/ list -of -mobile -network -operators -in 
-belize/。

93 伯利兹 – 电信，移动，宽带和数字媒体 – 统计与分析，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Belize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

94 电信行业，h�p:// www .puc .bz/ index .php/ about -us/ telecommunica�ons。

95 伯利兹同意为2009年BTL国有化支付81.2百万美元的赔偿金，请参阅：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09/ 17/ belize -agrees -to -pay -usd81 -2m -compensa�on -for -btls -2009 -na�onalisa�on/ 。

96 伯利兹获得互联网交换点；BIXP成为加勒比地区第12个此类设施，请参阅：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5/ 04/ belize -gets -internet -exchange -point -bixp -becomes -twel�h -such -facility -in 
-caribbean/ 。

97 国家统计与经济分析研究所（INSAE）。2016年。社会人口和经济主要指标（RGPH-4，2013年）。h�p:// www 
.insae -bj .org/ recensement -popula�on .html。

98 使用不丹国家统计局的不丹生活标准调查报告数据集将农村和城市地区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数字分开。

99 新的2018年法案取代了原有的2006年不丹信息、通信和媒体法。

100 玻利维亚运营商2015年到目前为止已投资4.6亿美元，请参阅：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10/ 15/ bolivian -operators -invest -usd460m -so -far -in -2015/ 。

101 玻利维亚延迟实行手机号码可携带性到2017年年底，请参阅：h�p:// www .por�ngxs .com/ news/ bolivia -mobile 
-number -portability -delayed -un�l -end -of -2017/ 。

102 玻利维亚使用移动货币激增，请参阅：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1/ 
08/ mobile -money -use -surges -in -bolivia/ 。

103 GSMA和移动运营商启动公民安全活动，请参阅：h�ps:// www .gsma .com/ la�namerica/ we -care -bolivia。

104 Export.gov，“波黑的电信行业”，2016年，见：h�ps:// www .export .gov/ ar�cle ?id = Bosnai -telecommunica�ons 
-industry。

105 通信管理局BH，“GSM运营商”，见：h�p:// rak .ba/ eng/ index .php ?uid = 1287407713。

106 Export.gov，“波黑的电信行业”，2016年，见：h�ps:// www .export .gov/ ar�cle ?id = Bosnai -telecommunica�on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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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博茨瓦纳数据统计。2016年。家庭接入和个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情况。h�p:// www .statsbots .org .bw/ sites/ 
default/ files/ publica�ons/ Botswana %20Access %20 %20and %20Use %20of %20ICTs %202014 %20Sta�s�cs .pdf。

108 巴西政府批准为国家宽带计划追加经费，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Brazil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 ?r = 70。

109 巴西 – 移动基础设施，宽带，运营商 – 统计与分析，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Brazil -Mobile 
-Infrastructure -Broadband -Operators -Sta�s�cs -and -Analyses。

110 IP语音II：巴西的VolP，请参阅：h�p:// www .teleco .com .br/ tutoriais/ tutorialvoipconv2/ pagina _4 .asp。

111 巴西 – 固定宽带市场 – 统计与分析，请参阅：h�ps:// www .reportlinker .com/ p03762664/ Brazil -Fixed -Broadband 
-Market -Sta�s�cs -and -Analyses .html。

112 请参阅：Anatel (2015) 。

113 国家宽带技术概述，请参阅：h�ps:// techinbrazil .com .br/ visao -geral -do -programa -nacional -de -banda -larga。

114 欧盟，“数字一体化市场 – 国家信息 – 保加利亚”，2017年。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bulgaria。

115 欧盟，“数字一体化市场 – 国家信息 – 保加利亚”，2017年。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bulgaria。

116 国家统计与人口研究所/布基纳法索，国家疟疾控制计划/布基纳法索和ICF国际。2015年。2014年布基纳法索疟
疾指标调查（EIPBF）。

117 国家统计所，卫生总局和ICF国际，2015年。2014年柬埔寨人口和健康调查。

118 Kimchhoy Phong, Lihol Srou, 和Javier Solá.2016年。2016年柬埔寨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用。亚洲基金会，美国国际
开发署和开放学院。

119 国家统计局。2015年。多指标类集调查（MICSS），2014年，最终报告。h�ps:// mics -surveys -prod .s3 
.amazonaws .com/ MICS5/ West %20and %20Central %20Africa/ Cameroon/ 2014/ Final/ Cameroon %202014 %20MICS 
_French .pdf。

120 2016年通信监督报告：电信行业概况，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取：h�p:// www .crtc .gc .ca/ eng/ publica�ons/ reports/ 
policymonitoring/ 2016/ cmr5 .htm。

121 CRTC加强对以下方面的承诺：网络中立、消费者选择和公民自由交流思想，见：h�ps:// www .canada .ca/ en/ radio 
-television -telecommunica�ons/ news/ 2017/ 04/ crtc _str engthensitscomm itmen�onetneut ralityconsumerchoiceandfre0 
.html。

122 现代电信服务 – 加拿大数字经济的前进道路，请参阅h�p://www .crtc .gc .ca/ eng/ archive/ 2016/ 2016 -496 .htm。固
定网络基本服务目标设定在下行速率50 Mbps，上行速率10 Mbps，可以选择无限制月数据传输。

123 无线业务准则介绍，请参阅h�p://crtc .gc .ca/ eng/ archive/ 2017/ 2017 -200 .htm。主要的改变是取消移动电话网络加
锁和改进试用期期间的数据分配。

124 国家统计、经济与人口研究所（INSEED），公共卫生部（MSP）和ICF国际，2014-2015年。人口健康与多项指标
调查。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FR317/ FR317 .pdf。

125 智利的移动市场规模小但很先进，请参阅：h�ps:// www .emarketer .com/ Ar�cle/ Chiles -Mobile -Market -Small 
-Advanced/ 1014241。

126 智利 – 移动基础设施，宽带，运营商 – 统计和分析，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Chile -Mobile 
-Infrastructure -Broadband -Operators -Sta�s�cs -and -Analyses。

127 Entel公司完成全国性推出 LTE-A，请参阅：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3/ 09/ entel -completes -na�onwide -lte -a -rollout/ 。

128 智利 – 电信基础设施、运营商、法规 – 统计与分析，见：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Chile -Telecoms 
-Infrastructure -Operators -Regula�ons -Sta�s�cs -and -Analyses。

129 智利确定多式号码便携日期，请参阅；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7/ 
27/ chile -sets -date -for -intermodal -number -porta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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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政府提出2013-2020年智利数字设想议程，请参阅：h�p:// www .subtel .gob .cl/ gobierno -presenta -agenda -digital 
-imagina -chile -2013 -2020/ 。

131 国家基础设施计划，请参阅：h�p:// www .subtel .gob .cl/ quienes -somos/ plan -estrategico/ 。

132 见h�p://www .miit .gov .cn/ n1146312/ n1146904/ n1648372/ c6048643/ content .html（访问于2018年9月30日）。

133 见h�p://www .caict .ac .cn/ kxyj/ qw�/ bps/ 201807/ P020180710555374944625 .pdf #page = 11（访问于2018年9月30
日）。

134 见h�p://www .gov .cn/ xinwen/ 2018 -06/ 30/ content _5302396 .htm（访问于2018年9月30日）。

135 Budde通信公司（n.d.）。移动基础设施、宽带、运营商 – 统计与分析。可访问：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Colombia -Mobile -Infrastructure -Broadband -Operators -Sta�s�cs -and -Analyses ?r = 51（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136 哥伦比亚通信监管委员会（2016年）。ICT行业报告2015。可访问www .crcom .gov .co/ recursos _user/ 2016/ 
Informes/ Reporte _industria2016 _ .pdf（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137 哥伦比亚ICT（2017年）。邮政行业季报 – 2017年第四季度。可访问：h�p:// colombia�c .min�c .gov .co/ 602/ w3 
-propertyvalue -715 .html（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138 通信管理委员会（2017年）。监管日程2018-2019。可访问h�ps://www .crcom .gov .co/ recursos _user/ 2017/ 
ac�vidades _regulatorias/ agenda/ final/ Agenda _final _28 _dic .pdf（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139 信息通信技术部。可访问h�p://colombia�c.min�c.gov.co（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140 欲获取有关此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p:// documents .worldbank .org/ curated/ en/ 119081468010202572/ 
Comoros -Fourth -Phase -of -the -Regional -Communica�ons -Infrastructure -Program -Project。

141 现代化革命规划与实施监察部（MPSMRM），公共卫生部（MSP）和ICF国际，2014年。刚果民主共和国2013-
2014年人口和健康调查。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FR300/ FR300 .pdf。

142 国家统计局（INS）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多指标类集调查，2014-2015年刚果第五轮多指标类集调
查（MICS5），主要结果报告。h�ps:// mics -surveys -prod .s3 .amazonaws .com/ MICS5/ West %20and %20Central %20
Africa/ Congo/ 2014 -2015/ Key %20findings/ Congo %202014 -15 %20MICS %20KFR _French .pdf。

