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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15的筹备工作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本期《国际电联新闻》双月刊介绍国际电联各成员国

为将于11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WRC-15）正在开展的筹备工作。WRC-15将审议，并

在必要时修订管理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使用的国际公约 
《无线电规则》。《无线电规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国际监管框架，确保所有频谱用户的无

干扰操作，这对于所有无线应用和服务至关重要。

WRC-15将研究所有无线电通信系统的频谱需求和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必要权衡，以

确保这些需求能够得以满足。其中的一项主要议题涉及给国际移动通信（IMT）新增频谱以

促进其发展 — 包括地面和卫星 — 凸显了国际电联成员对于无线在普及宽带接入方面所发挥

作用的重视。

目前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直接注重于为该大会奠

定重要基础，与所有成员国和业界共同努力来达成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共识，确保他们的讨论

和决策结果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为提高对议题的认识并在大会前提供讨论机会，筹备会议

和研讨会的日程已经排满。WRC-15是实现协调一致的重要机遇，这也是我所开展的国际电

联工作的优先重点之一。我希望大会将达成重要共识、产生和谐的成果，造福于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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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还开展了许多其它重要活动。2015年2月13日，国际电联在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总

部举办了世界无线电日庆祝活动。参与者和观众从介绍无线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不

同观点和角度中受益。嘉宾们一致认为，无线电并不是陈旧的技术：根据国际电联的数据，

无线电仍然是人口覆盖面最大的通信媒介。本期《国际电联新闻》也描述了各个区域根据

200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联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RRC-06）达成的时间表，实施数

字广播切换的进展情况。

2015年6月9至11日在加蓬召开的全球监管机构研讨会（GSR-15）将为国际电联成员提

供根据最新行业和社会发展改进ICT监管的进一步培训。该会议将有令人兴奋的演讲者阵容

和紧凑的日程安排，可以听取一些重要的公有和私营部门专家的观点，这将有助于国际电联

《2015年电信改革趋势》报告的发布。本期《国际电联新闻》包括对即将举办活动的介绍

（如GSR和ICT年轻女性日），以及对2015年2月26至27日在巴黎举行的2015年宽带委员会会

议的综述。

展望未来，国际电联将于本年晚些时候推出新的工作项目，旨在帮助ICT相关年轻发明

家和企业家、创新型中小企业（SME）、创业公司和技术中心 — 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

那里最需要更好的连接，并将体现最大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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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5年4月‑6月

未来数月国际电联将开展一系列活动，其中不乏

重要事件。4月世界各地将举办“信息和通信技术年轻

女性日”，旨在鼓励年轻女性和女性直接体验信息和

通信技术(ICTs)，发展ICT技能并考虑开启ICT职业生

涯的令人兴奋的机会。今年，“信息和通信技术年轻

女性日”将于4月23日举行 — 详见我们的专门文章，

见网站：www.itunews.itu.int。

2015年理事会会议将于5月12-22日召开，此次会

议将审议2014年韩国釜山全权代表大会的各项成果。

国际电联理事会在全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行管理机

构职能。国际电联理事会还负责准备有关国际电联政

策和战略规划的报告。当然，国际电联理事会期间举

行的国际电联150周年庆典活动标志着国际电联成立

150周年（1865年5月17日在巴黎签署了第一份国际

电报公约）。一些特别邀请的客人将在日内瓦参加一

个特别奖颁奖仪式以及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活动。30多

个国家（截至3月份）正计划举办庆祝活动，而且可在

2015年底之前向我们的在线网站提交筹备的新活动。

更多信息，请访问国际电联150周年庆网站，见www.

itu150.org。

5月将以25-29日召开的201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

会（WSIS）结束，此次峰会由多个具有影响力的联

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联合举办，主题为“共同

创新：实现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促可持续发

展”。WSIS论坛联合ICT社区提供联网、学习以及参

与多利益攸关方就WSIS实施进行讨论和磋商的结构化

机会。该论坛将实行双轨制：高级别轨道（包括政策

声明、WSIS 颁奖典礼和部长级圆桌会谈）和论坛轨

道，该层级将向与会各方提供一系列高层对话、行动

线路促进会议、国家研讨会、专题研讨会和知识交流

以及涉及对WSIS实施和多利益攸关方后续安排而言

至关重要的一次集中展示。见我们的专门文章，见网

站：www.itunews.itu.int。

6月将以国际电联的2015年度全球监管机构专题

研讨会（GSR-15）启幕，本届专题研讨会的主题“关

注数字鸿沟”，由加蓬慨然主办，并由国际电联联合

加蓬电子通信和邮政监管局（ARCEP）共同组织。本

届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是国际电联全球ICT监管社

区的主要会议，每年会聚全世界164独立监管机构中

的130-140个。监管机构、决策机构、行业领导和其

它关键ICT利益攸关方将分享它们的观点，参与互动讨

论并确认值得推广的最佳做法。GSR-15将于6月9-11

日在加蓬利伯维尔举行，探寻确保全世界公民能够从

数字经济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机会中受益的途径。缩小

数字鸿沟需要何种监管？GSR-2015将就投资战略、

移动支付、商业模式、税收影响、物联网、数字生态

系统的互操作性、电子服务可及性以及宽带监管的影

响等话题展开辩论。总而言之，下个季度看起来不同

凡响令人兴奋 — 请继续关注！

展望： 2015年4月‑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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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世界和区域无线电 
通信研讨会

国际电联于2014年12月8-12日在日内瓦举办了

2014年世界无线电通信研讨会（WRS-14），会议聚

焦于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的使用和对无线电频率频谱

和卫星轨道利用的监管等问题。90多个国家的400余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国际电联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性研讨会，同时也

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举办区域性研讨会。在本次会

议开幕致辞中，无线电通信局（BR）主任弗朗索瓦∙
朗西提到，“无线电通信正在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发生

变革，这些变革有必要在频谱监管的国际规则中有所

反映，这其中包括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国际电联无

线电通信部门（ITU-R）建议书、频谱利用的最佳实

践以及国际电联为可靠和高效处理每周接收到的成千

上万份通告而采用的软件工具。”

会议前两天集中于国际频率管理、对无线电频

率频谱及卫星轨道的有效利用以及国际电联《无线电

规则》在地面和空间业务中的应用。与会者还了解了

以下信息，包括ITU-R研究组和出版物、国家频谱管

理、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WRC-12）成果及WRC-15议程以及国际电联频

谱管理培训项目（SMTP）等。

会议后三天的内容主要是空间和地面业务讲习

班。参会者对国际电联通告流程有了感性认识，并实

地了解了BR软件和为成员国主管部门提供的电子出版

物以及ITU-R会员的情况。与会者可以根据其自身兴

趣和需求来规划其个人日程。WRS-14之后开展了一

项调查与会者反馈的问卷：会员们认为该研讨会内容

很有用，相关性很强，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今后

的世界无线电通信研讨会将在设计和实施方面采纳这

些反馈意见。

BR还定期在国际电联各个区域轮流举办区域性研

讨会，参加这些会议也是对《无线电规则》深刻认识

的较好机会。

国际电联在2014年举办了两次区域无线电通信研

讨会：

 ` 2014年5月26-30日在越南河内举办的RRS-14亚

洲研讨会；

 ` 2014年7月14-18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多巴

哥岛举办的RRS-14美洲研讨会。

目前预计2015年将召开更多的国际电联区域无线

电通信研讨会（RRS），以回应国际电联成员国关于

提供更多培训机会的要求：

 ` 2015年3月2-6日，在哈萨克斯坦比什凯克举办国

际电联RRS-15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会议。

以下是已经计划但日期和地点尚未确定的研讨

会：

 ` 2015年4月20-24日国际电联RRS–15非洲区会

议；

 ` 2015年5月18-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国际电

联RRS–15亚洲区会议；

 ` 2015年7月15日（具体日期待定）在萨尔瓦多召

开国际电联 RRS–15美洲区会议。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BR或参看国际电联世

界和区域无线电通信研讨会网页：www.itu.int/go/

ITU-R/seminars/。

国际电联世界和区域无线电 通信研讨会

《国际电联新闻》双月刊第2期    2015年3月 | 4月6



WRC‑15大会
筹备会议

大会筹备会议（CPM）负责向世界无线电通信大

会提交一份有关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

各研究组就WRC议程所开展的规则、技术、运营和程

序方面的研究报告。CPM报告为国际电联成员国在准

备向WRC提交议案方面提供了有用信息。

W R C - 1 5第一次C P M会议（C P M 1 5 - 1）在

WRC-12刚结束后于2012年2月20-21日在日内瓦召

开。会议根据WRC-15和随后的WRC会议议程以及前

一次大会WRC-12的所有指示，对国际电联各个相关

的无线电通信研究组的工作项目进行了协调，并确定

了CPM向WRC-15提交报告的草案结构（见国际电联

无线电通信局第CA/201号行政通函）。

根据CPM向WRC-15提交的报告草案中给出的

ITU-R筹备研究进度安排，CPM15-2会议（第二次

CPM会议）将于2015年3月23日-4月2日在日内瓦召

开。CPM15-2的任务是将CPM向WRC-15提交的报告

做实，包括对WRC-15议程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可能

的解决方案，以便为大会的筹备进程提供有用的支撑

信息。

除了起草 C P M 向 W R C - 1 5 提交的报告外， 

CPM15-2还将审议国际电联各成员国和无线电通信部门

各部门成员提交的文稿、规则/程序问题特别委员会提交

的报告以及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供的其他相关信息。会

议的任务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对各个不同来源提出的不同

方法进行调解，或者如果不能实现妥协的话，将各种不

同意见及其理由写入报告中。

WRC-12第二次CPM会议于2011年召开，来自

国际电联109个会员国和69个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的

1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来源：“2012年世界无线

电通信大会筹备会议确定最终报告”新闻报道）。预

计即将召开的WRC-15第二次CPM会议参会人数将超

过1000人。欲获取更进一步信息，敬请参阅：www.

itu.int/go/ITU-R/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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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PREPARATORY
MEETING FOR WRC-15
CPM 15-2 (Second Sessio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 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U n i o n

GENEVA, SWITZERLAND
23 MARCH - 2 APRIL 2015

Organised by:  www.itu.int/go/ITU-R/CPM

CPM15-2_US-Poster.indd   1 03/02/2015   12:16:52

WRC‑15大会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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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
无线电通信大会

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5）将于

2015年11月2日至27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无线

电通信大会每三到四年召开一次。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的主要任务是审议并在必要时修订《无线电规则》，该

规则是管理无线电频谱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和非对地静

止卫星轨道的使用的国际公约。修订以国际电联理事

会确定的议程为基础，该议程要顾及以往世界无线电

通信大会建议书。根据国际电联2014年全权代表大会

（PP-14）的要求，WRC-15议程还将包括一项全球民

用航空飞行跟踪的频谱需求的议题。

WRC-15将根据现有、新兴和未来应用、系统和

技术的发展，审议那些针对《无线电规则》中与国际

频谱规则框架相关部分所开展研究的结果。WRC-15 

还将就利用无线电频谱这一有限资源以及管理卫星轨

道的最有效方法做出决定，二者对于21世纪的全球经

济发展至关重要且具有日益增多的价值。

大会还将讨论任何具有全球特征的无线电通信问

题，对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和无线电通信局做出指示，

审议其活动，确定无线电通信全会和研究组研究的课

题，为未来无线电通信大会做好准备。

WRC-15的筹备进程

在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之前有一个长时间的严

谨筹备进程，以奠定基础并确保各位代表能够

了解所有问题并理解正在所讨论的不同方案的

影响。在WRC-15之前为其做准备的筹备会议

包括以下：

大会筹备会议（CPM）

 WRC-15第一次筹备会议（CPM15-1）于

2012年2月20-21日在日内瓦召开。

 WRC-15第二次筹备会议 （CPM15-2） 将于

2015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

国际电联WRC-15筹备区域间研讨会

 第一次国际电联WRC-15筹备区域间研讨会

于2013年12月4-5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第二次国际电联WRC-15筹备区域间研讨会

于2014年12月12-13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更多信息，请见：

www.itu.int/ITU-R/go/W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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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电联总部庆祝世界无线电日

2月13日，国际电信联盟（ITU）主持了本年度的

2015世界无线电日庆祝活动。该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欧洲广播联盟（EBU）、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以及国际电联共同举办。活动彰显“青

年与创新”主题，称赞无线电的威力，并期盼以新的

创新手段连通世界。世界无线电日活动主要包括专题

讨论会的全球直播、广播记者当日新闻报道、无线电

专题报道和爵士音乐会。此外，一场24小时的无线电

编程马拉松将从事编码、黑客、开发和破坏研究的技

术高手云集一堂，并围绕未来无线电创新进行了演示

和技术讨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辞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帷

幕。他说：“今年的世界无线电日突出无线电对于全

球18亿青年男女的重要性。随着全球社会新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雏形的确定，我们

需要倾听来自青年人响亮、有力且急迫的声音。”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弗朗索瓦•朗西强调

指出了国际电联的工作对于无线电的宝贵贡献。他

说：“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以及国

际电联的指配或划分方案和程序都确保为每个国家的

无线电提供有效频谱。国际电联研究组负责制定全球

标准，确保通过规模经济实现最低成本，为无线电在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实现频谱的最有效利用，特别是

要覆盖仍不能利用无线电的10亿人群。”

在BBC记者 Imogen Foulkes的主持下，一场

以“未来无线电”为题的高层辩论在联合国日内

瓦办事处总干事Michae l  Møl le r、UNESCO副总

干事Getachew Eng ida、代表欧洲广播联盟总干

事 Ingr id  Del terne发言的该组织媒体总监Annika 

Nyberg-Frankenhaeuser以及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之间展开。

