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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信增值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电信增

值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电信增值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信增值行业的现状、中国电信

增值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电信增值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电信增值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信增值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信增值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电信（telecommunication   缩写：CT）：指利用电子技术在不同的地点之间传递信息。电信

包括不同种类的远距离通讯方式，例如：无线电，电报，电视，电话，数据通讯以及计算机

网络通讯等。   电信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支柱。无论是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还是在人

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电信这个高效、可靠的手段。

      组成通信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发信机，通道以及收信机。发信机负责将信息进行编码或转

换成适合传输的信号。信号通过信道传输至收信机。在传输过程中,   由于噪声的存在，信号

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改变。收信机端试图应用适当的解码手段从劣化的信号中恢复信息的原样

。描述信道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带宽。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电信增值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达25570.4亿元，累计增长132.7%。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2018年1月       电信业务总量_当期值(亿元)   5264.4   4929.9  

4377.2   4145.9   3329   3524       电信业务总量_累计值(亿元)   25570.4   20306   15376.1   10998.9  

6853   3524       电信业务总量_同比增长(%)   147.4   143.1   133.1   130.5   117.9   116.2       电信业务总

量_累计增长(%)   132.7   129.1   125   121.9   117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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