143 科特迪瓦国家统计局 –“2014年主要人口普查结果”：h�p:// www .ins .ci/ n/ RGPH2014 .pdf。

144 HAKOM（2018年），截至2018年1月1日，签约用户的市场份额，见h�ps://www .hakom .hr/ UserDocsImages/ 2018/ 
e _trziste/ KVA %20ENG %20Q4 %202017 %20market %20share %20by %20subscribers _mobile .pdf。

145 同上。

146 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ESI）（2018年），克罗地亚国家概况，2018年，见h�p://ec .europa .eu/ informa�on 
_society/ newsroom/ image/ document/ 2018 -20/ hr -desi _2018 -country -profile _eng _B4406AEC -AC62 -A67B 
-2B7B633077700C13 _52224 .pdf（访问于2018年10月1日）。

147 欧洲委员会（无日期），数字单一市场 – 国家信息 – 克罗地亚，2018年，见h�ps://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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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m ?doc _id = 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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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欧盟委员会，“爱沙尼亚”，2014年，见：h�ps:// ec .europa .eu/ informa�on _society/ newsroom/ cf/ dae/ document 
.cfm ?doc _id = 6449。

183 原斯威士兰邮电公司（SPTC）。

184 中央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基会（UNICEF），2016年。斯威士兰的2014年多指标综合调查。最后报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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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斐济储备银行，2015年，《金融服务需求方调查》，h�p:// www .rbf .gov .�/ geta�achment/ Publica�ons -(1)/ Booklet/ 
Financial -Services -Demand -Side -Survey -Republic -of -Fiji .pdf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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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s�csandreports/ reviewsandar�cles/ 2015/ thedevel opmentofmarketshares2014 .html。

188 Vies�ntavirasto，“芬兰先于邻国使用移动互联网”，2015年，见：h�ps:// www .vies�ntavirasto .fi/ en/ fic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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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s�cs/ 2013/ mobiledatatransmissionvolume .html。

190 Vies�ntavirasto，“芬兰人在日益加快的连接上使用更多宽带业务”，2017年，见：h�ps:// www .vies�ntavira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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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Vies�ntavirasto，“固定网络宽带用户的市场份额和固定网络电话用户的市场份额”，2015年，见：h�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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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欧盟委员会，“数字化单一市场 – 国别信息 – 芬兰”，2017年，见h�ps://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finland。

193 国际电联，“向3G移动演变 – 现状报告”，见：h�ps:// www .itu .int/ itunews/ manager/ display .asp ?lang = en & year = 
2003 & issue = 06 & ipage = thirdGenera�on & ext = html。

194 Telegeograpy，“Elisa推出3G”，2004年，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04/ 11/ 25/ elisa -launches -3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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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爱尔兰时报》，“在竞争激烈的电信市场中Eir的ebitda表现稳定”，2016年。见：h�p:// www .irish�mes .com/ 
business/ technology/ eir -ebitda -seen -as -stable -in -compe��ve -telecoms -market -1 .2618971。

243 Eircom，“推广计划图”。见：h�p:// fibrerollout .ie/ rollout -map/ 。

244 欲了解更多有关爱尔兰国家宽带计划的信息，见：h�p:// www .dccae .gov .ie/ en -ie/ communica�ons/ topics/ 
Broadband/ na�onal -broadband -plan/ Pages/ Na�onal -Broadband -Plan .aspx。

245 欧盟委员会，“数字化单一市场 – 国家信息 – 爱尔兰”，2017年，见：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ireland。

246 犹太虚拟图书馆，“以色列通信行业介绍”，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jewishvirtuallibrary .org/ the -israeli 
-communica�ons -industry。

247 Export.gov，“以色列 – 电信”，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www .export .gov/ ar�cle ?id = Israel 
-Telecommunica�ons。

248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Unlimited网站：h�ps:// www .unlimited .net .il/ page .aspx ?language = en -US & name = about。

249 犹太虚拟图书馆，“以色列通信行业介绍”，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jewishvirtuallibrary .org/ the -israeli 
-communica�ons -industry。

250 通信部，“电信市场”。下列网站提供：www .moc .gov .il/ sip _storage/ FILES/ 9/ 4729 .pdf+ & cd = 5 & hl = en & ct = clnk & gl = 
de。

251 数字以色列国家举措总部，社会平等部，“简介”。下列网站提供h�ps://www .gov .il/ en/ Departments/ digital 
_israel。

252 欧盟委员会，“并购：委员会批准意大利的和记黄埔（Hutchison）/VimpelCom合资公司，但需遵守相关条
件 ” ，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 europa .eu/ rapid/ press -release _IP -16 -2932 _en .htm。

253 有关牙买加电信行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ps://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Jamaica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访问于2018年9月30日）。

254 牙买加FLOW始于LTE的部署，见h�ps://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1/ 18/ flow 
-jamaica -begins -4g -deployment/ （访问于2018年9月30日）。

255 总务省，2016年，《日本信息通信白皮书》。h�p:// www .soumu .go .jp/ johotsusintokei/ whitepaper/ eng/ WP2016/ 
chapter -5 .pdf。

256 同上。

257 欲了解更多信息，查阅：h�ps:// www .kcell .kz/ en/ ar�cle/ about。

258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s:// www .beeline .kz/ alma�nskaya -obl/ about/ about _company。

259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www .almaty .tele2 .kz/ ru/ o _kompanii .html。

260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www .altel .kz/ about/ 。

261 更多信息见：h�p:// mic .gov .kz/ ru/ kategorii/ mobilnaya -svyaz。

262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mic .gov .kz/ sites/ default/ files/ pages/ prilozhenie _rus _0 .docx。

263 欲了解更多信息，查阅：h�p:// mic .gov .kz/ sites/ default/ files/ pages/ ser _za _iyun _2016 _goda _rus _0 .docx。

264 更多信息见：h�p:// mic .gov .kz/ en/ pages/ mnp。

265 欲了解更多信息，查阅：h�ps:// telecom .kz/ news/ view/ 4869。

266 更多信息见：h�p:// mic .gov .kz/ sites/ default/ files/ pages/ ser _za _iyun _2016 _goda _rus _0 .docx。

267 欲了解更多信息，查阅：h�p:// mic .gov .kz/ sites/ default/ files/ pages/ prilozhenie _rus _0 .docx。

268 更多信息见：h�ps:// egov .kz/ cms/ en/ ar�cles/ communica�ons/ gp _inf _kaz _2020。

269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zerde .gov .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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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欲了解更多信息，查阅：h�ps:// publicadministra�on .un .org/ egovkb/ en -us/ Data/ Country -Informa�on/ id/ 87 
-Kazakhstan。

271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digitalkz .kz/ en/ about/ 。

272 更多信息见：h�p:// mic .gov .kz/ sites/ default/ files/ pages/ ser _za _iyun _2016 _goda _rus _0 .docx。

273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mic .gov .kz/ sites/ default/ files/ pages/ prilozhenie _rus _0 .docx。

274 国家疟疾控制计划（NMCP）、肯尼亚国家统计局（KNBS）和ICF国际咨询公司，2016年，《2015年肯尼亚疟疾
指标调查》。

275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www .ca .go .ke/ images/ downloads/ STATISTICS/ Sector %20Sta�s�cs %20Report %20Q2 %20
FY %202016 -17 .pdf。

276 国家统计局，2016年，《2015年人口和住房普查》。h�p:// www .mfed .gov .ki/ sites/ default/ files/ 2015 %20
Popula�on %20Census %20Report %20Volume %201 %28final %20211016 %29 .pdf。

277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p:// www .saimatelecom .kg/ about/ istoriya -kompanii/ 。

278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s:// digital .report/ obzor -ryinka -telekommunikatsiy -v -kyirgyizstane -na -konets -2015 -goda 
-issledovanie -giip/ 。

279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h�p:// www .vb .kg/ doc/ 341414 _gosagentstvo _sviazi _sdaet _v _arendy _radiochastoty 
.html。

280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s:// digital .report/ kyirgyizstan -gotovitsya -k -vvedeniyu -uslugi -po -perenosimos� 
-nomerov/ 。

281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s:// www .youtube .com/ watch ?v = GpFKyq -kfM0。

282 老挝统计局，2016年，“2015年老挝人口和住房普查结果”（Results of the Popula�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5 ） ，h�p:// lao .unfpa .org/ en/ publica�ons/ results -popula�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5 -english -version。

283 欧洲委员会（2018年），数字单一市场，DESI各部分，见h�ps://digital -agenda -data .eu/ charts/ desi -components 
#chart = {"indicator": "DESI _1D1 _UBBC" ,"breakdown -group": "total" ,"unit -measure": "pc _hh _all" ,"�me -period": "2018"}
（访问于2018年10月1日）。

284 同上。

285 欧洲委员会（2016年），数字单一市场，通信-竞争性数字单一市场的连接-走向千兆比欧洲社会，见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news/ communica�on -connec�vity -compe��ve -digital -single -market -towards 
-european -gigabit -society（访问于2018年10月1日）。