扫描该码来阅读我

们的WRD 2015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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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辩论中，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强调了

无线电在为人们特别是那些偏远社区和最弱势群体提

供连接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广播在应急通

信和灾难救助以及为抗击埃博拉等疾病提供至关重要

信息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

事Michael Møller也特别指出了无线电在人道主义救

援、维和、医疗介入或帮助管理难民潮方面发挥的重

要作用。他更进一步将无线电描述为“一种社会的粘

结剂”。

UNESCO副总干事Getachew Engida认为，无线

电在今天可能仍然是为没有连接的人群提供连接的最

佳媒介（见图1），并且认为其将在发展和信息传播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言论自由能够以民主的方式深植社

会，并且能够为建设和平、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方面发挥巨大的力量。

EBU媒体总监Annika Nyberg-Frankenhaeuser对

无线电被认为是“过时的技术”提出了质疑。她不同

意有些认为发展新型通信媒介必然意味着老旧媒介的

死亡的观点（见David Wood所写的下一篇文章）。相

反，每个新媒介为旧媒介增加了一个新维度而不是取

代旧媒介。她指出，无线电将继续在今天的人类生活

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无线电实际上也有着非常光明

的未来，这部分是因为在其他技术不能工作的情况下

广播通常依然能够存在（比如在受灾地区或在大灾发

生之后），同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边边听

收音机，而且在很多国家无线电能够起到补充作用，

且对年轻听众具有很大吸引力。

Engida先生对此观点表示同意，他强调指出，为

吸引新的听众，无线电有必要提供有趣的和相关性强

的内容。Møller先生也指出，无线电在为听众提供教

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拥有丰富

信息的基础上发表观点。

由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ITU-R）第6研究

组（广播业务）主席Christoph Dosch协调召开的技

术专场会议也探讨了无线电发展方面出现的新的趋

势和创新，包括混合互动式数字无线电、数字音频

广播（DAB）无线电的流量信息、应急无线电通信

以及个性化无线电如何改变人们收听无线电节目方式

等。与会者包括来自BBC的Matthew Shotton，来自

EBU的Matthias Stoll、Ampegon、Roger Miles和

Mathias Coinchon，来自IRT的Fabian Sattler，来自

NHK的Satoshi Oode，来自Fraunhofer IIS的Nicole 

Winkler、Oliver Helbig和Olaf Korte，来自RaiWay

的Aldo Scotti以及来自Rohde & Schwarz的Christian 

Wachter及Thomas Bögl。

欲获取更多信息和登录网络播放，敬请参阅 : 

www.itu.int/en/wrd15/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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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起，无线电是最广泛的通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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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 — 我们生活的声迹
David Wood博士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WP 6C主席

2015年2月13日，国际电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瑞士日内瓦总部联合举办了世

界无线电日纪念活动，庆祝无线电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世界无线电日

第一次活动是由联合国于1946年在广播诞生的周年举办的，旨在提高公众对无线电重要性的认

识，促进无线电对信息的普及，并提高广播机构之间的网络建设。本文由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

部门（ITU-R）6C工作组主席David Wood博士撰写，主要介绍了无线电的发展历史及其在未

来如何继续进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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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无线电是一个老朋

友。从1910年代大规模无线电广播开始，无线电就为

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开启了一扇通往娱乐和信息的大

门。第一个无线电“频率规划”出现于1920年代，该

规划目的是为了规范广播频率的使用，以便听众在享

受无线电广播的同时，让无线电继续保持作为世界上

覆盖最广的媒介。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新

时代，无线电将继续创新并不断演进。

无线电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伙伴，我们每天醒

来后会听收音机，驾车时候也会听收音机。对于老年

人和孤独人群来说，无线电是他们的生命线。它曾经

被描绘为“灵魂的舞台”，因为它能够发挥我们的无

穷想象。调查研究揭示，无线电是我们最为信赖的媒

介。在很多国家，它仍然位居人们收听音乐的第一选

择。它的制造成本很低。而且当出现国家性或本地性

的灾难时，无线电在每一次都证明它是人们获知现场

信息和现场需求的最可靠的方式。

随着新的媒介方式的不断出现，无线电、电影

院、电视和互联网这些媒介没有一个被人们抛弃。相

反，每种新媒介都为我们的媒介体验增加了一个新的

维度。而且正如其他媒介一样，无线电也在随着技术

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有很多技术选项正在

考虑被未来无线电的发展所采用。明天的无线电将最

可能采用哪种技术选项呢？

数字无线电：下一步的方向
正如所有媒介一样，无线电也可以是数字的。在

1980和1990年代，各种各样的数字无线电广播系统被

开发出来。今天，最为人知的两种类型可能就是数字

语音广播（DAB）家族（DAB/DAB+）和HD无线电，

每一种都有其适合不同市场的特点。其他选项包括

DRM（数字调幅无线电）。在全球数字无线电是否采

用单一技术问题上还没有一致的认识；不过，国际电

联已为所有主要的数字无线电系统提供了规范。

数字无线电相比较模拟而言具有绝对的优势：

声音质量可以非常高，听众可以更加投入和沉浸在其

听觉的世界；无线电台可以更容易找到；每个电台的

发射机功率可以更低；可以提供更多的多媒体；而且

可以提供更多的无线电台（实际上这些优势与数字电

视是类似的）。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模拟收音机的

成本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模拟无线电是如此的无处

不在，以至于很多国家的主管部门倾向于鼓励而非强

制实施从模拟无线电向数字的转换。模拟向数字无线

电的转换相比较电视来说进展得相当慢，但对于消费

设备而言，这看起来无疑是要最终发生的，更多的是 

“何时”发生，而非“是否”发生的问题。

向数字无线电转换也可使对音频起补充作用的视

频业务变得更为容易，整个业务就可以称为“插画无

线电”。如果收音机有一个小屏幕，任何有关通知、

音乐、广告或广播机构决定提供的静止或动态图片或

文字就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来滚动提供。

无线电业务也能够帮助残疾人士。在播放声音的

同时，可以同时播放音频对应的文字，这可以显示在

小屏幕上，从而让那些具有听觉障碍的人能够“读”

到并享受无线电节目的乐趣。国际电联提供了一份有

关该技术所需的规范。收音机也可以用来帮助非母语

听众或老年听众来“放慢”会话或口语的速度，或通

过压缩音量范围，让他们更容易听懂节目内容。

更高级的业务可以提供交通和旅游信息，国际电

联也在这方面提供了相应规范。这些系统能够在必要

情况下与车辆的GPS系统一起工作。

无线电台站能够且已经在以多种方式提供服务，

或者是通过传统的独立的无线电广播台，或纳入电视

数字复用设备之中，或更近期的作为综合广播宽带业

无线电 — 我们生活的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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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一部分。互联网本身提供了对全世界数以千计的

广播电台的接入。收音机能够设计用以接入网络以及

无线电台。收音机能够搜索并从相关无线电台网站下

载内容。这些收音机能够有效提供更为高级形式的插

画无线电，或者用来提供其他的声音业务。一个相对

巧妙的设计是在无线电台的广播版本和互联网版本之

间的自动切换，根据实时接受的质量来选择最好的接

收方式。未来，我们也期待移动手机或平板应用能够

被开发出来，以充分利用无线电台的内容。

多信道声音
如果听众在正确的地点使用正确的设备，则无线

电就能够提供“多维声音”，这种声音是从我们周围

任意方向获取的（就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比如，

如果说话的人位于汽车或房间里，则广播能够为听众

提供一种在音乐厅的真实感受。国际电联提供有关多

信道声音系统的规范。耳机（双耳声音）是另一个体

验多维声音而无需打扰别人的便利途径。

未来对无线电的持续需求
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受益于身边随时携带的智

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如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能够通

过无线电免费接收多种多样的内容，则无线电接收应

纳入这些设备中。我们都应该为此而积极呼吁。

我们知道，很多移动手机都有模拟无线电的功能

（虽然在一些国家，这一功能在移动手机上未被“激

活”）。在印度等国，移动手机接收模拟无线电是很

正常的功能，这些国家的无线电台数量也出现了明显

上升。如果该功能被纳入手机中，经验显示这个功能

将会得到使用。

相反的，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收听免费无线

业务可能被一些运营商认为是抢走了智能手机用户支

付数据业务的时间，因此网络运营商和制造商可能需

要一些理由来让他们将数字无线电纳入所有的智能手

机或平板电脑中。数字无线电功能应被视为帮助网络

运营商售卖其数据的一个补充而非竞争性的方式，而

且创新型的新应用软件应该会帮助实现这一点。

无线电能够让我们快乐，让我们获取知识，并为

我们提供娱乐，而且在需要及时通知全社会或偏远社

区大众的时候，它总是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选项。在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数字时代，无线电继续是世界

各地亿万民众的坚定和可靠的朋友，而且国际电联的

宝贵工作也将继续为此提供支撑。

配备有数字无线电功能的平板
电脑应成为未来无线电的主要
组成部分

无线电 — 我们生活的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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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转换

从模拟向数字地面电视迁移可为其他用户，尤

其是移动用户腾出稀有的频谱资源。全球各区域都

渴望实现数字转换，部分国家已设法完成了这一进

程。200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电联区域性无线电通

信大会（RRC-06）所设定的在2015年6月之前实现

从模拟向数字地面电视广播过渡的截止日期适用于非

洲、中东和欧洲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亚太和美

洲，各国主管部门正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开展合作，

制定数字地面电视频谱规划。

北美、欧洲大部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现已实现了模

拟停播。拉美和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为在2015至

2020年间完成这一过渡制定了计划。

RRC-06规划依据的是对采用地面数字视频广播

（DVB-T）标准的系统的频率协调，但也可使用其他

系统。全球已为数字地面电视制定了多项标准。主要

标准包括北美制定的先进电视制式委员会（ATSC）

标准、日本制定并随后得到巴西及一系列拉美国家采

用的综合业务数字地面广播（ISDB-T）标准和DVB-T 

（及后续DVB-T2）标准。中国也制定了被称为数字地

面多媒体广播（DTMB）的自有标准。

本期《国际电联新闻》双月刊刊登的一系列文

章，说明了市场情况各异的不同国家面临或已解决的

与数字转换相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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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数字转换

非洲数字地面电视的市场条件千差万别。一些国

家（如尼日利亚）地面电视的普及率很高，而其他国

家（如坦桑尼亚和喀麦隆）普及率很低。

对于地面电视需求旺盛的大国，数字转换是一个

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让利益攸关

方参与到进程之中同时开展信息传播，推进免费数字

地面电视的提供。确保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机顶盒也

是保证观众可以享用新的业务的关键因素。这项工作

的难度致使一些国家无法遵守2015年完成数模转换的

期限。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有助于实现平稳过渡，尼日利

亚由此缩短了总体同步播放时段（即数字和模拟免费

电视信号同步广播）并降低了相关成本。此外，政府

必须做出补贴机顶盒的决定以便加速实现的过程。

相反，当地面电视平台覆盖率和市场份额更加有

限时，数字转换的实现相对较快。面临的挑战不在于

同步播放时段或转换进程的管理，而是确保新的数字

地面电视平台相对于该国的其他付费电视平台而言更

具竞争力和吸引力。数字地面电视在这些情况下取得

成功的关键是有关平台提供的内容的丰富性，特别是

本地内容。向目前尚未使用地面电视的观众推广免费

数字地面电视的信息宣传对于数字转化进程亦至关重

要。这需要政府通过行动给予鼎力支持，市场需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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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证明向数字广播过渡的合理性的地方实现数字转

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下简要介绍的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喀麦隆的

情况突显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以及业界的参与实现

数字转换的必要性。

尼日利亚
根据尼日利亚政府的估计，尼日利亚拥有电视机

的家庭约4 000万户，其中330万户为付费电视用户，

使用卫星和数字卫星业务。该国多数人口观看免费模

拟电视，使该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地面电视

观看率最高的国家。尼日利亚的模拟电视具有40多个

信道。而非洲一些其他国家仅广播一两个免费模拟信

道。因此，尼日利亚的数字转换过程在撒哈拉以南区

域最具挑战性。

尼日利亚负责管理数字转换的机构 — 尼日利

亚DigiTeam将全国完成数字过渡的目标日期修订为

2015年1月（原目标日期为2012年6月）。尼日利亚

DigiTeam由政府和业界代表构成。该小组特别负责制

定接收数字信号的国家机顶盒生产标准，确保为观众

提供充足的信息并解决观众遇到的所有转换问题。

该国为提供数字广播业务颁发了两个广播许可。

第一张许可颁发给NTA Star Times。这是由尼日利

亚电视管理局和付费电视运营商Star Times成立的合

资企业。该企业被指定为该国首家国家数字信号传

输公司。第二张许可已于2014年7月颁发给Pinnacle 

Communications。尼日利亚DigiTeam指出，第三张

许可的颁发将根据市场动向予以审议。第二张许可持

有者如希望通过自己的网络提供内容，必须在国家广

播委员会的许可下成立一个单独的实体。早在2014年

初期，使用数字视频广播（第二代地面（DVB-T2）技

术）的统一国家数字复用许可已得到广泛宣传。

2014年6月，Jos城启动了数字过渡的试点项

目。Jos的模拟转换日期尚未确定，但此次宣传旨在

提高人们对数字过渡截止日期的认识，之后在尼日利

亚其他主要城市和城镇以及该国其他地方启动了过渡 

进程。

除提高公众认识外，政府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是

为尼日利亚拥有电视机的4 000万家庭制造并销售机

顶盒开展竞标。2014年6月，政府不仅宣布要对机顶

盒的成本予以补贴，而且宣布由尼日利亚制造所有机 

顶盒。

政府还宣布了引入内容接入费的意图。观众必须

为获得数字地面电视而付费。预计为此将设立更为有

效的收费程序，从而为尼日利亚广播机构制作本地内

容提供资金。国家广播委员会指出，高品质本地内容

将是数字电视在尼日利亚取得成功的核心。

坦桑尼亚
2012年12月31日，坦桑尼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大陆开始模拟地面电视信号转换的第一个国家。坦桑