286 有关《2020年黎巴嫩愿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p://www .mpt .gov .lb/ lebtelecom2020/ index .html。

287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h�ps://www .pr -inside .com/ report -published -lebanon -telecoms -mobile -and -broad -r4465765 
.htm（访问于2018年10月1日）。

288 利比里亚统计和地理信息服务研究所（LISGIS）、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利比里亚]、国家艾滋病控制计划[利比里
亚]和ICF国际，2014年，“2013年利比里亚人口和卫生调查”。

289 更多信息，见：h�p:// www .businesswire .com/ news/ home/ 20160920006185/ en/ Libya - -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 - -Sta�s�cs。

290 见2016年12月15日通过的《欧洲联盟漫游实施法》，下列网站提供：h�p:// ec .europa .eu/ newsroom/ dae/ 
document .cfm ?doc _id = 40823。

291 RRT，“号码便携性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2016年。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rrt .lt/ en/ presenta�ons/ 2016 
_1197 .html。

292 RRT，“2015-2016年立陶宛通信行业零售市场的主要指标”。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rrt .lt/ en/ reviews -and 
-reports/ lithuanian -communica�ons -sector .html。

293 欧盟委员会，“数字单一市场 – 国家情况 – 立陶宛”，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lithu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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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卢森堡创新服务中心（Luxinnova�on），“ICT”，见：h�ps:// www .luxinnova�on .lu/ business -sector/ ict/ 。

295 欧盟委员会，“数字化单一市场 – 国别信息 – 卢森堡”，2017年，见：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luxembourg。

296 国家统计局（INSTAT）国家抗疟疾计划（PNLP），马达加斯加巴斯德学院（IPM）和ICF国际，2017年。2016年
关于疟疾指标的调查。下列网站提供：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MIS23/ MIS23 .pdf。

297 马拉维通信管理局。2016年。《2015年马拉维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获取和使用国家调查》。

298 统计局（2016）。个人和家庭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和获取调查，马来西亚，2015年。可访问www .dosm .gov .my/ 
v1/ index .php ?r = column/ pdfPrev & id = Q3 l3WXJFbG1PNjRwcHZQTVlSR1UrQT09（访问时间，2018年9月30日）。

299 国家疟疾防治计划 – PNLP/Mali，国际统计局 – INSTAT/Mali，INFO-STAT，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机构 – INRSP/Mali
和ICF国际机构，2016年，马里疟疾指标调查（EIPM）2015年：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MIS24/ MIS24 
.pdf。

300 欧洲委员会，‘马尔他的宽带竞争：两家接入服务提供商是否够用？’，2007年。可通过以下链接获
取：h�p:// ec .europa .eu/ compe��on/ publica�ons/ cpn/ 2007 _2 _31 .pdf。

301 欲了解有关毛里求斯ICT的统计数据，请访问：h�p:// statsmauri�us .govmu .org/ English/ Publica�ons/ Pages/ ICT 
_Stats _Yr2016 .aspx。

302 来源：中情局（CIA）世界各国概况（于2014年6月20日最新更新）。以下网站提供：h�ps:// www .cia .gov/ 
library/ publica�ons/ the -world -factbook/ geos/ fm .html。

303 统计数据分列。“通信和交通的使用与拥有。”h�p:// www .fsmstats .fm/ ?page _id = 115。

304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h�p:// www .anrce� .md/ files/ filefield/ Evolu�a _Pietei _2016(rom) .pdf。

305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 www .unlockonline .com/ mobilenetworks/ moldova .html。

306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h�p:// www .anrce� .md/ files/ filefield/ Evolu�a _Pietei _2016(rom) .pdf。

307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 www .portare .md/ ru/ news/ view/ 39。

308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p:// anrce� .md/ news17032017。

309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 www .anrce� .md/ files/ filefield/ Evolu�a _Pietei _2016(rom) .pdf。

310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请访问：h�ps:// www .itu .int/ en/ ITU -D/ Regional -Presence/ CIS/ Documents/ Events/ 2015/ 
02 _Moscow/ Session _3 _Bobok .pdf。

311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 m�c .gov .md/ en/ file/ 3305/ download ?token = FiBYBcFg。

312 国际电联（2014年）《2014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以下网站提供：h�p:// www .itu .int/ en/ ITU -D/ Sta�s�cs/ 
Pages/ publica�ons/ mis2014 .aspx。

313 以下网站提供更多信息：h�p:// m�c .gov .md/ en/ file/ 3305/ download ?token = FiBYBcFg。

314 摩纳哥公国官方公报，30/12/2016，公共电子通信服务特许权增补及其附件的职权范围。h�ps:// 
journaldemonaco .gouv .mc/ content/ download/ 156886/ 3662145/ file/ JO %208 .310 _Annxe _Cahier %20des %20charges 
%20Monaco %20Telecom .pdf。

315 h�p:// en .gouv .mc/ Government -Ins�tu�ons/ The -Government/ 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the -Environ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Communica�ons。

316 欧盟委员会，“欧洲邻国政策和欧盟扩大谈判，黑山”，2016年。见：h�ps:// ec .europa .eu/ neighbourhood 
-enlargement/ countries/ detailed -country -informa�on/ montenegro _en（2018年11月19日查阅）。

317 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管理局。见：www .ekip .me/ izvjestaji/ mobilna .php（2018年11月19日查阅）。

318 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管理局。见：www .ekip .me（2018年11月19日查阅）。

319 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管理局，《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见：www .ekip .me（2018年11月19日查阅）。

320 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管理局，“机构简介”。见：h�p:// www .ekip .me/ eng/ agency/ （2018年11月19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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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rceti.md/files/filefield/Evolutia_Pietei_2016(rom).pdf
https://www.itu.int/en/ITU-D/Regional-Presence/CIS/Documents/Events/2015/02_Moscow/Session_3_Bobok.pdf
https://www.itu.int/en/ITU-D/Regional-Presence/CIS/Documents/Events/2015/02_Moscow/Session_3_Bobok.pdf
http://mtic.gov.md/en/file/3305/download?token=FiBYBcFg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mis2014.aspx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publications/mis2014.aspx
http://mtic.gov.md/en/file/3305/download?token=FiBYBcFg
https://journaldemonaco.gouv.mc/content/download/156886/3662145/file/JO%208.310_Annxe_Cahier%20des%20charges%20Monaco%20Teleco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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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gouv.mc/Government-Institutions/The-Government/Ministry-of-Public-Works-the-Environment-and-Urban-Development/Department-of-Electronic-Communications
http://en.gouv.mc/Government-Institutions/The-Government/Ministry-of-Public-Works-the-Environment-and-Urban-Development/Department-of-Electronic-Communications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countries/detailed-country-information/montenegro_en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countries/detailed-country-information/montenegro_en
http://www.ekip.me/izvjestaji/mobilna.php
http://www.ekip.me
http://www.ekip.me
http://www.ekip.me/eng/agency/


321 黑山政府，经济部，2014年。见：www .mek .gov .me/ en/ library/ document ?alphabet = lat（2018年11月19日查
阅 ） 。

322 黑山政府，经济部，2016年。见：h�p:// www .mek .gov .me/ organizacija/ Direktorat _za _elektronske _komunikacije _i 
_postansku/ 164594/ Strategija -razvoja -informacionog -drustva -do -2020 -godine .html。

323 国家统计局（INE）。2016年。家庭预算调查最后报告 – IOF2014/15。h�p:// www .ine .gov .mz/ operacoes 
-esta�s�cas/ inqueritos/ inquerito -sobre -orcamento -familiar/ relatorio -final -do -inquerito -ao -orcamento -familiar -iof2014 
-15 -quadros -basicos/ view。

324 纳米比亚卫生和社会服务部（MoHSS）及ICF国际，2014年。2013年纳米比亚人口分布和卫生调查。下列网站提
供：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FR298/ FR298 .pdf。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cran -portal .org/ 。

325 瑙鲁共和国。2012年。2011年国家人口和住房普查报告。h�p:// nauru .prism .spc .int/ nauru -documents。

326 欧盟委员会，单一数字市场 – 国家信息 – 荷兰，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netherlands。

327 Telecoms.com，“Tele2在荷兰推出纯4G网络”，2014年。下列网站提供：h�p:// telecoms .com/ 311181/ tele2 -to 
-launch -4g -only -network -in -the -netherlands/ 。

328 ACM，“荷兰家庭享受到更快的互联网连接”，2016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www .acm .nl/ en/ publica�ons/ 
publica�on/ 15737/ Faster -internet -connec�ons -in -Dutch -households/ 。

329 ACM，“荷兰家庭享受到更快的互联网连接”，2016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www .acm .nl/ en/ publica�ons/ 
publica�on/ 15737/ Faster -internet -connec�ons -in -Dutch -households/ 。

330 欧盟委员会，单一数字市场 – 国家信息 – 荷兰，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netherlands。

331 欧盟委员会，单一数字市场 – 国家信息 – 荷兰，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netherlands。

332 Budde Comme (n.d.)。尼加拉瓜 – 电信、移动、宽带和数字媒体 – 统计数据与分析。以下网站提供：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Nicaragua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2018年
10月1日获取）。

333 电报（2016年）。尼加拉瓜Movistar将LTE拓展到四个城市。下列网站提供：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6/ 14/ movistar -nicaragua -extends -lte -network -to -four -new -ci�es/ （2018年10
月1日获取）。

334 电报（2016年）。信威推迟作为CooTel在尼加拉瓜推出业务。下列网站提供：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4/ 29/ xinwei -belatedly -launches -as -cootel -in -nicaragua/ （2018年10月1日获
取）。

335 中美数据（2011年）。电话公司在尼加拉瓜投资5亿美元。下列网址提供：h�p:// en .centralamericadata .com/ en/ 
ar�cle/ home/ Telephone _Companies _Invest _500 _million _in _Nicaragua。

336 Telcor，见：h�p:// www .telcor .gob .ni/ Desplegar .asp ?PAG _ID = 7。

337 2015年尼加拉瓜总统向人民和国民议会管理层提交的报告。下列网址提供：h�p:// www .asamblea .gob .ni/ annbv/ 
Destacar/ presidencia .pdf。

338 Agencia EFE（2015年）。尼加拉瓜计划在2017年前将两颗卫星送入轨道。下列网址提供：h�ps:// www .efe 
.com/ efe/ english/ technology/ nicaragua -plans -to -have -2 -satellites -in -orbit -by -2017/ 50000267 -2767737（上网访问时
间：2018年10月1日）。

339 全国消除疟疾计划署（NMEP）、国家人口委员会（NpopC）、国家统计局（NBS）和ICF国际。2016年。2015
年尼日利亚疟疾指标调查。尼日利亚，阿布贾和美国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NMEP、NPopC和ICF国际。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MIS20/ MIS20 .pdf。

340 德国电信，‘德国电信在马其顿’。请参见：h�ps:// www .telekom .com/ en/ company/ worldwide/ profile/ deutsche 
-telekom -in -macedonia -355826。

341 Vip，‘关于one.Vip’。请参见：h�ps:// www .vip .mk/ vi/ za -nas/ za -one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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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中东欧区域工作组，‘马其顿共和国’。请参见：h�ps:// www .ceerwg .net/ macedonia。

343 Telenor集团，‘Telenor挪威公司’2016年。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 www .telenor .com/ investors/ company 
-facts/ business -descrip�on/ telenor -norway/ 。

344 电信地理学，‘TeliaSonera收购Tele2 Norge 扫清了审计障碍’2015年。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02/ 05/ teliasoneras -purchase -of -tele2 -norge -clears 
-comptroller -hurdle/ 。

345 政府的‘ICT政策’。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www .regjeringen .no/ en/ topics/ public -administra�on/ ict -policy/ 
id1367/ 。

346 巴拿马的互联网使用和市场报告，见h�p://www .internetworldstats .com/ am/ pa .htm。

347 见：p. 56 of GSMA (2016b) 。

348 2010-2016年的移动蜂窝业务指标，见：h�p:// www .asep .gob .pa/ images/ telecomunicaciones/ Estadis�cas/ 
Estadis�cas/ periodo _2015/ indicadores _m %C3 %B3viles _2015 .pdf。

349 Claro 巴拿马公司启动LTE，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08/ 14/ claro 
-panama -launches -4g/ 。

350 2010-2016年上半年的固定互联网指标，见：h�p:// www .asep .gob .pa/ images/ telecomunicaciones/ Estadis�cas/ 
Estadis�cas/ periodo _2015/ indicadores _de _internet _2015 .pdf。

351 国际电联宽带发展委员会（2012年），宽带给巴拿马带来的经济影响。h�ps:// www .itu .int/ dms _pub/ itu -d/ opb/ 
pref/ D -PREF -BB .CS2 -2012 -PDF -E .pdf。

352 国家公共服务监管局有哪些职责，见：h�ps:// www .ensa .com .pa/ preguntas -frecuentes/ preguntas -generales/ que 
-hace -la -autoridad -nacional -de -los -servicios -publicos。

353 国家固定互联网（RNI），见：h�ps:// internetparatodos .gob .pa/ nosotros。

354 巴拿马将在2019年后为改善宽带而新建的有线连接，见：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panama-
Telecoms-Mobile-Broadband-and-Digital-Media-Sta�s�cs-and-Analyses。

355 《国际电联新闻双月刊》（2015年）。弥合巴拉圭的数字鸿沟。下列网站提供：h�ps:// itunews .itu .int/ En/ 6260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note .aspx（2018年10月1日获取）。

356 欲了解有关巴拉圭电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Paraguay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2018年10月1日获取）。

357 同上。

358 同上。

359 来源：TeleGeography有关2011-2015年移动运营商投资情况的新闻稿，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06/ 10/ peruvian -cellcos -invested -usd5bn -in -2011 -2015。

360 有关秘鲁《国家宽带计划》的更多信息，见：OSIPTEL（2017年）和牛津商业集团有关各国ICT行业的报告。
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www .oxfordbusinessgroup .com/ overview/ �ght -rivalry -increasing -number -operators 
-leading -higher -compe��on。

361 参见欧洲委员会的“2017年欧洲数字进展报告 – 波兰”（2017年）。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news/ 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7+ & cd = 1 & hl = en & ct = clnk & gl = de和UKE的网站
h�ps://en .uke .gov .pl/ prepaid -cards -subscribers -toolbox -20315。

362 有关TPSA股份最终出售的更多信息，参见h�p://www .msp .gov .pl/ pl/ media/ aktualnosci/ 11509 ,dok .html。

363 “波兰国家监管机构的历史”。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en .uke .gov .pl/ history -of -a -na�onal -regulatory 
-authority -in -poland -147。

364 欧洲委员会的“2017年欧洲数字进展报告 – 波兰”（2017年）。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news/ europes -digital -progress -report -2017+ & cd = 1 & hl = en & ct = clnk & gl = de。

365 数字化事务部，“关于我们”部分。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mc .gov .pl/ en/ the -areas -of -our -ac�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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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欧盟委员会（2015年）。并购。委员会批准Al�ce并购葡萄牙PT，但须遵守一定条件；委员会驳回了葡萄牙竞争
管理局的转介请求。下列网站提供：h�p:// europa .eu/ rapid/ press -release _IP -15 -4805 _en .htm（2018年10月1日获
取）。

367 来源：90/201号令，2011年7月25日，放弃国家在Galp、PT和EDP拥有的特别权利。下列网站提供：h�ps:// dre 
.pt/ applica�on/ file/ a/ 669608（2018年10月1日获取）。

368 例如，见欧洲法院2010年7月8日对葡萄牙电信金边股做出的判决。下列网站提供：h�p:// europa .eu/ rapid/ press 
-release _CJE -10 -74 _en .pdf（2018年10月1日获取）。

369 欧盟委员会（2017年）。数字单一市场 – 国家信息 – 葡萄牙，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portugal（2018年10月1日获取）。

370 欧洲委员会，“罗马尼亚政府2009-2015年电子宽带通信发展战略”。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ec .europa .eu/ 
informa�on _society/ newsroom/ cf/ dae/ document .cfm ?doc _id = 4214。

371 欧洲联盟委员会，“案例RO/2015/1804：罗马尼亚在固定地点开展的本地接入批发，案例RO/2015/1805：
罗马尼亚在固定地点为大众市场产品提供的中央接入批发”，2015年。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circabc 
.europa .eu/ d/ d/ workspace/ SpacesStore/ 4687615b -123f -44e0 -bf24 -a112eec9eb62/ RO -2015 -1804 -1805 %20Adopted 
_publica�on _EN .pdf。

372 欧洲委员会，“数字化单一市场 – 国家信息 – 罗马尼亚”，2017年。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romania。

373 欧洲委员会，“RO – NET：建设宽带互联网接入以促进经济发展”。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p:// ec .europa .eu/ 
regional _policy/ en/ projects/ romania/ ro -net -building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to -boost -the -economy。

374 更多信息，见h�p://3gclub .ict -online .ru/ russia/ 。

375 更多信息，见h�p://www .mforum .ru/ news/ ar�cle/ 100885 .htm。

376 更多信息，见h�p://www .company .mts .ru/ comp/ company/ history/ 。

377 更多信息，见h�p://json .tv/ ict _telecom _analy�cs _view/ rossiyskiy -rynok -sotovoy -svyazi -tekuschee -sostoyanie -i 
-prognoz -20132020 -gg -20170321051703。