尼亚市场的一个关键特点是，模拟地面广播有史以来

的人口覆盖都极为有限（24%），许多观众使用免费

的卫星电视。

坦桑尼亚向数字电视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

驱动，而不是市场驱动。尽管面临多项挑战，坦桑尼

亚努力在国际电联制定的达成一致的2015年6月截止

日期前关闭了多数地区的模拟电视信号。DVB-T2是该

国选择的标准。

坦桑尼亚的数字转换通过调整得以覆盖模拟电视

业务覆盖区内的观众。模拟信号是在坦桑尼亚人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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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城市 — 达累斯萨拉姆首先关闭的。小城镇步其后

尘。数字过渡项目已接近完成。2014年6月，政府宣

布，数字地面电视已覆盖25%的人口。

据官方估计，在坦桑尼亚约1 030万家庭中，共有

电视机640万台。考虑到免费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市

场规模，预计数字转换过程将影响到拥有电视机家庭

的不足一半：270万电视机接收模拟地面信号，主要

集中在19个城镇。

机顶盒的供应链和成本为坦桑尼亚和许多其他

国家带来问题。机顶盒最初的平均成本约为50-75美

元。接受了坦桑尼亚通信监管机构调查的57%人指

出，他们认为价格过于昂贵。监管机构指出，将制定

一个有助于低收入观众的方案，然而在首都完成模拟

关闭之时，这项目标尚未实现。但是，政府通过减免

增值税和进口关税为降低机顶盒的成本做出了贡献。

坦桑尼亚利用数字转换机遇对广播市场予以重

组，为复用提供商颁发不同于广播机构（内容提供

商）的许可。作为该进程的组成部分，国家广播机构

分为复用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

2010年颁发了三个复用许可：一个颁发给由坦桑

尼亚广播公司和Star Times成立的合资企业（国际付

费电视提供商），两个颁发给私营的坦桑尼亚公司。

自许可颁发后，复用运营商对广播机构施加的高

额传输费引发人们的关注。坦桑尼亚通信监管机构必

须对复用运营商和内容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服务水平协

议和收费以及内容发布权利予以干预。在2012年进行

磋商后，监管机构目前每年对内容基础传输费进行审

议以确保复用收费以成本为基础。

两个更小的（私营）复用公司相对于Star Times

支持的公共复用公司而言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亦受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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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所有三家复用运营商提供激励机制以便在五个

较小的服务区继续建设充足的网络充满挑战。坦桑尼

亚通信监管机构于2014年5月发表的模拟到数字地面

广播的过渡报告指出，政府将为复用运营商提供补贴

以促进网络扩大到尚未转换的区域。这些区域包括坦

桑尼亚人口更为稀少的一些地区。

尽管重组地面电视市场的目标是确保广播机构侧

重于内容提供，而不是信号传输，但本地内容的制作

困难重重。内容服务提供商未能达到政府规定的60%

本地内容的要求，他们提出了用来制作本地内容的基

础设施薄弱以及制作成本高昂等种种理由。转换进程

的速度亦造成问题，在转换过程中一些观众丧失了电

视服务。

在区域范围内分步实现转换意味着坦桑尼亚政府

可以通过同步播放稳步实现数字转换，尽管卫星、工

业设施和人力资源价格昂贵，但这些成本通过对同步

播放时段的限制得到管理。

尽管面临挑战，坦桑尼亚已成功关闭了多数人口

众多城市的模拟电视，而且政府制定了按照达成一致

的国际电联截止日期完成数字转换的坚定规划。这一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实现数字转换的意愿。

坦桑尼亚数字转换项目突出了广泛宣传和提高观众对

数字地面电视作为免费平台的认识的重要性以及政府

强有力的领导和及时的决策。

喀麦隆
为管理向数字地面电视的过渡，喀麦隆政府于

2012年成立了名为CAM-DTV的机构，由部长和公共

广播机构组成。CAM-DTV倾听私营广播机构的呼声并

请其参与进来，因为该机构深知，过渡的成功亦取决

于这些利益攸关方。

相对于无许可有线电视分布（85%的家庭），喀

麦隆的地面电视普及率很低（12.5%的家庭）。政府

旨在利用数字转换进程重组地面电视行业，从而使其

恢复对观众的吸引力。为实现该目标，政府设立了三

个目标：首先通过制作本地内容和施加信道广播义务

推广本地文化；二，使电视格局多样化，通过多样化

的主题信道扩大内容选择；三，将数字地面电视的覆

盖扩展到多数人口（2013年，数字地面电视覆盖率仅

约40%）。DVB-T2已被选作标准。

CAM-DTV未将机顶盒价格作为从有线电视向数

字地面电视过渡的障碍，因为多数消费者已经向有限

运营商每月支付费用。

2014年7月，政府与世界银行签署了3.06亿美元

的贷款协议以推进在达成一致的国际电联2015年目标

日期前向数字地面电视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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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数字转换

800 MHz和700 MHz频段现状

欧洲电视的数字转换规划最早始于1997年，欧洲

邮电行政大会（CEPT）由此为数字地面电视的推出奠

定了基础。CEPT国家之间就此达成多边协调协议（称

为切斯特97协议），以便引入使用地面数字视频广播

（DVB-T）标准的数字地面电视。

欧洲国家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实施数字地面电视

并腾出800 MHz频段中数字红利频率的一些国家。

目前，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寻求将更多的UHF频段从广

播转为移动应用，除已使用的800 MHz频段外，700 

MHz范围内的可用频段亦将用于移动宽带。

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早在1998年就已推出

数字广播业务。然而，由于切斯特97协议未能为数字

地面电视提供新的频率规划，最初的业务是用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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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频谱推出的。新的地面广播数字频率规划直至

2006年国际电联区域性无线电通信大会（RRC-06）

召开后才面世。

RRC-06之后，欧洲的监管机构快马加鞭地实施新

的规划。对于欧洲范围内模拟电视的转换和数字红利

频率的释放，协调工作的关键是欧洲委员会有关统一

800 MHz频段的决定以及相关欧洲委员会有关推动数

字红利释放的建议（委员会2010年5月6日有关统一欧

盟790-862 MHz频段技术使用条件的决定）。该建议

敦促欧盟成员国在2012年1月1日之前停止发射模拟广

播电视信号，但之后的一项欧洲议会决定（243/2012/

EU）将2013年1月1日作为欧盟成员国为电子通信业务

提供800 MHz数字红利频谱的截止日期。十个国家以

及于2013年7月1日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如期完成任务

（见图1）。

未按时履约的国家导致涉及跨边界频率协调等具

体条件的放宽条款的形成。欧洲委员会在以下条件下

接受了12项放宽请求。在为期三年的时间内，继续将

800 MHz用于广播或其他用途，不得对800 MHz移动

宽带业务已投入使用的邻国的无线宽带发展造成任何

问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未请求放宽的两个国家（比

利时和爱沙尼亚）以及未获准提出放宽请求的两个国

家（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都已将800 MHz

频段指配给移动宽带。此外，在2013年和2014年上半

年，七个国家获准采用放宽拍卖许可将800 MHz频谱

用于移动业务（见图1）。

虽然无须欧洲委员会做出决定，冰岛、挪威、瑞

士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家也进行了800 MHz的拍卖，该

频段现已掌握在相关移动运营商手中。

所有完成数字转换的欧盟成员国均通过拍卖

完成了数字红利频谱的指配。这些拍卖或专门针对

800 MHz频段或结合已用于国际移动通信（ IMT）

的其他频段的指配或重新指配（在欧洲，通常为900 

MHz、1800 MHz和2.6 GHz频段，一些国家为3.4 

GHz频段）。欧洲（CEPT和欧盟国家）截至2014年7

月指配给移动使用的800 MHz频段状况见图1。

最近，匈牙利经过9月29日的招标后完成了频段

划分。2014年10月14日，希腊国家电信和邮政委员

会（EETT）公布了出售800 MHz频率（数字红利）

和将2600 MHz频段用于第四代（4G）移动业务的结

果。Cosmote、Vodafone和Wind Hellas在800 MHz

频段分别支付1.03亿、1.031亿和1.0301亿欧元，各

获得两对5 MHz频率组（2×10 MHz）。800 MHz频

谱的一半最初是按照每2×5 MHz 为5 150万瑞郎的固

定价格出售的，其余通过第二轮竞拍出售。许可证期

限为15年，自2015年2月28日生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Wind Hellas将使用新的频率

支持进军4G LTE市场的规划，与已具备成熟的LTE运

行的两家大的竞争对手抗衡。该公司发表声明指出，

新的频谱将有助于运营商推出4G。公司将把新的频谱

纳入网络现代化进程和目前LTE业务的部署。声明指

出，“在关键频谱上的重磅投入将使我们满足用户日

益增长的4G移动宽带的需求并为消费者带来最快的数

据业务。”

在波兰，最早的拍卖计划在2014年2月进行，

然而，由于技术故障，运营商无法获得拍卖文件，

致使拍卖流产。波兰国家管理局 — 电子通信办公室

（UKE）之后修改了拍卖方式，以便避免市场垄断的

出现，例如修改了频谱共用限制，使800 MHz频段中

可共用的频谱拥有量高达30 MHz并消除了竞标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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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目前在900 MHz频段中所拥有的频谱为基础的限

制。由于这些修改，必须开展新的磋商。

塞浦路斯仍利用放宽方式，但监管机构尚未就

800 MHz划分的时间安排做出任何宣布。

保加利亚已告知欧洲委员会，800 MHz将继续用

于公众安全和防御用途，因此，该国需要更长的时间

完成数字转换。暂行的计划是在2017年将800 MHz频

段指配用于移动业务。

在欧盟多数地方完成最初的数字红利拍卖后，

成员国将把注意力转向700 MHz频段（694–790 

MHz）。有关数字转化前的800 MHz频段，多数国家

将此用于数字地面电视业务。

芬兰在700 MHz频段的指配上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监管机构FICORA于2013年1月制定了于2017年

1月1日将700 MHz频段腾出用于移动的规划。芬兰政

府与邻国俄罗斯联邦就两国边界由此重新指配可能引

发的干扰问题举办了磋商。俄罗斯联邦亦考虑将700 

MHz重新划分给移动。俄罗斯联邦已就频谱释放与区

域性通信共同体（RCC）的其他成员和观察员举办了

进一步磋商，同时指出，该国正在考虑统一将此频段

划分给移动无线电业务。

瑞典政府已颁布了决定，自2017年3月31日起将

700 MHz频段用于移动。法国也宣布了重新划分原

则，预计2015年将进行拍卖。德国将于2015年结合

900 MHz、1800 MHz和1.5 GHz频谱对700 MHz频段

予以拍卖。

波兰监管机构开展了一次磋商，请业界各方就未

来700 MHz频段可能的使用情况发表意见。探讨的方

案包括该频段的全面重新划分以及现有广播机构和移

动运营商之间的共用（须遵守地理间隔等条件）。在

英国，Ofcom就移动数据战略和未来可能的频谱释放

开展了一项磋商。磋商包括审议未来对700 MHz频段

的使用。爱尔兰的ComReg也就UHF频段的未来开展

了一项磋商，特别突出700 MHz频段以及爱尔兰对其

所预期的2015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15）划

分变化做出的准备。

在CEPT电子通信委员会第1项目小组于4月28日

至5月2日在卢森堡召开的第46次会议上，围绕欧洲

700 MHz频段采用的信道安排做出了一项临时决定。

该决定涉及在欧洲范围内采用统一的2×30 MHz信

道安排为该频段发放许可（基于大量亚太国家落实的

800 MHz拍卖已在规划中

尚未开始800 MHz的
划分进程

2013年1月1日之后完成
800 MHz划分

2013年1月1日前完成
800 MHz的划分

截至2014年7月欧洲的800 MHz频段状况

来源：Analysys Mason，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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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频段外 频分双工（FDD）或
成对划分频段

保护频段

733 748 758 803703694 788 790

APT频段规划

符合APT
更低双工规划

基于亚太电信组织（APT）更低双工制定的电子通信委员会（ECC）700 MHz频段规划

来源：Analysys Mason，2014年。

2

700 MHz频段规划中的“更低双工”方式，见图2），

以便使成员获得潜在的全球规模经济利益。

虽然800 MHz频段在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指配

给移动宽带，在即将召开的WRC-15上，700 MHz频

段很可能被批准为共同作为主要业务的移动和广播划

分。欧洲国家在数字地面电视和移动宽带所需要的频

谱的差异造成欧洲剩余UHF频谱（470-698 MHz）的

划分面临支离破碎的风险。

为此，电子通信委员会已成立了一个任务组，负

责确定470-694 MHz UHF频段的长期开发和统一情

形。2014年6月发表的用来开展公众磋商的报告草案

为未来使用该UHF频段确定了备选方案，包括继续将

470-698 MHz频段作为主要业务供广播业务使用，将

整个UHF频段用于未来的通信技术。

有关欧洲最佳方案的意见多种多样。一些人主张

在2020年之前将欧洲700 MHz频段用于无线宽带，而

其他人则建议按各国具体情况将700 MHz频段重新用

于移动。广播业强调指出，在2020年之前重新规划势

必严重干扰数字电视业务。报告没有就未来频段的统

一使用做出明确的建议。尽管人们认为，WRC-15之

后，考虑到在国际范围内已做出的决定，欧洲监管机

构将就UHF频率的更长期使用提出进一步建议并做出

决定。

2014年9月，Pascal Lamy为欧洲委员会制定的

报告颁布。报告有关UHF频谱使用的愿景为“2020-

2030-2025”格局，其宗旨是使欧洲分三步实现有关

宽带目标的数字议程，同时为广播的投资和进一步发

展指明方向。报告建议：

 ` 目前用于地面广播网络和无线微电话的700 MHz

频段（694-790 MHz）应在2020年前专门用于整

个欧洲的无线宽带，给出充足的过渡时间，确保

完成实现拟议变革的过渡。

 ` 在2025年之前应对UHF频谱的使用进行审议，以

便评估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

 ` 在2030年之前应保障700 MHz以下剩余UHF频谱

的监管安全和地面广播机构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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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数字转换及后续有关 
600 MHz的激励竞拍计划
美国的数字电视转换开始于2009年。该国采用了同时关停所有模拟电视台站的方法，而非分地

区数字转换。北加州在全面实现数字转换一年前开展了小规模试验，促进了该方法的实施。

制定和采用高级电视系统委员会（ATSC）数字

电视标准是美国实现数字转换的基础。类似于数字

视频广播地面（DVB-T）和综合业务数字广播地面

（ISDB-T）等其他数字地面电视标准，ATSC标准可

以使数字电视广播占用比模拟信号少得多的带宽，从

而能够将频道压缩在一个很小的频谱内。这为美国带

来了数字红利，使其能够将700 MHZ频带用于移动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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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模拟信号
关停模拟信号的最初日期是美国国会设定的2006

年底。由于未能如期实现85%的家庭拥有接收数字广

播的数字调谐器这一目标，最后期限被延至2009年。

在关停模拟信号之前，2008年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对700 MHz数字红利频谱进行了拍卖。官方

称为第73号拍卖的进程始于2008年1月24日，在2009

年2月17日完成数字转换之前，政府出售了在700 

MHz频带的移动网络运营权。

美国之所以能够较早实现数字转换，主要原因

是其依赖天线和地面业务来观看电视的家庭数量较少 

（从2003年的16%和2012年的9%降低至2013年的

7%）。相反，大多数消费者签约了有线电视、互联网

电视或卫星业务，或者越来越多地通过Netflix或Hulu

等互联网业务来观看电视。

发放数字红利许可
在美国，数字转换最初为移动通信共计释放了

108 MHz频谱（698 MHz–806 MHz）。按照计划，第

73号拍卖将为移动通信分配总计2×28 MHz配对频谱

以及6MHz非配对频谱，而2×12 MHz频谱被保留用

于公共安全（见图1）。

A和E段频谱许可证发给了176个称为经济区的较

大地区，而B段频谱许可证则发放给734个相对较小的

蜂窝市场地区。2×11 MHz的C段许可证被发放给10

个区域性经济区组。这10个区域性经济区组中的6个

构成了美国大陆，而余下的其他4个为阿拉斯加、夏

威夷和美国海外领地。2×5 MHz的D段以一个国家许

可证形式提供。D段频谱有较大的限制，因为所有工

作在这一频段的设备必须支持与公共安全设备的频谱 

共用。

在2008年3月20日结束的拍卖上，1090个临

时获胜中标者覆盖了1091个许可证，总计196亿美

元，A、B、C和E段许可证的临时获胜中标总价超过

了这些频段的总计保留价格。但是，由于D段（公共

安全）许可证的临时获胜中标价格未能达到保留价

格，该段未出售。结果是，1090个许可证发放给了

101个竞标者，9个许可证仍保留在FCC手中。如表

中所示，第73号竞拍从净获胜标的中获取总计190亿 

美元。

此后再没有安排D段频谱的竞拍。2012年2月17

日，美国国会同意将D段行政性指派给公共安全，以

支持全国范围内承担特殊任务的公共安全宽带网络的

发展。

后续移动市场发展
在700 MHz竞拍后，美国市场不同无线通信公

司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频谱购买和兼并，这使得目前而

言，大的移动业务提供商之间移动频谱被分割得很不

均匀，如图2所示。由于FCC竞拍的结构问题，也就是

说许可证是以区域而非全国范围内出售，这也导致了

地区间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如图3所示。

A B A BE

C D C D

698 704 710 722 728 734 740 746

746 757 758 775 776 787 788 805 806763 793

配对 先前已拍卖

非配对 公共安全频谱

FCC在2008年的700 MHz竞拍中释放的 
频谱

资料来源：Analysys Mason，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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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FCC第73号竞拍结果

段 频带 许可证数量 频谱数量较大的获胜竞标者 获胜竞标净值 
（10亿美元）

A 2×6 MHz 176 •
•
•
•

Verizon：25个许可证
US Cellular：25个许可证
Cavalier：23个许可证
CenturyTel：21个许可证

3.9

B 2×6 MHz 734 •
•
•

AT&T：227个许可证（66亿美元）
Verizon：77个许可证
US Cellular：127个许可证

9.1

C 2×11 MHz 10 •

•
•

Verizon：7个许可证 
（覆盖美国大陆和夏威夷）
Triad Broadcasting：2个许可证
Small ventures：1个许可证

4.7

D 2×5 MHz 1 未出售 不适用

E 6 MHz 非配对 176 •
•

EchoStar：168许可证
Verizon：5个许可证

1.3

资料来源：Analysys Mason，2014年。

AT&T

Verizon

T-mobile

Sprint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频谱持有量（MHz），移动电话

WCS (2.3 GHz)
AWS (1700/2100 MHz)PSC (1900 MHz)
Cellular (850 MHz)700 MHz

在前100位市场中，美国运营商平均持有的
2.3 GHz以下频谱数量

资料来源：JP Morgan，2014年。

2

AT&T

Verizon

T-mobile

Sprint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频谱持有量（MHz），移动电话

WCS (2.3 GHz)
AWS (1700/2100 MHz)PSC (1900 MHz)
Cellular (850 MHz)700 MHz

在芝加哥市（Cook镇）美国运营商持有的
频谱数量

资料来源：Analysys Mason，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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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0 MHz频谱许可证发放的4年后，美国政府

发布了有关未来对700 MHz以下UHF电视频谱进行重

新规划的计划。有人提议可通过使用一种创新的“激

励竞拍”机制来实现在竞拍过程中，频谱在广播公司

和移动运营商之间的转让。

2012年2月，美国国会授权FCC开始准备600 

MHz频带内广播电视频谱的竞拍工作。其中设计了一

种自愿机制的激励竞拍，鼓励广播机构放弃其频谱使

用权利，回报的是竞拍的收益分享。FCC表示，它希

望更多广播公司能够有兴趣参加，特别是在地面上传

输相对于其产生的利润来说更为昂贵的地区。

正如参加竞拍是自愿的，不能确保所有目前UHF

频谱许可持有者将参加竞拍，而且一些许可持有者

可能希望仅仅是取消其一部分已获许可的频谱。因

此，FCC有权在竞拍之后改变仍有效的广播许可证覆

盖的频率，以使通过竞拍释放出的频谱能够适合移动

通信使用的连续空间。

600 MHz频段临时许可证发放方案
2014年6月2日，FCC发布了其2014年5月15日

通过的激励竞拍报告和法令，包括竞拍实施临时规

则。FCC预期将在2015年秋季接受竞拍申请，并于

2016年初开始竞拍。

为参与竞拍的广播公司提供的竞拍价格将根据诸

如频谱覆盖地区的位置、潜在干扰以及区域内人口数

量进行调整。然后将价格调低，并允许广播公司在任

意价格上退出竞拍，直到参加竞拍的公司数量不是太

多。这一退出价格确定了移动运营商需要支付的最低

费用。如果它们选择参加今年竞拍，则广播公司可以

有很多选项，包括放弃频率或者转移到另一个频道上

去。

因为广播公司参加竞拍的自愿性质，FCC不可能

在反向竞拍完成之前制定频带规划。对最终形成的频

带规划的唯一约束是第37频道（608-614 MHz），这

是用于无线医疗远程服务和无线电宇航业务，不能重

新配置。FCC临时性地表示其计划将6 MHz广播频道

转换成5 MHz基础块，以便用于创建移动通信配对使

用的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频谱段。

这一频段方案最终完成后，将开展正向竞拍（移

动运营商竞拍新释放的频谱）。这将包括一个上升的

时钟格式，其中价格从低开始，不断向上调整，运营

商竞拍通用频谱段。如果在正向竞拍（没有对许可证

的额外需求）中提交的最终标的足够覆盖向广播机构

支付的激励款，则激励竞拍结束。在结束这一正向竞

拍后，将开始频谱的分配，并允许竞标者选择其具体

拍下的频谱段。

在最终完成竞拍和广播公司付款后，那些选择放

弃频谱或分享一个频道的广播公司将有3个月时间来清

理其频道，而那些选择放弃其现有频道并转移到另一

个可选频率的广播公司将有39个月时间来完成转换并

停止其在原有频道上的操作。这些重新包装的频道将

可以分享一个17.5亿美元的再分配基金，该基金为商

业运营商和多频道视频节目配送商补偿其80%的再分

配成本，并为非商业基站补偿90%的再分配成本。

通过这一计划的竞拍，预计在美国，在UHF频

谱700 MHz以下的更多部分将能够释放供移动通信使

用，从目前700 MHz频带以下可能降低至600 MHz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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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 
数字转换

部分拉美国家已在数字地面电视部署方面取得

长足进展。本文重点讲述处于该区域数字转换前列

的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案例列举了数

字地面电视转化过程中的部分挑战。

墨西哥和巴西是拉美数字转换市场的先行者，

也是最接近完成这一进程的国家。虽然她们选择了

不同的数字地面电视技术，但两国的情况都表明，

积极接纳广播行业参与是成功的关键，而且政府也

应当推进数字转换进程，并帮助最贫困的居民获得

数字兼容设备。

对于以地面电视作为其主要电视平台的大国而

言，数字转换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可能产生

区域性影响，因为已处于数字转换后期的国家不易

将数字红利频率重新划分给移动使用，而邻国依然

在广播业务中使用这些频率。

拉美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涉及联播时段（例如

该阶段已在圣保罗持续了六年多）和停播过程的管

理。墨西哥和巴西的最佳做法案例，可在确定能够

最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网络参数、接纳利益攸关方

参与并开展试点测试方面惠及区域的其它国家。政

府强有力的支持和行动，是在数字转换过程中应对

出现的挑战的需要。

巴西巴西利亚：巴西数字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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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巴西率先在南美市场部署了数字地面电视，于

2007年开始了数字网络的部署，到2013年年底已进行

了整整六年的数字传输，而当时该地区的其它国家才

刚开始制定数字转换规划。

但这一过渡期十分漫长，虽然于1999年首次推出

了数字地面电视，但最终的模拟停播直到2016年才能

实现。国家电信管理局启动了数字电视传输，以评估

技术和经济参数，作为政府做出全数字转换、模拟停

播和释放数字红利决定的依据。

与墨西哥形成对照的是，巴西选择采用最初日本

制定的综合业务数字地面广播（ISDB-T）标准，但采

用不同的视频压缩技术。巴西将这一标准重新命名为

巴西数字电视系统（Sistema Brasileiro de Televisão 

Digital — SBTVD）。许多其他南美国家也效仿巴西

为其数字地面电视网络选择了SBTVD系统。只有巴拿

马、哥伦比亚、苏里南和圭亚那采用了多数欧洲国家

使用的数字视频地面广播（DVB-T）标准。

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初期，国家电信管理局 

（与大学和广播商合作）就可行的数字转换方法开展

研究。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入这一进程并使他们保持

全程参与，是巴西数字转换成功的关键。

截至2013年底，几乎所有（98%）的巴西家庭拥

有电视机，其总数达6000万户，但其中只有31%的家

庭订用付费电视服务，成为南美使用比例最低的国家

之一。因此，70%的居民都将受到数字转换的影响。

巴西政府认为任何巴西人的家中都不能缺少电

视，但与该区域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巴西有很大一部

分低收入家庭无法承受新数字电视机或机顶盒的费

用。因此，政府帮助2000万家庭通过2013年制定的“

我的家庭至宝”（“Minha Casa Melhor”）计划购

置这些设备，向最贫困家庭提供低息（0.4%）贷款以

购置家用电器。这项巴西银行的贷款可以资助价值达

1400里尔（约600美元）的数字地面电视机。

停播必须分阶段进行，以便为保证提供充足的数

字电视机和机顶盒赢得时间。政府应有计划地逐步关

闭模拟信号，首先从最大城市开始。数字信号最先是

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等大城市开始广播

的，而这些城市也可以成为模拟停播方案的试点。一

旦大城市完成了模拟停播，这一进程将在2015-2018

年在较小城市延续。

南美将巴西广泛地视为妥善进行数字转换的典

范，它通过保持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在大城市开

展试点项目、为每个地区和城市制定适用时间表并帮

助全体公民获得数字设备而取得了成功。

 墨西哥
墨西哥于2004年开始部署数字地面电视。虽然数

字转换过程尚未完成，但墨西哥有望于2015年12月

31日成为拉美第一个完全停播模拟地面电视信号的国

家。

墨西哥政府出于两个主要理由，在数字地面电视

的部署工作中选择了与美国相同的数字地面电视技术

标准。首先，美国是在几年前完成数字转换的，而居

住在边境地区的墨西哥居民已经采用了与美国先进电

视制式委员会（ATSC）标准兼容的机顶盒或电视机。

第二，墨西哥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之一，主

要向美国出口其数字电视机，因此采用相同标准有助

于针对出口市场的生产。

目前，墨西哥的3 000万个家庭当中97%拥有电

视机，其中46%订购付费电视服务。模拟停播会影响

到1 550万个家庭，如不进行数字转换，他们将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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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电视服务。实际上，最近才针对付费电视颁布的 