378 更多信息，见h�p://minsvyaz .ru/ ru/ ac�vity/ direc�ons/ 211/ 。

379 更多信息，见h�p://www .company .mts .ru/ comp/ company/ history/ 。

380 更多信息，见h�p://minsvyaz .ru/ ru/ events/ 36547/ 。

381 更多信息，见h�p://minsvyaz .ru/ ru/ ac�vity/ direc�ons/ 193/ 。

382 卢旺达国家统计局（NISR）[卢旺达]，卫生部（MOH）[卢旺达]与ICF国际，2015年。2014-15年卢旺达人口和健
康调查。

383 欲了解有关圣基茨和尼维斯公用事业的更多信息，见：h�p:// www .commonwealthgovernance .org/ countries/ 
americas/ st _ki�s _and _nevis/ u�li�es/ 。

384 有关圣基茨和尼维斯公用事业的更多信息，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3/ 04/ 26/ digicel -launches -4g -in -skn/ 。

385 大东通信（CWC）利用爱立信进行3G、长期演进方案等全面改革，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09/ 21/ cwc -taps -ericsson -for -3g -4g -overhaul/ 。

386 有关圣基茨和尼维斯国家电信监管委员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p:// www .ntrc .kn/ ?page _id = 12。

387 ECTEL加速规划落实携号转网，请参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11/ 
18/ ectel -accelerates -plans -to -implement -number -portability/ 。

388 ECTEL推动通过网络中立性，请参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11/ 
10/ ectel -to -push -through -net -neutrality/ 。

389 ECTEL声明引入新的电子通信法案，请参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3/ 29/ ectel -states -introduce -new -electronic -communica�ons -b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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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英联邦电信组织提供的更多圣卢西亚ICT信息见：h�p:// www .cto .int/ country -ict -data/ north -america -and -caribbean/ 
ict -data -for -saint -lucia/ （2018年9月30日查阅）。

391 2013-2018年圣卢西亚国家宽带政策和计划（国际电联）。

392 ECTEL提供的更多有关电子通信的数据，见h�ps://www .ectel .int/ category/ communica�ons/ ict -indicators/ （2018年
9月30日查阅）。

393 CWC完成对Columbus Interna�onal的收购。见h�ps://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5/ 04/ 01/ cwc -finalises -columbus -interna�onal -acquisi�on/ （2018年9月30日查阅）。

394 更多有关圣卢西亚国家电信监管委员会的信息，见h�p://www .ntrc .lc/ profile .html。

395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 www .ntrc .lc/ fck _images/ file/ PRIORITY %20AREAS %20APPROVED %20FOR %20PROJECT 
%20FUNDING .pdf。

396 ECTEL推动实现网络中立。见h�ps://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11/ 10/ ectel -to 
-push -through -net -neutrality/ （2018年9月30日查阅）。

397 ECTEL各国推行新的《电子通信法案》。见h�ps://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3/ 29/ ectel -states -introduce -new -electronic -communica�ons -bill/ （2018年9月30日查阅）。

398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h�ps://ntrc .vc/ docs/ telecom %20sta�s�cal %20data/ Prices %20sheet/ 2017/ February/ ICT %20
Newsle�er %20 - %20February %202017 .pdf（2018年9月30日查阅）。

399 ECTEL推动实现网络中立。见h�ps://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11/ 10/ ectel -to 
-push -through -net -neutrality/ （2018年9月30日查阅）。

400 ECTEL各国推行新的《电子通信法案》。见h�ps://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3/ 29/ ectel -states -introduce -new -electronic -communica�ons -bill/ （2018年9月30日查阅）。

401 国家统计局，2016年。2014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多项指标群调查，最后报告。h�ps:// mics -surveys -prod .s3 
.amazonaws .com/ MICS5/ West %20and %20Central %20Africa/ Sao %20Tome %20and %20Principe/ 2014/ Final/ Sao %20
Tome %20and %20Principe %202014 %20MICS _English .pdf。

402 塞内加尔国家统计和人口署（ANSD）和ICF，2016年。塞内加尔：人口与持续健康调查（EDS – 续，2015年）。
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FR320/ FR320 .pdf。

403 塞舌尔国家统计局，2017年。《2013年家庭预算调查摘要》，见：h�p:// www .nbs .gov .sc/ downloads/ other 
-publica�ons/ other/ household -budget -survey -2013 -summary。

404 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2017年）。家庭及个人信息通信使用情况年度调查。见www .imda .gov .sg/ ~/ media/ 
imda/ files/ industry %20development/ fact %20and %20figures/ infocomm %20survey %20reports/ 2015 %20hh %20public 
%20report %20(120417) .pdf ?la = en（2018年9月30日查阅）。

405 见www .�thcouncil .eu/ documents/ PressReleases/ 2016/ PR20160217 _FTTHranking _panorama _award .pdf（2018年9月
30日查阅）。

406 捷克共和国T-Mobile，“Eurotel Bra�slava更名为T-Mobile”，2005年。见：h�ps:// www .t -press .cz/ en/ press 
-releases/ press -news -archive/ eurotel -bra�slava -goes -t -mobile .html。

407 Telegeography ，“Telefónica O2将于2007年第1季度推出斯洛伐克移动服务”，2006年。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06/ 10/ 06/ telefnica -o2 -to -launch -slovakian -mobile -service -in 
-1q -2007/ 。

408 The Slovak Spectator，“客户无视号码便携”，2006年。见：h�ps:// spectator .sme .sk/ c/ 20003570/ customers 
-ignoring -number -portability .html。

409 Telecompaper，“斯洛伐克第四家移动运营商Swan以4ka开始全业务运营”，2015年，见：h�ps:// www 
.telecompaper .com/ news/ slovak -4th -mobile -operator -swan -starts -full -services -as -4ka - -1105945。

410 斯洛伐克共和国电信管理局，“斯洛伐克电信市场自由化”。见：h�p:// www .teleoff .gov .sk/ index .php ?ID = 333。

411 欧盟委员会，“单一数字市场 – 国家信息 – 斯洛伐克”，2017年。见：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slova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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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斯洛文尼亚电信。斯洛文尼亚电信集团取得重大成就。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telekom .si/ en/ company/ 
history。

413 斯洛文尼亚政府通信局（2001年）。新电信法。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ukom .gov .si/ en/ media _room/ 
background _informa�on/ telecommunica�ons/ new _act _on _telecommunica�ons/ （2018年10月1日获取）。

414 欧盟委员会（2017年）。数字单一市场 – 国家信息 – 斯洛文尼亚，2017年。下列网站提供：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slovenia（2018年10月1日获取）。

415 见：h�p:// blogs .worldbank .org/ ic4d/ suppor�ng -ict -sector -somalia。

416 2017年的南非统计数据。2016年普通家庭调查。h�p:// www .statssa .gov .za/ publica�ons/ P0318/ P03182016 .pdf。

417 欧洲委员会，“数字化的单一市场 – 国家信息 – 西班牙”，2017年。见h�ps://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spain。

418 人口统计司，2015年。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 – 2012/13年，最后报告。

419 有关苏里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2008年《国际电联新闻双月刊》，获取网址如下：h�p:// itunews .itu .int/ En/ 238 
-Rural -access -in -Suriname .note .aspx。

420 更多信息请参阅2007年的蜂窝通信新闻，Digicel在苏里南启动新网络，获取网址如下：h�p:// www .cellular -news 
.com/ story/ 27839 .php。

421 有关苏里南电信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Suriname -Telecoms -Mobile -and 
-Broadband -Sta�s�cs -and -Analyses。

422 有关苏里南电信业的更多信息，请参阅：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Suriname -Telecoms -Mobile -and 
-Broadband -Sta�s�cs -and -Analyses。

423 有关2004年电信法案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p:// www .tas .sr/ images/ pdf/ eng/ 01 .pdf。

424 更多信息见：有关苏里南的重要事实，获取网址如下：h�p:// caricom .org/ about -caricom/ who -we -are/ our 
-governance/ heads -of -government/ suriname。

425 更多信息见：今日Caricom“部长会晤，商讨将统一的ICT空间推向前进”，获取网址如下：h�p:// today .caricom 
.org/ 2017/ 05/ 18/ ministers -meet -on -moving -single -ict -space -forward/ 。

426 更多信息见：今日Caricom“启动CXC连通使该区域的教育业获得了新生技术动力”，获取网址如下：h�p:// 
today .caricom .org/ tag/ caricom -single -ict -space/ 。

427 Telia公司，‘全球首个应用4G的公司’。见：h�p:// www .teliacompanyhistory .com/ pioneering -the -future/ 
pioneering -the -future/ first -in -the -world -with -4g/ 。

428 Net4Mobility，‘下一代移动网络’。见：h�p:// www .net4mobility .com/ index .php/ en/ 。

429 欧盟委员会，‘统一的数字市场 – 国别资料 – 瑞典’，2017年。见： h�ps:// ec .europa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en/ country -informa�on -sweden。

430 BAKOM（2016年）。瑞士电信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比较（2016年状况）。下列网站提供：h�ps:// www .bakom 
.admin .ch/ bakom/ fr/ page -daccueil/ telecommunica�on/ faits -et -chiffres/ etudes/ analyse -generale .html（2018年10月1
日获取）。

431 同上。

432 Cairn（2015年）。瑞士电信政策：从国家垄断到大力监管。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cairn .info/ revue -flux1 
-2008 -2 -page -78 .html（2018年10月1日获取）。

433 Bakom，战略。下列网站提供：h�ps:// www .bakom .admin .ch/ bakom/ en/ homepage/ digital -switzerland -and 
-internet/ strategie -digitale -schweiz/ strategy .html。

434 同上。

435 更多信息见：www .tcell .tj/ 4g/ 4g -internet/ faq .php。

436 更多信息见：h�p:// about .beeline .tj/ ru/ about/ company .w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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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worldbank.org/ic4d/supporting-ict-sector-somalia
http://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P0318/P03182016.pdf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untry-information-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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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unews.itu.int/En/238-Rural-access-in-Suriname.no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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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ellular-news.com/story/2783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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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dde.com.au/Research/Suriname-Telecoms-Mobile-and-Broadband-Statistics-and-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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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s.sr/images/pdf/eng/01.pdf
http://caricom.org/about-caricom/who-we-are/our-governance/heads-of-government/suriname
http://caricom.org/about-caricom/who-we-are/our-governance/heads-of-government/suriname
http://today.caricom.org/2017/05/18/ministers-meet-on-moving-single-ict-space-forward/
http://today.caricom.org/2017/05/18/ministers-meet-on-moving-single-ict-space-forward/
http://today.caricom.org/tag/caricom-single-ict-space/
http://today.caricom.org/tag/caricom-single-ict-space/
http://www.teliacompanyhistory.com/pioneering-the-future/pioneering-the-future/first-in-the-world-with-4g/
http://www.teliacompanyhistory.com/pioneering-the-future/pioneering-the-future/first-in-the-world-with-4g/
http://www.net4mobility.com/index.php/e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untry-information-swede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country-information-sweden
https://www.bakom.admin.ch/bakom/fr/page-daccueil/telecommunication/faits-et-chiffres/etudes/analyse-generale.html
https://www.bakom.admin.ch/bakom/fr/page-daccueil/telecommunication/faits-et-chiffres/etudes/analyse-generale.html
http://www.cairn.info/revue-flux1-2008-2-page-78.html
http://www.cairn.info/revue-flux1-2008-2-page-78.html
https://www.bakom.admin.ch/bakom/en/homepage/digital-switzerland-and-internet/strategie-digitale-schweiz/strategy.html
https://www.bakom.admin.ch/bakom/en/homepage/digital-switzerland-and-internet/strategie-digitale-schweiz/strategy.html
\\\\blue\\dfs\\bdt\\INFS\\MISR\\2017\\Country%20profile\\CIS\\CIS%20-%20Final%20back%20from%20editor\\www.tcell.tj\\4g\\4g-internet\\faq.php
http://about.beeline.tj/ru/about/company.wbp


437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 .babilon -m .tj/ coverage .php ?id = 2。

438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tadzhikistan -chislo -abonentov -sotovoy -svyazi -sokra�los -na -22 -do -8 -7 -mln -v 
-2016 -godu/ 。

439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 .babilon -m .tj/ en/ about .php。

440 更多信息见：h�ps:// digital .report/ tadzhikistan -svyaz/ 。

441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digital .report/ tadzhikistan -svyaz/ 。

442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megafon -tadzhikistan -polovina -abonentov -vyihodyat -v -set。

443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digital .report/ tadzhikistan -dostup -v -internet/ 。

444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 .stat .tj/ ru/ library/ home _telephone _set .xls。

445 更多信息见：www .stat .tj/ ru/ library/ home _telephone _set .xls。

446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 digital .report/ tadzhikistan -ikt/ 。

447 更多信息见：h�ps:// digital .report/ tadzhikistan -svyaz/ 。

448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www .jumhuriyat .tj/ index .php ?art _id = 22833。

449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h�ps:// digital .report/ dostup -k -mezhdunarodnoy -svyazi -v -tadzhikistane -budet 
-provoditsya -cherez -edinyiy -kommutatsionnyiy -tsentr/ 。

450 [坦桑尼亚大陆]卫生、社区发展、性别和老幼部（MoHCDGEC）、[桑给巴尔]卫生部（MoH）、国家统计局
（NBS）、首席政府统计师办公厅（OCGS）和ICF咨询公司等。2016年。《2015-2016年坦桑尼亚人口与健康调
查和疟疾指标调查（TDHS-管理信息系统）》。h�p:// dhsprogram .com/ pubs/ pdf/ FR321/ FR321 .pdf。

451 h�p:// www .sta�s�cs .gov .tl/ category/ publica�ons/ census -publica�ons/ 2015 -census -publica�ons/ 。

452 计划发展和空间规划部（MPDAT）、卫生部（MS）和ICF国际，2015年。2013-2014年多哥人口与健康调查。

453 汤加统计部和汤加卫生部、SPC和UNFPA。2013年。汤加人口与健康调查，2012年。h�p:// prism .spc .int/ images/ 
documents/ DHS/ 2012 _Tonga _DHS _Report _Final .pdf。

454 2016年第4季度的季度市场最新情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电信局），见：h�ps:// ta� .org .�/ DesktopModules/ 
Bring2mind/ DMX/ Download .aspx ?Command = Core _Download & EntryId = 925 & PortalId = 0 & TabId = 222。

455 2016年第4季度的季度市场最新情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电信局），见：h�ps:// ta� .org .�/ DesktopModules/ 
Bring2mind/ DMX/ Download .aspx ?Command = Core _Download & EntryId = 925 & PortalId = 0 & TabId = 222。

456 TSTT在1900MHz频段启动LTE，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6/ 12/ 12/ 
ts� -launches -lte -in -1900mhz -band/ 。

457 2016年第4季度的季度市场最新情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电信局），见：h�ps:// ta� .org .�/ DesktopModules/ 
Bring2mind/ DMX/ Download .aspx ?Command = Core _Download & EntryId = 925 & PortalId = 0 & TabId = 222。

458 2016年第4季度的季度市场最新情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电信局），见：h�ps:// ta� .org .�/ DesktopModules/ 
Bring2mind/ DMX/ Download .aspx ?Command = Core _Download & EntryId = 925 & PortalId = 0 & TabId = 222。

459 有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电信局的更多信息，见：h�ps:// ta� .org .�/ AboutTATT .aspx。

46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移动网络提供商（MNP）于3月31日开始运营，见：Telegeography 2016a。

461 土耳其电信集团（2018年）。土耳其电信行业。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ya�rimciiliskileri .com .tr/ en -us/ turk 
-telekom -group/ inves�ng -in -turk -telekom/ pages/ turkey -telecom -sector .aspx（2018年10月1日获取）。

462 同上。

463 土耳其共和国交通和基础设施部（n.d.）。历史。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udhb .gov .tr/ eng/ k -1 -history 
.html（2018年10月1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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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dfs\\bdt\\INFS\\MISR\\2017\\Country%20profile\\CIS\\CIS%20-%20From%20Compo\\www.stat.tj\\ru\\library\\home_telephone_set.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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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hsprogram.com/pubs/pdf/FR321/FR321.pdf
http://www.statistics.gov.tl/category/publications/census-publications/2015-census-publications/
http://prism.spc.int/images/documents/DHS/2012_Tonga_DHS_Report_Final.pdf
http://prism.spc.int/images/documents/DHS/2012_Tonga_DHS_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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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t.org.tt/DesktopModules/Bring2mind/DMX/Download.aspx?Command=Core_Download&EntryId=925&PortalId=0&TabId=222
https://tatt.org.tt/DesktopModules/Bring2mind/DMX/Download.aspx?Command=Core_Download&EntryId=925&PortalId=0&TabId=222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6/12/12/tstt-launches-lte-in-1900mhz-band/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6/12/12/tstt-launches-lte-in-1900mhz-band/
https://tatt.org.tt/DesktopModules/Bring2mind/DMX/Download.aspx?Command=Core_Download&EntryId=925&PortalId=0&TabId=222
https://tatt.org.tt/DesktopModules/Bring2mind/DMX/Download.aspx?Command=Core_Download&EntryId=925&PortalId=0&TabId=222
https://tatt.org.tt/DesktopModules/Bring2mind/DMX/Download.aspx?Command=Core_Download&EntryId=925&PortalId=0&TabId=222
https://tatt.org.tt/DesktopModules/Bring2mind/DMX/Download.aspx?Command=Core_Download&EntryId=925&PortalId=0&TabId=222
https://tatt.org.tt/AboutTATT.aspx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6/02/18/mnp-in-trinidad-and-tobago-to-start-from-31-march/
http://www.ttyatirimciiliskileri.com.tr/en-us/turk-telekom-group/investing-in-turk-telekom/pages/turkey-telecom-sector.aspx
http://www.ttyatirimciiliskileri.com.tr/en-us/turk-telekom-group/investing-in-turk-telekom/pages/turkey-telecom-sector.aspx
http://www.udhb.gov.tr/eng/k-1-history.html
http://www.udhb.gov.tr/eng/k-1-history.html