“强制承载”内容的义务，将使所有3 000万个家庭都

受到影响。

在启动全国性数字转换进程之前，墨西哥政府决

定在提华纳市开展一个试点项目。虽然最初出现了一

些负面报道，它最终被视为一个成功项目。于2013年

7月18日实现模拟停播后，在700 MHz频段腾出了48 

MHz的频谱。目前该国其它地区正在利用从试点计划

获得的经验，推进模拟停播进程。

该国政府按照模拟地面电视市场的结构，向每家

广播商颁发了数字执照。虽然这免去了为数字地面电

视另建传输公司而进行市场重组的必要性，但这一做

法的数字红利频谱利用率似乎并不高。

政府配给每家广播商一台ATSC多路复用器。但根

据ATSC标准，6 MHz的多路复用器只能拥有两个高清

频道或六个标清频道。这意味着要满足数字地面电视

服务的需要，频谱需求将会更大而不是更小。美国的

情况与此形成对照，数字转换产生了数字红利。

为确保墨西哥在大比例人口收入底下的情况下成

功实现数字转换，该国政府决定于2014年年初向最贫

困家庭提供近1 400万台高清电视机。通过补贴让这

些家庭享受到数字地面电视服务不仅成本高昂（约为

190亿墨西哥比索，相当于15亿美元），还给整个电

视制造业带来风险，在需要满足需的同时，可能形成

一个销售政府资助电视机的二手市场。

迄今尽管存在这些风险，墨西哥依然成功地完成

了向数字地面电视的过渡。作为拉美数字转换进程步

伐最大的国家和该区域最先制定数字转换规划的国家

之一，墨西哥根据国际经验做出了多项选择，但未获

得区域内其它国家的任何最佳做法示范。这种影响使

该国做出了采用ATSC标准的选择和向最贫困家庭提供

高质量电视机全额补贴的决定。

其它美洲国家
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和乌拉圭同多数拉美国

家一样，都为数字地面电视选择了巴西标准，并能够

利用巴西的最佳做法实现数字转换。

所有这些国家的付费电视普及率都远高于巴西 

（阿根廷78%、委内瑞拉68%、智利67%和乌拉圭

64%）。由于依赖数字地面电视的家庭较少，模拟停

播造成部分家庭没有电视信号的问题，则不如巴西那

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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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数字转换

整个亚太地区各国市场环境不同，因此在数字转

换方面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在免费电视占主流的

国家，首要的是要确保数字地面电视在价格上要能被

大多数人所接受。一些国家为此设立了基金，以支持

特殊类型的收视人群（如老年人或低收入家庭）。但

在那些广泛采用其他电视平台提供数字电视以及在付

费电视普及率很高的国家，要让数字电视对收视人群

有吸引力，就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本文介绍亚太地

区的一些国家是如何解决数字转换问题的。

本文提到的一些国家在数字转换方面都制定了预

计将在2015年至2020年之间完成的五年或十年规划。

各个国家都计划将分阶段部署数字地面电视，这其

中领先的通常是人口最多且通常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区

域。

各国采用的数字地面电视标准并非一致，在数字

电视许可、推广和普及方面采用的举措也不尽相同。

在数字电视业务能够由宽带网络广泛提供且有大

量家庭用户签约付费电视（如新加坡）的国家，提供

免费地面数字电视业务的目的是要照顾那些尚未签约

付费电视的家庭。

越南
在越南，2000多万电视收视家庭中绝大多数在

过去是免费模拟地面电视用户，可以收看109个国家

级、地区级和本地免费节目。到2011年，越南已经有

很强的免费数字电视基础，12.5%的电视收视者收看

数字地面电视。越南于2000年启动了第一个数字视频

广播—地面（DVB-T）测试系统，2005年，越南政

府确定了在全国部署数字地面电视的政策。自2011

年起，模拟和数字信号开始同时播放，预计在2015至

2020年间逐步关停模拟电视。有关部署DVB-TT2的计

划正在实施。

基于3个全国范围的广播公司和63个地方广播公

司，越南电视产业具有区域多样性的特征。此外，越

南还有大约40家电缆运营商和4家卫星直接入户运营

商。越南电视数字化的目标是要维持本地和国家电视

信道的多样化。目前，各个地区网络提供商和广播

公司负责确保为每个阶段数字转换提供必要的基础设

施。

越南政府利用数字转换对其地面数字电视产业进

行垂直改革，目的是使传输公司为广播公司提供数字

复用业务。越南为免费电视建立了4个国家级数字复用

站，为付费电视业务建立了3个国家级数字复用站。越

南计划在每个地区为现有本地电视业务数字传输各建

立一个数字复用站。

在越南，数字转换规划也组成了该国信息通信

技术部门改革的更广范围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

括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以及增强固定和移动宽带基础设

施。对于数字地面电视，越南政府已经确定了在2020

年前关停模拟信号后让绝大多数所有家庭都能看上数

字电视的目标。

越南政府预计，如果没有数字接收机，该国有

850万电视收视家庭将在关停模拟电视信号后不再能

收看电视。这对该国在6年内逐步关停模拟信号的决定

产生了影响。越南5个中心城市将首批关停模拟信号，

随后是南部和东部中心和沿海城市，最后是西部和北

部偏远山区和人口稀少地区。该国政府于2014年4月

在关停信号前宣布，所有新的尺寸在32英寸以上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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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机都必须内置数字电视接收机，以提高DVB-T2接收

机的普及率。

在越南，频率规划最初只涉及为移动业务重新划

分UHF上部分频段（790 MHz以上），且数字地面电

视使用的频率最高也就到这一频段，不过，更长期的

规划是要让数字地面电视使用UHF的21-48信道（将

694确MHz以上的频谱划分给移动通信使用）。根据

地面电视多媒体广播（T-DMB）标准，VHF频段III也

将被用于数字电视和数字无线电业务。

越南发起了一个由普遍服务基金支持的宣传活

动，目的是支持数字电视转换。该活动将利用报纸、

电子和传统广告媒体、街头促销以及网站和呼叫中心

等渠道进行宣传。越南政府正在考虑采用税收激励方

式，鼓励制造商和消费者生产和购买机顶盒、发射机

及接收机。

斯里兰卡
在斯里兰卡，大约有350万家庭用户拥有电视接

收机。该国主要提供免费地面电视，向公众提供的电

视频道有23个。

斯里兰卡于2012年制定了数字转换路线图，提出

了在2017年之前实现关停模拟信号的措施。此后，该

国对相关政策框架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将数字广播技

术从DVB-T改为日本研发的数字地面电视标准，即综

合业务数字广播—地面系统（ISDB-T）。ISDB-T标准

能够实现固定、便携和移动接收机包括任何具有内置

功能的移动手机接收相同的信号。

该路线图指出，数字转换要想取得成功，前提

条件是要将政府、广播机构和收视者由此产生的成本

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斯里兰卡大众媒体和信息部在

2014年7月给出的回应中表示，考虑到移动电话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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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率，较低收入阶层将通过移动设备接入数字电

视。ISDB-T在支持移动设备传输方面的功能被视为是

斯里兰卡绝大多数人的最经济的接入手段。

除了斯里兰卡和日本，其他宣布接受 ISDB-T标

准的亚太国家包括马尔代夫（2014年4月确认）和菲

律宾（2013年11月）。传统上，ISDB-T在日本使用

６MHz频谱。但是，博茨瓦纳和马尔代夫已经计划

ISDB使用8 MHz的信道。虽然DVB-T和ISDB-T接收机

成本差不多，但ISDB-T通常在传输时使用6 MHz，而

DVB-T使用7 MHz或8 MHz带宽。很多国家也选择将

ISDB-T用于其地震和海啸早期预警的消息发送。

新加坡
新加坡于2011年开始DVB-T2的试验。目前其正

处于数字化演进过程之中，数字转换预计将在2020年

之前完成。新加坡于2014年6月前向其5个中心城区居

民提供了数字电视，并计划于2016年前实现全部居住

地区覆盖。新加坡计划在随后至少两年内同时播放模

拟和数字信号。

预计新加坡不会在数字转换过程中改变其许

可证或电视市场结构。该国有3个全国范围的经许

可的广播机构：MediaCorp提供全国范围的免费信

道；StarHub是有线付费电视提供商；SingNet是

SingTel的下属公司，通过其宽带网络提供付费电视业

务。全国性的经许可的公司目前向新加坡媒体开发局

上缴其总收入的2.5%。

该国政府预测，2013年该国有115万家庭用户拥

有电视机。政府支持融合的政策催生了业务提供商通

过国家宽带网络和数字地面电视网络提供数字电视传

输业务。宽带业务提供商StarHub和SingTel都在其宽

带平台上提供数字电视业务。预计StarHub拥有543 

000个签约用户，SingNet拥有390 000个用户，这意

味着全国范围内60%的家庭用户已经通过宽带提供商

提供的付费电视业务接收数字电视。

在新加坡，剩下的非付费电视收视者接收由国家

投资公司Temasek全资拥有的MediaCorp提供的免费

地面电视。MediaCorp是垂直综合的内容购买商和生

产商。9个经许可的专营电视提供商通过互联网电视提

供80套各种语言的线性、点播频道。这些许可证限制

每个频道的收视者不得超过100 000人，或者每日广播

信号的不同收视用户数量不得超过250 000个，且采取

宽松管理制，不必受传输、所有权或广告义务限制。

新加坡于2011年8月至12月对DVB-T2进行了试

验，目的是要确保其适应新加坡的人口密集的城市环

境。在新加坡，每个用户将不仅需要DVB-T2机顶盒，

同时还需要一个室内天线。

2012年，新加坡媒体发展局发布了对制造商的有

关DVB-T2接收机的规范，并开始在多个频道开展消费

者和零售商知识普及活动，包括在大的电子零售商场

发放和张贴小册子、设立技术支持热线以及在媒体发

展局网站上增设专栏并发布新闻等。这一公众知识普

及活动将在2015年全年持续开展，政府也将规划如何

开展巡回宣传活动，要在2016和2017年之前将有关信

息的小册子发放到每个家庭。新加坡媒体发展局正在

与MediaCorp、SingNet、StarHub以及大的零售商在

此问题上开展密切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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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12月起，新加坡的7个MediaCorp免费

频道已经以数字格式广播。这些信道中的4个也已经以

高清形式广播，剩下的3个将于2016年升级至高清频

道。

新加坡在2014年的预算里为媒体发展局划拨了约

1.73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18%。增加的资金将主

要用于公共服务广播开支基金和数字转换支持计划。

新加坡政府已宣布家庭月收入低于1520美元或住在公

屋中的家庭将受惠于该支持计划，包括免费发放一个

机顶盒、一个内置天线和免费安装服务。预计该计划

将覆盖约160 000户家庭，并将在下个3年内完成。媒

体发展局也将与志愿福利组织合作，开展一系列公众

拓展活动，目的是要在全年内加强与居民特别是老年

和残疾人在数字电视信息方面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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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 自由化30年
供稿：Megabuyte.com首席ICT分析师Philip Carse

编者按：在本文中，用楷体字来表示Megabuyte对各公司样本数据库的分析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国家向移动运营商发放

许可证以来，欧洲电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典型的是

现有的固定电话公司与移动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各国在

迈向市场自由化的速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别，但典型地都

涉及一种混合模式：营运者预先选定，按现有公司对批

发线路、宽带和本地回路进行拆分；彻底放开基础设施

方面的竞争；额外的移动运营商发放许可证，以及批准

MVNO（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提供服务，并允许有线

电视公司提供电话服务。30年过去了，欧洲电信行业都

有哪些增长、哪些挑战和哪些机遇呢？

Megabuyte对80多家主要在欧洲开展业务工作的电

信和网络运营商的金融、企业和战略活动等开展了跟踪

分析，这些运营商的收入至少为5000万欧元，它们在主

要的欧洲市场获得了总计2600亿欧元的收入（并在全球

范围内的市场获得了总计4100亿欧元的收入）。在我们

的分析中，排名在最前面的9家运营商是现有的电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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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早期的移动运营商先锋（由德国电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onica）、沃达丰公