464 土耳其共和国交通和基础设施部（n.d.）。世界由你把握。下列网站提供：h�p:// www .udhb .gov .tr/ eng/ f -2 
-communica�on .html（2018年10月1日获取）。

465 ICTA（2016年）。土耳其光纤基础设施的未来得到了讨论，2016年。下列网址提供：h�ps:// www .btk .gov .tr/ en 
-US/ Pages/ FUTURE -OF -FIBER -INFRASTRUCTURE -IN -TURKEY -WAS -DISCUSSED（2018年10月1日获取）。

466 更多信息，请参见：h�ps:// www .submarinenetworks .com/ systems/ asia -europe -africa/ tea/ tea -cable -network。

467 中央统计处。2016年。2012年图瓦卢人口与住房普查。h�p:// pdl .spc .int/ index .php/ catalog/ 50/ datafile/ F2/ ?limit = 
100 & offset = 300。

468 更多信息见：h�p:// nkrzi .gov .ua/ index .php ?r = site/ index & pg = 92 & id = 4780 & language = uk。

469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nkrzi .gov .ua/ images/ upload/ 142/ 6852/ Zvit _NCCIR _2016 .pdf。

470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biz .liga .net/ all/ telekom/ sta�/ 3295680 -ukrtelekom -dognal -deutsche -telekom -po -marzhe 
-otkuda -dengi .htm。

471 更多信息见：h�p:// itc .ua/ news/ rey�ng -ukrainskih -internet -provayderov -za -2016 -god -ukrtelekom -kievstar -i -volya 
-lidiruyut -po -kolichestvu -abonentov -fregat -i -lanet -po -integralnoy -otsenke/ 。

472 更多信息见：h�ps:// kyivstar .ua/ en/ about/ about/ kyivstar _today。

473 更多信息见：h�p:// itc .ua/ news/ rey�ng -ukrainskih -internet -provayderov -za -2016 -god -ukrtelekom -kievstar -i -volya 
-lidiruyut -po -kolichestvu -abonentov -fregat -i -lanet -po -integralnoy -otsenke/ 。

474 更多信息可通过以下网址获取： h�p:// igate .com .ua/ news/ 13867 -rej�ng -ukrainskih -internet -provajderov -komu 
-verit。

475 更多信息见：h�p:// nkrzi .gov .ua/ index .php ?r = site/ index & pg = 150 & language = uk。

476 更多信息见：h�p:// www .nkrzi .gov .ua/ images/ upload/ 142/ 6852/ Zvit _NCCIR _2016 .pdf。

477 更多信息见：h�p:// www .nkrzi .gov .ua/ images/ upload/ 142/ 6852/ Zvit _NCCIR _2016 .pdf。

478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www .nkrzi .gov .ua/ index .php ?r = site/ index & pg = 88 & id = 6898 & language = uk。

479 更多信息见：h�p:// nkrzi .gov .ua/ index .php ?r = site/ index & pg = 99 & id = 1181 & language = ru。

480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www .kmu .gov .ua/ control/ uk/ cardnpd ?docid = 248098596。

481 ‘英国电信同意从法律上剥离Openreach’，2017年。参见：h�ps:// www .ofcom .org .uk/ about -ofcom/ latest/ 
media/ media -releases/ 2017/ bt -agrees -to -legal -separa�on -of -openreach。

482 Sprint于2019年下半年使用2.5GHz频谱布设5G网络，见：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5/ 17/ sprint -to -deploy -5g -network -in -late -2019 -using -2 -5ghz -spectrum/ 。

483 有关美国电信市场的更多信息，见：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USA -Fixed -Broadband -Market -Sta�s�cs 
-and -Analyses。

484 有关联邦通信委员会2015-2018年战略规划的更多信息，见：h�ps:// apps .fcc .gov/ edocs _public/ a�achmatch/ DOC 
-331866A1 .pdf。

485 有关联邦通信委员会举措的更多信息，见：h�ps:// www .fcc .gov/ about -fcc/ fcc -ini�a�ves。

486 有关ICT接入的演进和乌拉圭家庭使用情况的更多信息，请参见：EUTIC的ICT家庭调查结果h�ps:// medios 
.presidencia .gub .uy/ tav _portal/ 2017/ no�cias/ NO _X086/ 2017 -05 -17 %20EUTIC2016 .pdf。

487 有关乌拉圭电信市场的概述，请参见：Budde通信报告h�ps:// 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Uruguay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

488 来源：乌拉圭总统府新闻稿h�ps://www .presidencia .gub .uy/ comunicacion/ comunicacionno�cias/ agesic -encuesta 
-acceso -uso -brecha -digital。

489 资料来源：Budde Comm电信研究和咨询公司的报告，见h�ps://www .budde .com .au/ Research/ Uruguay -Telecoms 
-Mobile -Broadband -and -Digital -Media -Sta�s�cs -and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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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更多信息请访问：h�ps:// digital .report/ ikt -glazami -dr -glavnyie -sobyi�ya -uhodyashhego -goda -i -ozhidaniya/ 。

491 更多信息请查询：h�p:// www .cci� .uz/ ru/ press _center/ history _communica�ons/ 639/ 。

492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v -uzbekistane -kachestvo -uslug -mobilnoy -svyazi -budut -tes�rovat -v 
-peredvizhnyih -laboratoriyah/ 。

493 更多信息请访问：h�p:// www .uzbekmissioncis .by/ news/ 899。

494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uzbekistan -regulyatornoe -pererasperedelenie -chastot -dlya -4g -budet 
-rassmatrivatsya -v -sude/ 。

495 更多信息请访问：h�p:// www .cci� .uz/ ru/ ac�vi�es/ indicators _industry _development/ 。

496 更多信息请参见：h�p:// www .uzbekmissioncis .by/ news/ 899。

497 更多信息请访问：h�p:// mitc .uz/ ru/ press _center/ news _commi�ee/ 3318/ 。

498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planyi -uzbekistana -na -2017 -god -nachat -proizvodstvo -kabelya -dlya -vols -snizit 
-tarifyi -i -uvelichit -skorost -internet -dostupa/ 。

499 更多信息请参见：h�ps:// digital .report/ 4g -pridet -vo -vse -oblastnyie -tsentryi -uzbekistana -v -2017 -godu/ 。

500 更多信息请查询：h�ps:// digital .report/ v -uzbekistane -ustanovyat -250 -infokioskov -dlya -dostupa -k -e -gosuslugam -v 
-2017 -godu/ 。

501 瓦努阿图国家统计局（VNSO）和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SPC），2014年。瓦努阿图人口统计和卫生调查，2013
年。

502 有关CANTV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公司网站：h�p:// www .cantv .com .ve/ seccion .asp ?pid = 1 & sid = 1243 & id = 2 & und = 6。

503 有关委内瑞拉启动LTE业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电信地理公司的新闻稿：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1/ 24/ venezuelas -movilnet -switches -on -lte -network。

504 有关Conatel职责范围和行动领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p:// www .conatel .gob .ve/ responsabilidad -social/ ?target = 
competencias。

505 有关Conatel社会责任基金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p:// www .conatel .gob .ve/ fomento -audiovisual。

506 电信市场设备短缺影响的示例请参见电信地理公司的新闻稿：h�ps:// www .telegeography .com/ products/ 
commsupdate/ ar�cles/ 2017/ 01/ 24/ venezuelas -movilnet -switches -on -lte -network。

507 有关委内瑞拉电信市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研究与市场报告：h�p:// www .businesswire .com/ news/ home/ 
20170303005585/ en/ Venezuela -Telecoms -Report -2017 -Mobile -Broadband -Digital。

508 越南中央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5年。2014年的越南多项指标调查，最后报告。

509 赞比亚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局。关于赞比亚家庭和个人获取与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调查。可从以下网址获
取：h�ps:// www .zicta .zm/ Views/ Publica�ons/ 2015ICTSURVEYREPORT .pdf。

510 津巴布韦国家统计署和津巴布韦邮电监管局。2015年。2014年信息通信技术家庭调查。h�p:// www .zimstat .co 
.zw/ sites/ default/ files/ img/ publica�ons/ Transport/ ICT _Report _2014 .pdf。

511 统计和人口普查局，2017年，家庭信息技术使用调查，h�p:// www .dsec .gov .mo/ Sta�s�c .aspx ?NodeGuid = 
0cd0907c -c23a -42b3 -90aa -8f849413e70c。

512 同上。

2312018年衡量信息社会报告 – 第2卷

https://digital.report/ikt-glazami-dr-glavnyie-sobyitiya-uhodyashhego-goda-i-ozhidaniya/
http://www.ccitt.uz/ru/press_center/history_communications/639/
https://digital.report/v-uzbekistane-kachestvo-uslug-mobilnoy-svyazi-budut-testirovat-v-peredvizhnyih-laboratoriyah/
https://digital.report/v-uzbekistane-kachestvo-uslug-mobilnoy-svyazi-budut-testirovat-v-peredvizhnyih-laboratoriyah/
http://www.uzbekmissioncis.by/news/899
https://digital.report/uzbekistan-regulyatornoe-pererasperedelenie-chastot-dlya-4g-budet-rassmatrivatsya-v-sude
https://digital.report/uzbekistan-regulyatornoe-pererasperedelenie-chastot-dlya-4g-budet-rassmatrivatsya-v-sude
http://www.ccitt.uz/ru/activities/indicators_industry_development/
http://www.uzbekmissioncis.by/news/899
http://mitc.uz/ru/press_center/news_committee/3318/
https://digital.report/planyi-uzbekistana-na-2017-god-nachat-proizvodstvo-kabelya-dlya-vols-snizit-tarifyi-i-uvelichit-skorost-internet-dostupa/
https://digital.report/planyi-uzbekistana-na-2017-god-nachat-proizvodstvo-kabelya-dlya-vols-snizit-tarifyi-i-uvelichit-skorost-internet-dostupa/
https://digital.report/4g-pridet-vo-vse-oblastnyie-tsentryi-uzbekistana-v-2017-godu/
https://digital.report/v-uzbekistane-ustanovyat-250-infokioskov-dlya-dostupa-k-e-gosuslugam-v-2017-godu/
https://digital.report/v-uzbekistane-ustanovyat-250-infokioskov-dlya-dostupa-k-e-gosuslugam-v-2017-godu/
http://www.cantv.com.ve/seccion.asp?pid=1&sid=1243&id=2&und=6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7/01/24/venezuelas-movilnet-switches-on-lte-network/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7/01/24/venezuelas-movilnet-switches-on-lte-network/
http://www.conatel.gob.ve/responsabilidad-social/?target=competencias
http://www.conatel.gob.ve/responsabilidad-social/?target=competencias
http://www.conatel.gob.ve/fomento-audiovisual/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7/01/24/venezuelas-movilnet-switches-on-lte-network/
https://www.telegeography.com/products/commsupdate/articles/2017/01/24/venezuelas-movilnet-switches-on-lte-network/
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70303005585/en/Venezuela-Telecoms-Report-2017-Mobile-Broadband-Digital
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70303005585/en/Venezuela-Telecoms-Report-2017-Mobile-Broadband-Digital
https://www.zicta.zm/Views/Publications/2015ICTSURVEYREPORT.pdf
http://www.zimstat.co.zw/sites/default/files/img/publications/Transport/ICT_Report_2014.pdf
http://www.zimstat.co.zw/sites/default/files/img/publications/Transport/ICT_Report_2014.pdf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0cd0907c-c23a-42b3-90aa-8f849413e70c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0cd0907c-c23a-42b3-90aa-8f849413e70c




附件1

指标 定义

签约和网络覆盖 本类别中的指标是指与签约和网络覆盖相关的关键指标。

每100位居民中固定电话签约用户的 
数量

“固定电话签约用户”即模拟固定线路、网络电话（VoIP）签
约用户、固定无线本地环路（WLL）签约用户、类ISDN话音信
道和固定公用付费电话。固定基础设施包括使用铜线的电话线
路和通过数字签约用户线路（DSL）、光纤和同轴有线电视网
络（线缆调制解调器）等固定（有线）宽带基础设施提供的IP
的语音业务。它还包括固定无线本地环路 （WLL）连接，这类
连接被定义为使用无线技术向签约用户提供最后一里接入的持
照固定线路运营商提供的服务（这类呼叫后来通过固定电话
网而非蜂窝移动网发送）。VoIP让签约用户能随时拨出和接听
电话，并且无需使用计算机。此外，VoIP亦称为宽带话音业务
（VoB），包括通过固定无线、数字用户线路、电缆、光纤和
其他IP固定宽带平台签约的业务。

本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将固定电话签约用户数除以总人数，再乘
以100。

每百人蜂窝移动签约用户数

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是指使用蜂窝技术接入PSTN的公共移动
电话业务签约用户。本指标包括（分为）后付费签约用户数和
在用预付费签约用户（即在最近三个月内使用过）。本指标包
括用于提供语音通信的所有蜂窝移动签约用户。它不包括数据
卡或USB调制解调器签约用户、公共移动数据业务签约用户、
专用集群无线电系统、无绳电话站签约用户、无线寻呼签约用
户、机器间（M2M）及遥测服务签约用户。本指标的计算方法
是将蜂窝移动电话签约用户数除以总人口数，再乘以100。

每百人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

固定宽带用户系指以不小于256 kbit/s的下行速度接入公共互联
网（传输控制协议（TCP）/IP连接）的固定签约用户。其中包
括有线调制解调器、DSL、光纤到户/楼、其他固定（有线）宽
带互联网用户、卫星宽带以及地面固定无线宽带。在统计此总
数时，不用考虑缴费方式。不包括通过蜂窝移动网接入数据通
信（包括互联网）的签约用户。统计包括固定WiMAX及其他任
何固定无线技术，以及居民签约用户和组织签约用户。

本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将固定宽带签约用户数除以总人口数，再
乘以100。

按速度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 
256 kbit/s至2 Mbit/s

公开的下载速度大于或等于256 kbit/s但小于2 Mbit/s的所有固
定宽带互联网签约用户。

按速度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 
2至10 Mbit/s

公开的下载速度大于或等于2 Mbit/s但小于10 Mbit/s的所有固定
（有线）宽带互联网签约用户数。

按速度等级划分的固定宽带签约： 
大于等于10 Mbit/s

公开的下载速度大于或等于10 Mbit/s的所有固定宽带互联网签
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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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人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

在用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指公共互联网的数据和话音移动宽带签
约用户与纯数据移动宽带签约用户之和。它包括实际使用宽带
网速访问互联网的签约用户，而非潜在签约用户，即使后者使
用具有宽带功能的手机。签约用户须包括定期缴费上网或者
满足某使用要求的用户 – 签约用户应在过去三个月内上过网。
此类用户包括网速至少达到256 kbit/s的宽带移动网签约用户
（例如，WCDMA、HSPA、CDMA2000 1x EV-DO、WiMAX IEEE 
802.16e和LTE）但不包括仅可使用GPRS、EDGE和CDMA 1xRTT的
用户。

本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将在用移动宽带签约用户数除以总人口
数，再乘以100。

3G网络覆盖

最少有一个3G移动网络覆盖的人口百分比系指最少在一个3G蜂
窝移动信号的范围内的居民百分比，无论其是否为签约用户。
本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将蜂窝移动信号范围内的居民数除以总人
口数，再乘以100。此指数不包括仅可使用GPRS、EDGE或CDMA 
1xRTT的用户。

LTE/WiMAX网络覆盖

至少有一个LTE/WiMAX移动网络覆盖的人口百分比系指居住
在LTE/LTE-Advanced、移动WiMax/WirelessMAN或者其他先
进蜂窝移动网络覆盖范围的居民的百分比，无论其是否为签
约用户。此百分比用前面提到的蜂窝移动技术覆盖的居民
数量除以总人口数再乘以100来计算。此百分比不包括仅由
HSPA、UMTS、EV-DO和以前的3G技术覆盖的人口，也不包括固
定WiMAX覆盖的人口。

家庭和个人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 此类指标是家庭和个人获取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关键指标。

拥有电脑家庭的百分比
拥有电脑家庭的比例是指家中拥有电脑的家庭所占百分比。相
关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开展全面调查。

拥有互联网接入家庭的百分比
拥有互联网接入家庭的比例是指拥有互联网接入的家庭所占百
分比。相关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开展全面调查。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百分比

使用互联网个人的百分比是指过去三个月中使用过互联网的个
人所占比例。数据以国家统计局通常开展的全面调查为基础，
或以估算模型为基础进行估算。估算模型考虑了固定和移动宽
带用户的数量以及人均国民总收入等变量。

每个互联网用户的国际带宽， 
单位为kbit/s

互联网国际带宽系指使用的互联网国际带宽的总容量，单位为
兆比特/秒（Mbit/s）。使用的国际带宽是指所有国际链路的平
均使用量，包括光缆、无线电链路和卫星地面站处理的流量以
及传送到轨道卫星的流量（以Mbit/s表示）。各类运营商（即
固定运营商、移动运营商和卫星运营商）使用的所有国际链接
均已考虑在内。平均值是在基准年的12个月期间计算的。对于
每个单独的国际链路，如果流量不对称，即输入流量不等于输
出流量，则提供两者中较高的值。所有国际链接的组合平均使
用率可作为各单独链接的平均使用率之和上报。

本指标的计算方法是将国际带宽转换为kbit/s再除以互联网用户
的数量。

注：关于指标的定义和其他说明，见《国际电联2011年电信/信息通信技术行政数据收集手册》，链接为：h�p:// 
www .itu .int/ ITU -D/ ict/ publica�ons/ hb/ 2011/ index .html；以及《国际电联2014年衡量家庭和个人获取并使用信息通信
技术的手册》，链接为：h�p:// www .itu .int/ en/ ITU -D/ Sta�s�cs/ Pages/ publica�ons/ manual2014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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