司（Vodafone）和Orange公司引领）。自由全球公司

（Liberty Global）是顶级的非欧运营商/来自美国的外来

者，排名第十。80家公司大致分为收入至少10亿欧元的

一部分公司和收入低于10亿欧元的众多公司，后者主要

为商业通信市场提供服务。在较大的公司中，大多数都

是现有的电话公司、排名第二/第三的移动运营商或有线

电视运营商，也存在一些有限的例外情况（值得注意的

是，包括德国的联合互联网公司（United Internet）、英

国的Talk Talk公司和COLT公司）。

总的来说，“现有的电话公司”仍占行业总收入

的2/3左右，在其国内固定电话市场和移动电话市场，大

多数现有的电话公司仍占据着第一的位置，并且是其它

地理市场的主要竞争者。只有移动电话业务的公司（如

EE公司、Bouygues公司、Hutchison 3G公司）在行业

总收入中占1/5左右，其余的属于有线电视公司（如维珍

媒体公司（Virgin Media）、电信网络公司（Telenet）和

ComHem公司），以及可称为“替代网络提供商”的

各公司 — 独立公司，从拥有丰富的基础设施的专业网络

公司到纯商业通信经销商。各组都有某种不同的财务特

征，尽管一般来说，有线电视公司目前与其同行（即现

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商）相比，处于十分有利的

地位，尤其对后者而言，正遭受收入与利润下降、资本

支出账单增加及自由现金流因此而减少的困境。

有线电视运营商整体财务状况最佳
基于2013年的数据，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

商收入下降了4%-5%（如图1所示），主要归因于监管

驱动的移动终端和漫游资费的下降。相比之下，有线电

视公司的收入平均增长了1%，这得益于更高的电视收

入增长以及更低的移动终端资费。各替代网络提供商的

收入平均增加了近6%，主要归因于它们通常更小、更敏

捷，可以在稳定的市场中获得市场份额的增长，虽然意

义重大，但“有所改善的”并购（合并和收购）通常也

更容易实现。即便如此，各替代网络提供商在财务状况

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并不是所有的差别都可以归因于

国家、市场细分或公司年代。

事实上，如同现有的电话公司，许多早期的替

代网络提供商目前在商业模式上面临同样的风险，原

因是它们有可能失去来自传统业务的收入，同时需要

投资新的业务。这对德国的替代网络提供商（例如， 

M-net公司、QSC公司、Tele Columbus公司、Ecotel

公司、NetCologne公司和3U Holding公司）、意大

利的Tiscali公司以及多国网络运营商（例如，COLT公

司、Interroute公司和euNetworks公司）更是如此。在这

方面，Jazztel公司的表现值得注意。尽管处于10亿欧元

的收入层面，但该公司在高度竞争、经济上面临严峻挑

战的西班牙市场，整体上还是取得了15%的增长，引领

西班牙的三网合一消费者服务市场。在规模/增长方面唯

一超过Jazztel公司的欧洲电信公司是法国的Iliad公司，

它在2014年的收入增长了19%，达到32亿欧元。

除了在收入增长方面击败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

动运营商，有线电视公司在利润方面也表现良好，在

EBITDA利润（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 

— 分析师喜爱使用的一种现金收入度量方法）方面约为

8%

6%

4%

2%

–2%

–4%

–6%

0%

替代网络
提供商

有线
电视公司

现有的
电话公司

移动
运营商

基于数据库样本的平均值

压力下的欧洲收入 — 平均变化值1

欧洲 — 自由化30年

2015年3月 | 4月    《国际电联新闻》双月刊第2期 35



45%，相比之下，现有的电话公司为34%、移动运营

商为26%、替代网络提供商为21%。考虑到在移动终

端和漫游业务收入方面丢失的高额利润，以及对EBITDA

的负面影响因客户服务、销售与营销、网络等方面的成

本节约而得以减缓，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商相对

稳定的EBITDA利润状况实际上已相当令人印象深刻。

EBITDA的变化趋势也更有利于有线电视公司，平

均增长2%，相比而言，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商

平均下降5%，大体反映出了基本的收入趋势。替代网络

提供商的EBITDA实际上获得了惊人的强劲增长，为12%

（如图2所示）。

为了监控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

自由现金流（FCF） — 我们也需要考虑资本投资（我们

使用EBITDA减去资本支出作为自由现金流的一个代用

品）。有线电视公司拥有最真诚的资本支出清单，在总

收入中占18%，相比而言，移动运营商和现有的电话

公司为14%-16%，典型的、轻资产的替代网络提供商

为8%。因投资于宽带业务领域，有线电视公司、现有

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商的资本支出也增长了7%-9%

（如图3所示）。考虑到EBITDA和资本支出利润，在

FCF方面，有线电视公司处于领先地位，收入的26%为

FCF利润，相比而言，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商

为16%-17%，替代网络提供商为14%。考虑到许多替

代网络提供商通常是商业通信服务的经销商，其平均利

润状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为此需要采取相对较小

（如果有的话）的技术或产品风险，但仍常常需要设法

产生回报，从而不使自己落下竞争对手太远，如在规模

上比其大得多的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运营商。尽管

FCF利润压力巨大，有线电视公司、现有的电话公司

和移动运营商仍从其网络业务中获得了大量的现金用于

支付股息，类似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各公司。

在欧洲电信运营商中，有线电视公司如何形成回报

和增长的最佳组合？总的来说，相比其现有的固定电话

竞争对手，有线电视网络在技术上更先进，尤其在宽带

能力方面，它们拥有更大的增长领域（如视频）。它们

也在新整合的、三网合一/四网合一业务模式中处于前沿

地位。这也难怪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公司又“杀回”

这些领域，尤其是宽带和整合领域。

基于数据库样本的平均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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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电话公司和移动电话
公司以宽带进行反击

所有主要的运营商现都在斥巨资，利用4 G移动

技术、甚高速数字用户线路（VDSL）+vector ing技

术、DOCSIS 3.0技术、光纤到户（FTTP）技术和光纤到

机柜（FTTC）技术等，着力推动宽带技术的快速发展，

相比现有技术，这些技术都能提供快得多的速度。对移

动运营商和有线电视运营商来说，4G和DOCSIS 3.0是相

对简单、比较容易实现的技术方案，现有的电话公司则

在更加昂贵但更加持久有效的FTTP和FTTC技术之间面临

更加复杂的选择方案，在技术选项方面，欧洲面临更加

复杂、更加混合的局面。

LTE/4G或许代表的是一种巨大的技术进步，给移

动设备带来了真正的、高达300 Mbps的宽带速度，通

常可用的为15-20 Mbps。就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

而言，移动网络运营商也在推动实现4G的积极影响，加

快了4G计划的推出。已经落后美国市场相当大的差距，

欧洲的移动网络运营商正在积极反击，2014年底，英国

的EE公司拥有了770万个4G用户，或占其用户群的1/4

左右，打破其最初确定的2014年目标，即600万个4G用

户。监管影响前景的改善以及公司特定的因素为增加投

资提供了有力支撑 — 例如，Vodafone公司从出售其威瑞

森无线通信公司（Verizon Wireless）的股份中获得了意

外的收获。

对固定线路宽带提供商而言，技术升级没那么直

接，现有的电话公司有多种选择方案 — 例如，在光纤到

户（FTTP）与光纤到机柜（FTTC）/VDSL之间进行选

择 — 选择通常基于各种因素，包括住房密度、监管环境

等。主要的运营商，如BT公司和Deutsche Telekom公司

等，选用成本较低的VDSL技术，而市场，如葡萄牙市场

和瑞典市场等，则看到FTTP的普及率获得强劲增长。当

然，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有多少典型的带宽消费者真

正需要这些技术，一些人争论支持0.5-1 Gbps的FTTP，

而另一些人则声称20-200 Mpbs的各种VDSL模式更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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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0年，瑞典的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Bredbandsbolaget公司）认为，其（当时的）市场主

要提供的是10 Mbps业务，通过其光纤网络来提供，供

应量超过了任何家庭所需！教训或许是，许多时候，所

谓的需求往往是服务提供商自己创建的。

一个正在整合的战场
另一个关键的行业主题是整合，大多数主要的关

于消费者的运营商现在都在寻求三网合一或四网合一策

略，力图将固定电话业务、宽带业务和移动电话业务、

视频业务结合起来。整合不仅仅是使用共同的品牌、统

一的价格和折扣 — 整合还体现在技术上。例如，德国

电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使用一种混合路由器，

来将4G和VDSL结合起来，而自由全球公司（Liberty 

Global）则通过在其有线电视网络中使用Wi-Fi，来提供

更好的家用移动电话整合方案，并节约其MVNO方案的

回程费用。一般来说，整合有助于广泛减少扰动，并能

提高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有线电视公司着手整合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有的电话公司则在积极寻求对家

庭移动电话的覆盖，以及利用视频来维持对其固定宽带

业务的需求。

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目前的市场结构有助于其

实现整合，主要的运营商均强势地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

业务领域，如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付费电视。英国在

此方面是个例外，原因是其大多数主要的运营商都只唯

一地关注固定电话业务或移动电话业务，造成这一结果

的部分原因是2001年英国电信公司（BT）脱离了O2公

司。BT公司决定通过与EE公司达成的MVNO协议来重

新提供移动业务，这引发竞争对手重新审视自身的重大

战略，BT公司现正在寻求全面收购EE公司，3UK公司

正在与O2公司探讨合并事宜，Vodafone公司、Virgin公

司、Sky公司和Talk Talk公司也正在考虑自己的方案。EE

公司的所有者（Deutsche Telekom公司和Orange公司）

举起了“待售”的牌子，英国的O2公司（Telefonica公

司）清楚地表明，在一个整合的世界里，只有移动业务

的公司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整合趋势在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等国的移动运营商/

有线电视公司的合并中也得到了体现。移动运营商的合

并也在加速进行，在过去的1-2年间，奥地利、德国和爱

尔兰的移动运营商从4个合并成了3个。挪威也在推动类

似的活动，并可能出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尽管此类合并通常与严格的监管警告（例如，新的

MVNO或者频谱出让方面的要求）有关，但在高度竞争

和动荡的市场，这些合并是一种合理的趋势。

2015年展望
尽管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欧洲现有的电话公司

和移动运营商的财务状况相当暗淡，但仍有一些理由相

信，在日益增长的超高速宽带需求的推动下（这种需求

即针对固定电话也针对移动电话），欧洲主要的电信公

司在2015年是有希望的。特别地，4G/LTE的投资回报速

度显示，它比最初的预期要快得多（就此而言，在某种

程度上，“长期演进”就显得有些用词不当了），3G的

混合经验部分地调和了最初的预期。同时，减少监管影

响，提高各竞争对手对合并的接受程度，也扩展了移动

运营商的前景。现有的电话公司需要找到如何最好地发

挥其4G网络作用的方案，且不威胁到其铜缆接入网络这

颗“摇钱树”，同时密切关注其财力雄厚的有线电视竞

争对手。

Philip Carse是Megabuyte.com的首席ICT分析

师。作为城市瑞银（UBS）、花旗集团（Citigroup）

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城市分析师，作

为PA咨询公司和NERA公司的顾问，以及作为其自有

之Teleq咨询公司的顾问，Philip Carse拥有25年的电信

领域经验。Megabuyte是一家设在英国的公司，主要为

电信、信息技术和软件公司，不论是公共的公司还是

私营的公司，提供金融、公司和战略活动等方面的分

析和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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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专访 
Michel Combes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 
首席执行官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认为影响运营商和/
或推动行业转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Michel — 对这两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网络运

营商和网络本身的转型正因为对容量空前的和

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受到巨大影响，这是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和各种各样通过物联网（ IoT）

连接起来的设备崛起的结果。随着设备和机器

连接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这种需求只会进一步 
提高。

对阿尔卡特-朗讯公司而言，从中获得了一

系列结论。首先，我们拥有强大的信念，网络

运营商 — 和我指的是电信服务提供商以及运营

信息技术（IT）网络的企业和机构 — 将越来越

多地采用网际协议（IP）技术，来应对因数据

容量和通信流量的增长而带来的挑战。最终用

户，如消费者和企业不只需要更多、更快的数

据连接，而且需要更宽的带宽 — 这类似于当路

上有更多的汽车并因此而需求更宽的高速公路

时，该如何应对更大的交通流量以防止出现交

通拥堵。

其次，运营商也必须实现运营效率和成本

效率的结合。虚拟化技术在此扮演重要角色：

云网络、云存储、网络功能虚拟化（NFV）和软

件定义网络（SDN），所有这些使得运营商能够

将其网络移到云上，并开放至关重要的网络资

源，甚至减少对昂贵的房产和耗能硬件的物理

需求 — 简而言之，可大大降低对硬件体积和能

量的需求。

高层专访 MiChEl Co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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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光纤接入（FTTx）。能够更紧密、

更经济地为住宅或商业区域提供基于光纤的超

宽带接入 — 同时消除这样做的复杂性 — 将对

数字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将扩

大网络覆盖范围、消除数字鸿沟、改善社区和

商业生活。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在G.fast方面的工作（以及其

它公司的工作）如何影响FTTH的业务案例 — 铜
缆能否与光纤的部署竞争或者增强光纤的部署？

Michel — FTTx仍然是许多运营商的终极目标，

许多人认为FTTx是唯一的、“永不过时的”解

决方案。G.fast无意取代FTTx — 相反地，对解

决难以到达地区的网络接入而言，铜缆是一种

很好的补充工具，并能保持比较低廉的部署成

本。

在对G.fast的利用程度上不同国家的不同运

营商间相差很大，原因是在光纤部署过程中，

各运营商遇到了各不相同的障碍。G.fast有助

于改善业务状况，将有助于加快推动光纤的部

署。在任何给定的部署中，运营商都将尽可能

采用“完全的”FTTx；但若不可能采用“完全

的”FTTx，不论是因经济上的缘故还是因物理

上的缘故（例如，对历史古镇中的受保护建筑

而言），对“最后一千米”而言，G.fast都是理

想的解决方案，其宽带速度将堪比光纤。这也

将有助于确保运营商留住客户，降低连接每一

个用户的平均成本。

对G.fast非常强烈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截

至2014年底，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已经进行了23

次有关G.fast的试验，目前正在开展另外的7次试

验。这非常有意义，因为铜缆和光纤的支持者

都对此感兴趣。

 

编者按：参见本期中由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提供的

关于G.fast的另一篇文章。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Michel — 自2013年4月我接任阿尔卡特-朗讯公

司首席执行官（CEO）以来，我的一项优先工

作就是恢复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2013年6
月，我们推出了“转型计划”旨在重新定位阿

尔卡特-朗讯公司，使之成为一个致力于日益增

长的下一代IP技术、云技术和超宽带接入技术

的专业公司，同时降低成本以达到可接受的行

业基准，剥离资产，重新安排债务。所有这些

都要在2015年底实现。如同我们在自“转型计

划”启动以来连续的财务业绩报告中所报告的

那样，我们在这些维度上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

的进展。现在还是2015年初，只有当我们实现

2015年“正现金流转”的最终目标时，我们才

能全面判定取得的进展，这将是我今年的首要

任务。

您个人觉得在如电信这样快速变化的行业

中，领导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向前发展哪

些方面最具挑战性与/或最具成就感？

Michel — 当我加入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时，我们

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自2006年合并以来，公

高层专访MiChEl CoM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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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创造利润方面遇到了明显的困难。此外，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处在一个快速转型、

整合的行业中。

随着语音电话让路给数据通信，电信和信

息技术之间走得越来越近。今天，我们不再只

将语音和文字作为两种单独的功能来交流，而

是结合使用语音、视频、图片和社交媒体来交

流，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设备可助我们开展相

互交流。

伴随所有这些快速演进趋势，以及对数据

容量前所未有的需求，阿尔卡特-朗讯公司不得

不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以便更具活力、更加

敏捷、更加专注于新技术，来提升和支持这些

新兴的通信领域。与此同时，我鼓励发扬创业

创新精神、挑战自我、摆脱旧的行为模式。新

兴企业的特性是大胆、快捷和活跃，历史悠久

的科技巨头则不然。因此在阿尔卡特-朗讯公司

内鼓励推出Nuage网络创业计划，开发基于软件

的网络技术，这些新技术已经开始被电信行业

和非电信行业的主要客户采用。

显然，很高兴地看到公司正在积极应对富

有意义的转型带来的挑战。在我们推出“转型

计划”之前，阿尔卡特-朗讯公司已经通过了若

干重组计划，因此我能理解，员工们在重组计

划中存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不过，依托“

转型计划”，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行事风格：首

先，我们创建了一个行业计划，以重新定位阿

尔卡特-朗讯公司为一个致力于IP技术、云技术

和超宽带接入技术等下一代技术的专业公司，

这将改变电信领域和企业领域的数字通信；其

次，我们实施了一个金融计划，以解决有碍阿

尔卡特-朗讯公司可持续盈利的根本性弱点；第

三，我们实施了一个重新点燃创新热情、焕发

创业思维的计划，在公司内部营造良好的创业

心态，着力创建一个敏捷的、大胆的、随时准

备迎接挑战的公司，努力使阿尔卡特-朗讯公司

成为业界技术领袖，而不只是一个技术公司。

我们已经看到所做的一切开始得到回报。

我们的员工开始理解需要从传统技术向下一代

技术过渡，我们的客户最终将采用这些新技术 
— 并且我们的许多客户确实已经着手采用这些

新技术。员工们也开始理解我们的艰难抉择，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形态和规模，不能“眉毛

胡子一把抓”，而应致力于将我们的专业技能

投向我们赖以生存的技术市场和增长市场。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抉择带来的积

极成果：2014年第4季度，我们看到了重新定位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而带来的业务强劲增长，包

括我们的IP路由业务收入获得了15%的增长。事

实上，从这些下一代技术中获得的收入整体上

占集团2014年销售总额的67%以上。我们也看

到，非电信行业的客户在我们的IP业务中占有

了更大的份额 — 约为15%，这是一个令人满意

的结果，表明我们有关此领域的战略选择是正

确的。看到我们的努力正得到回报实在令人欣

慰，我信心满满，对阿尔卡特-朗讯公司的未来

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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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ast：越来越快
Stefaan van Hastel

阿尔卡特-朗讯固网市场总监

由于大规模的VDSL2（超高速数字用户线路2）

矢量（vectoring）部署正在投入使用，G.fast技术

将会将FTTx（光纤接入）部署提升一个等级。2011

年，VDSL2矢量技术使用“去铜缆”下一代接入技

术，使下游速率达到100 Mbps。目前，G.fast可每秒

传输数百兆比特，下一步速率将达到吉比特级。

G.fast允许运营商在终端用户附近中止光纤，借

用最后几米的电话线或建筑物院落，改用已有的电话

线传输类光纤速度的数据。这样技术人员无需进入建

筑，这对于任何光纤到户服务的推出都是费时和高成

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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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光纤部署
与听起来相反，G.fast事实上可以加快光缆的部

署。全国“光缆化”将花费数年或数十年时间：工人

要进入每一所建筑安装新的光缆，这也意味着将挖开

每条街道及前院。然而，大多数终端用户不愿等待那

么长的时间，而决策者也已经制定了积极的宽带目

标。运营商需要快速，更快速。

在某些地方安装新光缆是浪费的或无法实现

的，G.fast为这些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老旧

建筑不大可能配备光缆槽，一些业主拒绝钻孔或安装

新光缆。甚至在最佳的设计方案中，得到业主的许

可、预约、进楼安装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

是繁琐的、浪费时间且高成本的。

G.fast通过借助现有的楼内电话线避免了这些并

发症。运营商在选择向终端用户传输光缆速率的数据

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将光纤到户及光纤接入部署模型

相结合是向终端用户提供超宽带服务的最合算及最快

速的方式，也能有效地加快光缆的推出。

将光缆运用在最经济的点
就普遍的超宽带而言，没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方

案，虽然光纤到户被认为是最不会过时的解决方案，

并且许多运营商都将其视作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光

纤接入部署相比光纤到户成本更低且能更快推出，它

在任何运营商的战略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光纤接入部署中，光纤在接近终端用户的位置

被终止（x可以是一个节点、路边、建筑、电线杆、

检修孔、墙壁、前门等等）。从该“分配点”开始，

联合光纤的G.fast系统（或VDSL2 矢量系统）通过

电话线传输超高速数据。两者的不同之处是速度和

距离：G.fast比VDSL2具有更宽的带宽，所以速度更

快，但由于具有更高的衰减，它的最长传输距离更

短，一般低于250米。

很明显，由于光纤铺设必须更接近终端用户，越

短的距离就意味着越高的成本。由于每个分配点范围

内的终端用户变少了，所以一个G.fast系统将服务更

少的终端用户。例如，一个使用VDSL2矢量技术的

FTTN（光纤到节点或交换箱）部署可以在400米距离

传输100 Mbps的下游速率，服务数百名终端用户。

一个G.fast部署可以在100米距离传输大于500 Mbps

的下游速率，但只能服务一栋建筑内的数十位用户 

（光纤到楼）。结果显示，FTTB/G.fast对每用户的工

作成本是FTTN/VDSL2矢量技术的两倍，但仍比FTTH

低30%。

显然，运营商需要再权衡速率、带宽和成本后

做出选择。一开始可能是难以理解且困难的，但这些

部署模型（FTTN、FTTH及其他）的工具箱可以让运

营商为工作选择正确的工具。对于每个城市、街道或

建筑，运营商要测试各种因素（包括预期的用户吸纳

率、管道的可用性、土地类型及挖掘的难易程度、获

得许可的时间等），并选择恰当的部署模型，确保在

最快的时间，以最经济的方式接近终端用户。

G.fast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G.fast为光纤部署提供了天然的补充，运营

商们对它非常感兴趣。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阿尔卡

特-朗讯已经完成了30次运营商测试，结果显示G.fast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图1所示为阿尔卡特-朗讯第一系列的运营商测试结

果，测试基于G.fast标准第一阶段（106 MHz频谱）。 

总码率都很高并且稳定。在100米距离，可以达到 

600 Mbps及以上的码率（ITU-T G.9701标准最初将目

标定为500 Mbps）。在200米距离，测试结果显示速率

在500 Mbps附近（ITU-T G.9701标准为200 Mbps）。 

注意，与VDSL2不同，所有的G.fast速率为总码率，即

上游与下游的结合。运营商可以选择如何为上游和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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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总带宽，例如通过他们的管理软件，这是一项主要

的优势。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所有测试都使用V D S L 2频

谱。在VDSL2已在相同连接器内部署的网络中， 

G.fast配置为跳过VDSL2频谱（为避免干扰），将导

致码率较实验结果低150 Mbps左右。上述结果基于 

ITU-T G.9701（G.fast）标准第一阶段，应用于106 

MHz频谱。

典型G.fast部署模型
G.fast部署模型通常用光纤到分配点（FTTdp）表

示。分配点可以是足够接近终端用户的任意一点，可

以适应典型G.fast的回路长度及接入现有的电话线。

运营商对两种G.fast部署模型感兴趣：单用户及

多用户。在单用户模型中，光纤大部分到户（例如光

纤到墙或光纤到前门），单独用户由G.fast节点提供

服务。在多用户模型中，相邻线路会互相干扰，会导

致串话及严重的性能降低（速率会降低50%-90%）。

为了完善多用户部署，G.fast标准包含了先进的矢量技

术，以消除串话并在每条线路上传输最佳性能。

另一个G.fast部署时需要考虑并且是重要的因素

是电力。由于回路长度较短，部署G.fast不可避免地

将交付区域内的数十个甚至数百个G.fast系统。这些

系统需要上电，由于节点数量及它们的位置（电线杆

上、检修孔下或墙上），通常不能依靠本地交流电

源。反而，一个典型的G.fast系统既可以远程（中央

办公室或街道配电柜）也可以就近（终端用户家、电

话线）供电。后者需要特殊维护，以保证活跃用户之

间的能耗是平衡的，即使有用户掉电系统依旧可用。

越来越快
G.fast将在许多运营商的超宽带网络战略中扮演

至关重要的角色，很快将会为更多用户提供更宽的带

宽。对于运营商，G.fast会导致更快的上市时间及更

高的投资回报。对于决策者，意味着宽带目标更容易

实现，帮助桥接更高接入速率方面的数位落差。对于

终端用户，G.fast可使其享受新的服务或社会经济效

益。最后，G.fast会改变世界上数百万人民的生活向

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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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ast传输达到预期效果 — 阿尔卡特-朗讯
第一系列运营商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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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阿尔卡特-朗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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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 
应宽带委员会联席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邀请，国际电联、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宽带数字发展委员会于2月26至27日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召开会议。委员会会

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CT与教育”的主题倡议 — 

移动学习周并行举行，为26位委员提供了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教育部长和教育界专业人士交流的机会。

博科娃女士在对委员和特邀嘉宾们的开幕致辞

中，强调了科技在通过获得教育来改变女童和女性生

活方面的力量。“2/3的成人文盲是女性，世界上2/3

的小学失学儿童是女童，”她说。“这是一个巨大的

不公平，我们必须弥合这一差距。宽带的不断普及，

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大步

迈进。”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他的开幕致辞中，再

次强调了委员会的主要观点，需将宽带基础设施需求

视为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并强调宽带在卢旺达的发

展目标中具有的关键作用。“宽带使企业和社会企业

家能够找到以较低成本的方式将世界级的教育提供给

之前从未获得此类教育的人群。这些知识中心已经存

在，但为了使发展中国家和偏远社区民众能够获取

并有效使用，需要更快、更可靠、更经济的互联网接

入。”

从左至右：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宽带委员会联席主席、卢旺达总统保罗• 
卡加梅；宽带委员会联席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以及

宽带委员会联席主席、卡洛斯基金会主席卡洛斯•斯利姆 • 埃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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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席卡洛斯基金会主席卡洛斯•斯利姆也重

申了这一观点，他强调宽带技术应该用来促进社会包

容。“我们要确保宽带教育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利用，

以使得成功的举措，如新的在线课程平台和许多有价

值的教育和培训内容，能够迅速地为全世界人民所利

用。”

委员会新的联席主席、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

在对委员会的开幕致辞中，强调了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在教育领域转型中的力量。“移动宽带使我们

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真正为所有人提供教育机会，

无论一个人的地理位置、语言和文化背景，或是否有

条件获得如学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教育将推动创

业，尤其是年轻人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更加努力

地实现负担得起的宽带网络，这将为儿童和成人带来

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表示。

在由博科娃女士主持的第一节会议“利用宽带建

设包容性知识社会”中，ICT专家和印度总理特别顾问

Sam Pitroda博士强调了移动宽带在惠及发展中国家人

民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固定网络基础设施往往

非常落后或根本没有。国际电联的最新数据表明，移

动宽带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技术，移动手机用户

的数量几乎和全球人口一样多，而活跃的移动宽带用

户超过23亿，超过世界上7亿有线宽带连接的3倍。这

一增长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已占2010年以来全

球移动电话净增长的90%，新的互联网用户净增长的

82%。

阿尔卡特-朗讯首席执行官Michel Combes表示，

通过基层能够更好地衡量宽带对民众的价值，并强调

需要确定世界不同国家加大对宽带投资的手段。

华为董事会主席孙亚芳提出了一组令人信服的数

据：与互联网连接的学校比没有连接的学校教育的学

生多25%。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信息社会和

行政部长Ivo Ivanovski指出，该国高度重视在教育领

域应用最新技术，同时强调新兴经济体中的“人才流

失”问题，认为优先重点之一是为学生和企业家、中

小型企业（SME）和公司创造有利环境。韩国电信公

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hang-Gyu Hwang，作为最

新的一位委员加入讨论，介绍了韩国的“千兆岛”倡

议，该倡议为韩国的一些离岛提供高速移动宽带，给

当地带来巨大利益。最后，内罗毕肯雅塔大学的高级

讲师Speranza Ndege博士，介绍了数字图书馆为发展

中国家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带来的许多好处。

在赵先生主持的第二节会议“宽带与2015年后议

程”中，委员们一致认为，未来几个月要举行的多边

谈判对于确保宽带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在联合国

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

得以清晰体现是至关重要的。

委员们认为，目前正在讨论中的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宽带和ICT对每一项都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对于

当前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没有体现宽带这一重要指标有

着广泛的关注，委员会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会后又举行了热闹的午餐讨论会，由Ivanovski部

长主持，邀请委员们确定委员会的主要成果，以及他

们对下一步工作重点的建议。委员会非常感谢秘书处

和国际电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团队的辛勤工作和支

持。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于2015年9月26日今年的联

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召开。

宽带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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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ha Basu, 
 iMerit技术服务首席执行官

Gillian Arnold,  
BCSWomen主席

GEM‑TECH奖获奖者： 
聚焦iMerit和英国特许IT协会 

国际电联于10月28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的全会上颁发性别平等和主流化技术

（GEM-TECH）奖。上一期国际电联新闻聚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即首个GEM-TECH获奖单

位。下文介绍这一奖项的另外两个获奖单位。

iMerit技术服务
iMerit技术服务获得7项GEM-TECH大奖的第2类

奖 —“用于女性经济赋权和减少贫困的信息通信技术

（ICT）应用、内容、产品性能和技术”。iMerit是一

家向全球公司推销新实习生技能的网络外包信息技术

（IT）服务公司。iMerit旨在通过动员、培训、雇佣和

IT项目技能提升服务赋权年轻人和女性。iMerit及其姊

妹实体Anudip基金会培训印度人掌握基本的、有市场

竞争力的信息技术。iMerit团队提供扫描、数据转换、

数据验证、数据存档、数据录入、数据挖掘和提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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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件管理；多媒体行业的图像和视频编辑及3D可视

化服务；以及全球服务桌服务（通信重发、雇员账户

管理和IT服务）。

迄今为止，这两个机构已经培训了超过30 000

名农村女性和年轻人，同时为包括大学、企业、政

府、创业公司和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全球客户群体提供

高质量、可扩展的IT服务解决方案。如今，Anudip和

iMerit在印度拥有62个培训中心，主要集中在农村地

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www.imerit.net。

iMerit的首席执行官Radha Basu（惠普前任总经

理）表示，代表iMerit/Anudip 3000名被边缘化的年

轻学生受奖她深感荣幸，这些学生已经融入互联网和

IT工作的主流中。“iMerit的女性坚信市场解决方案” 

Basu女士说，“她们不想成为联合国和大公司的受益

者。她们想让自己成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梦想

是成立一家微型Facebook或微型阿里巴巴，让女性成

为全球互联网经济中平等的利益共担者”。

英国特许IT协会
来自英国的英国特许 I T协会（B C S）赢得了

GEM-TECH大奖的第3类奖“提升ICT部门的女性 — 

吸引、留住和促进ICT部门中的女性并推动其承担决策

角色的举措”。

特许IT协会领军全球IT行业，并引导在该部门工

作每个个体的利益。它增进了来自行业、学术界和

企业的专家间的联系，以推进新思维、教育和知识

共享来交流IT经验和知识。通过职业发展并借助受人

尊重的IT资格，该协会努力推广符合行业需求的行业

准则，并为世界各地的成员和志愿群体提供支持和信

息。特许协会还与政府、行业和相关机构协作确定标

准、良好的工作实践和行为准则。

性别差异仍是IT和电信行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

战，据BCS统计，该行业IT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低

于20%。成立于2007年的BCS Women是一个由大约

1500位IT专业人员组成的网络小组，她们在志愿基础

上推出大量举措，鼓励女性加入IT行业。她们旨在通

过培训课程、社会和职业网络活动、指导以及社会媒

介和讨论组支持等形式支持各位成员。该小组由来自

众多不同国家和行业部门的扮演不同技术角色的女性

组成。

2014年，“IT中的女性”社团出版了一本电子书

《IT中的女性：启迪下一代》，这本书通过展示女性

IT专业人员、企业家和学者的生活和职业，力图鼓励

更多的年轻女性考虑IT职业。

在代表BCS受奖时，BCSWomen主席说“这个

GEM-TECH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表彰了我们在过去

五年已经完成的工作，以及更多地关注解决IT职业性

别差异问题。”— 见网址www.bcs.org。

更多GEM-TECH大奖获得者情况请关注近期出版

的国际电联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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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 
以提升女性能力

每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

性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世界各地的女孩和年轻女

性有机会体验技术，她们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对于

许多参加庆祝活动的女孩们来说，这是令她们大开眼

界的一天，使她们能够体验到最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

术，并能够预想自己成为ICT用户甚至成为创造者的未

来景象。国际电联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女性的

网络在线人数较男性少约2亿，而且相对于她们的男同

事，女性接触网络较晚且上网速度更慢，这便限制了

女性获得那些需要数字技术的高薪工作。自2011年以

来，国际电联已经记录了世界范围内140个国家的超

过11.1万名女孩和年轻女性参与了超过3500个庆祝信

息通信年轻女性日的活动。这一庞大的数字里包含许

多人的故事；在这里详细介绍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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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Gina和Jiawei
去年在西班牙，在由ITSCOOL协会组织举办的一

次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上，18岁的Gina和19岁的

Jiawei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创建移动应用程序。Jiawei

表示，这次活动帮助她认识了应用程序的世界，现在

她对这一领域非常感兴趣。两个女孩都正在学习以便

今后成为一名工程师。

孟加拉国的Runa 
来自孟加拉的Runa只有

首先被征用做童工后才有机会

上学。在参加了2014年孟加

拉女性技术（BWIT）和贫困

儿童教育项目（UCEP）联合

举办的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

动后，Runa决定参加获得工

程学文凭的学习。她认为，一项职业技术将来可以使

她能够帮助和支持与她有类似背景的女孩。 

哥斯达黎加的Ashley
18岁的Ashley受到去年在哥斯达黎加由Cisco公

司举办的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的启发，进入了思

科公司进行实习。Ashley热衷于技术并深信从事信息

通信技术事业能够为女孩提供大量的高薪就业机会。

她很快便将开始她将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的学业。 

尼日利亚的Awele和Omodolapo 
来 自 尼 日 利 亚 的 1 6 岁

Awele参加了2014年由青年可

持续发展倡议（YISD）举办的

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这

次活动第一次提供了获得基本

数字化技能的机会。Awele现

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博客能手。

在另一次由女性技术赋权中心（W.TEC）举办的活动

中，16岁的Omodolapo了解了应用程序开发，这让她

放弃了之前想成为一名医生的计划。她说：“我已经爱

上了ICT技术并且想在大学攻读与ICT有关的课题”。

在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之后，Omodolapo仍在继续开

发新的移动应用程序。

今年的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将于4月23日举行，正

在加速准备中。随着启发女孩和年轻女性从事技术工作

的全球势头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活动组织者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望参加2015年的庆祝活动。为帮助

活动组织者进行活动策划，国际电联出版了工具包，其

中包括有关节事活动的创意和资源，以及能够使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的实用技巧。这些资料都可在国际电联

信息通信年轻女性门户网站进行下载：www.girlsinict.

org。您可以通过Facebook在线关注全球ICT社区年轻

女性（www.facebook.com/ITUGirlsinICT）并可参与

话题#GirlsinICT的在线讨论。获取更多2015年国际信

息通信年轻女性日活动相关信息，请联系girlsinict@itu.

int。如果您的团体准备策划一次相关活动，或者能够提

供一些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如何改变生活和一些女性关

于这一天的个人经验的故事，我们将很高兴获悉相关内

容。因此希望您通过girlsinict@itu.int与我们取得联系，

并为我们讲述在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这一天您是如何庆

祝的。

Runa

Awele

庆祝国际信息通信年轻女性日以提升女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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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5年信息社会
世界峰会论坛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2015年论坛将于

2015年5月26-29日在国际电联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瑞士日内瓦总部召开，届时将迎来大批

WSIS利益攸关方与会，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别代

表团。WSIS论坛旨在审查WSIS两阶段会议（2003年

日内瓦和2005年突尼斯）设立的WSIS行动方面的落

实进展情况，并针对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创新和

进步展开集思广益的讨论。

WSIS论坛是 ICT促进发展（ ICT4D）领域召开

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年度会议。该会议由一批令人瞩

目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共同举办，其中包括国

际电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并得到了WIPO、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UNDESA）、粮农组织（FAO）、国际劳工组织

（ILO）、国际贸易中心（ITC）、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UNODC）、联合国环境署（UNEP）、

万国邮联（UPU）、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

卫生组织（WHO）、世界粮食署（WEP）、联合国妇

女署和联合国区域委员会等机构的密切配合。这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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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盛会已被视为多利益攸关方相互合作建设公正和平

等的信息社会的有效平台。这一独有的联合国论坛吸

引了各方参与，并就ICT相关议题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2015年论坛议程
2015年WSIS论坛的议程和议题是在多利益攸关

方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制定的，其中主要基于开放磋商

进程收到的有关主题和创新方面的官方文稿。该进程

向所有WSIS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民间社会、私

营部门实体、学术团体和联合国机构）开放，旨在确

保不同参与方能够积极、包容和连续性地参与这一活

动。该进程开始于2014年11月，分为5个阶段，其中

包括在线提交文稿和面对面会议。

共同创新：确保ICT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5年WSIS论坛的核心主题为：创新、无障碍

接入、赋予妇女权利并使其主流化（北京+20）、可

持续发展（后2015议程）、网络安全和2015年之后的

WSIS（WSIS+10）。基于这些主题，论坛将采用双

轨制工作：高级别会议部分包括政策性发言、WSIS

颁奖仪式和部长级圆桌会议；论坛部分将为与会者提

供一系列高级别专题对话、行动方面促进会议、国家

研讨会、专题研讨会、知识交流以及展览等。

WSIS项目奖
WSIS项目奖是在2011年根据WSIS参与方的要求

设立的，目的是评价和奖励在实施WSIS成果方面做出

努力的利益攸关方。通过开展WSIS项目奖竞赛，选拔

并展示可供本地层面复制的提高社区能力的成功案例

和模型。奖项分为18个类别，分别对应于日内瓦行动

计划制定的若干WSIS行动方面。竞赛向所有利益攸关

方开放。颁奖典礼将于5月25-29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

的2015年WSIS论坛上举行，其中18个获奖者将获颁

奖品，以对其取得的成绩给予认可和鼓励。

2015年WSIS论坛合作伙伴 
（截至2015年2月26日确认的信息）
 ` 2015年WSIS论坛白金战略合作伙伴：  

阿联酋

 ` 2015年WSIS论坛金牌战略合作伙伴：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因特尔公司

 ` 2015年WSIS论坛特别活动合作伙伴：  

日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 2015年WSIS论坛贡献合作伙伴：  

波兰、卢旺达、ICANN和ISOC。

欲了解进一步信息和最新议程，敬请参阅：www.

wsis.org/forum。

聚焦201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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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访问

2015年2月，以下部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其他国际组织的大使、以及其他重要客人

礼节性拜会了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文莱达鲁萨兰国大使
Dato Mahdi Rahman 

阿塞拜疆大使Murad N. Najafbayli 

波兰电子通讯办公室主任Magdalena Gaj
（左）和波兰行政和数字化部副国务卿

Malgorzata Olszewska（右）

马里前信息通信技术部部长
Diarra Mariam Flantié Diallo

从左至右：印度电信部副司长（国际关系）
Ram Narain；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和印度通信和信息

技术部电信局通信账目主管Shahbaz Ali

前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CSTD）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特别顾问、

执行董事Charles Geiger 

巴拉圭国家通讯委员会主任
Mirian Teresita Palacios Fer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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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照片由Charlyne Restivo/ITU拍摄。

中国大使吴海龙

美国大使Pamela Hamamoto 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社会责任和服务部长顾问
Abeer F. Shakweer博士（左）和埃及国家电信
监管局（NTRA）标准化和技术方面高级主管

Mohannad El-Megharbe（右）

日本早稻田大学荣誉教授
Sadahiko Kano

俄罗斯（莫斯科）无线电研究和发展所首席
科学家Mark I. Krivocheev博士（教授）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宋健（音译）（左）和副教授潘长永

（音译）（右）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

从左至右：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MSO）总干事Esteban Pacha；
国际电联秘书长赵厚麟；欧洲通信卫星组织（EUTELSAT）执行秘书

Christian Roisse和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TSO）秘书长兼
首席执行官José Toscano

从左至右：欧洲广播联盟（EBU）机构关
系负责人Giacomo Mazzone；国际电联无
线电通信局局长François Rancy；EBU总干
事Ingrid Deltenre；中东广播中心（MBC）
技术运营集团董事Andy Palmer；国际电联
秘书长赵厚麟；非洲广播联盟（AUB）首
席执行官Lawrence Atiase；国际无线电和
电视联盟（URTI）总干事John Maguire；
美国国际广播局副局长Gary Thatcher；英
国广播公司（BBC）世界服务集团营销负
责人Nigel Fry；BBC世界服务集团通信法
规专家Catherine Westcott和EBU技术主管

Simon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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