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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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电信增值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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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电信增值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2018年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收入达6720.2亿元，累计增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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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业务收入_当期值(亿

元)   1144.6   1144.7   1142.8   1120.4   1080.3   1087.4       电信业务收入_累计值(亿元)   6720.2   5575.6 

 4430.9   3288.1   2167.7   1087.4       电信业务收入_同比增长(%)   3.5   2.9   3   5.3   5.1   4.7       电信业

务收入_累计增长(%)   4.1   4.2   4.5   5.1   4.9   4.7

第一部分 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

 

    第一章 全球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全球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2018年全球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运行状况

    　　　　　　&hellip;&hellip;



    　　　　三、全球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形势

    　　第二节 2018-2025年全球移动运营发展预测

 

    　　　　一、2018年全球电信市场发展预测

    　　　　二、2017年通信业10大发展趋势

    　　　　三、2018年全球移动通信消费趋势预测

    　　　　四、2018年移动通信未来发展方向预测

    　　　　五、2018年全球手机应用销售额预测

    　　　　六、全球4G用户预测

    　　　　七、全球手机上网业务预测

    　　第三节 主要国家和地区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欧盟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及趋势分析

    　　　　二、美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及趋势分析

    　　　　三、日本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及趋势分析

    　　　　四、其他国家和地区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及趋势分析

    　　第四节 国际运营商发展动向分析

 

    　　　　一、沃达丰发展动向

    　　　　二、DoCoMo发展动向

    　　　　三、英国电信发展动向

    　　　　四、德国电信发展动向

     　　　　五、AT&amp;T发展动向

   

  第二章 我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2013-2018年电信运营市场发展状况

 

    　　　　一、2018年电信运营市场发展状况

    　　　　　　&hellip;&hellip;

    　　　　三、电信运营市场格局分析

    　　　　四、电信业务总量、收入、投资分省情况



    　　　　五、电信用户分省情况

    　　　　六、电信能力、电话普及率分省情况

    　　第二节 2013-2018年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状况

 

    　　　　一、2018年电信增值行业发展状况

    　　　　二、2018年移动增值市场发展状况

    　　　　三、我国电信增值市场存在问题分析

    　　　　四、2018年移动增值业务发展状况

    　　第三节 2013-2018年电信增值业务的新突破口

 

    　　　　一、多业务整合

    　　　　二、多终端呈现

    　　　　三、有线无线融合

    　　　　四、社区化

   

  第三章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市场消费分析

 

    　　第一节 2018年电信运营市场发展分析

 

    　　第二节 电信企业消费者行为预测模型及应用

 

    　　　　一、电信企业消费者行为预测模型分析

    　　　　二、电信企业消费者行为预测模型的应用

    　　第三节 手机游戏市场调研

 

    　　　　一、手机游戏市场概述

    　　　　二、手机游戏用户基本属性分析

    　　　　三、手机用户参与手机游戏的属性分析

    　　　　四、手机单机/网络游戏用户行为分析

   

  第四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细分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短信彩信彩铃业务分析

 

    　　　　一、全球短信业务发展分析

    　　　　二、现有彩信业务类型的分析

    　　　　三、彩铃业务市场调研

    　　　　四、彩铃业务现状

    　　第二节 WAP业务分析

 

    　　　　一、WAP的定义

    　　　　二、WAP的应用

    　　　　三、WAP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四、WAP发展趋势

    　　第三节 IVR业务分析

 

    　　　　一、国内IVR业务发展概况

    　　　　二、国内IVR市场发展的主要风险

    　　　　三、国内IVR发展的前景

    　　　　四、对国内IVR业务发展的建议

    　　第四节 3G业务分析

 

    　　　　一、2018年3G市场发展分析

    　　　　二、2018年中国3G市场调研

    　　　　三、2018年我国3G市场走势

    　　第五节 移动位置服务（LBS）分析

 

    　　　　一、LBS概念及业务分类

    　　　　二、移动定位技术

    　　　　三、移动定位业务应用前景

    　　第六节 手机游戏业务分析

 

    　　　　一、手机游戏的类型

    　　　　二、手机游戏产业链分析



    　　　　三、2018年我国手机游戏市场发展预测

     　　第七节 手机电视业务分析

 

    　　　　一、手机电视发展的现状

    　　　　二、手机电视发展中的问题

    　　　　三、手机电视市场的趋势预测

   

  第五章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区域市场特征分析

 

    　　　　一、中国区域市场与国外比较分析

    　　　　二、中国区域市场特征分析

    　　　　三、中国未来3G移动运营商分类

    　　第二节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区域市场竞争及策略分析

 

    　　　　一、中国区域市场竞争力比较分析

    　　　　二、中国增值电信市场竞争格局

   

  第六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与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国内外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机遇与展望

 

    　　　　一、国内外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机遇

    　　　　二、中国增值服务投资现状与趋势

    　　第二节 我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一、我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现状

    　　　　二、2018年我国3G建设投资情况

    　　　　三、我国3G网络总投资情况

    　　第三节 2018-2025年国内外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2018-2025年全球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前景

    　　　　二、2018-2025年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前景

    　　第四节 3G智能手机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 市场竞争格局与形势

 

    第七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竞争分析

 

    　　　　一、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3G市场竞争分析

    　　　　二、电信运营商布局3G增值业务

    　　　　三、电信运营商争推3G增值服务

    　　　　四、电信运营商在手机支付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电信运营商竞争趋势分析

 

    　　第三节 中国新移动公司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业务发展分析

 

    　　　　一、中国移动3G业务的SWOT分析

    　　　　二、中国移动3G业务的策略分析

    　　　　三、2018年中国移动发展重点探讨

    　　　　四、2018年中国移动业务调整

    　　　　五、2018年中国移动特色业务

    　　第四节 中国新联通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业务发展分析

 

    　　　　一、联通SWOT分析

    　　　　二、联通投资前景分析

    　　　　三、2018年中国联通特色业务

    　　第五节 中国新电信3G业务发展分析

 

    　　　　一、中国电信3G业务SWOT分析



    　　　　二、电信的竞争策略

    　　　　三、2018年中国电信3G网络城市覆盖率预测

   

  第八章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我国主要电信增值业务分析

 

    　　　　一、宽带上网

    　　　　二、视频通话

    　　　　三、手机电视

    　　　　四、无线搜索

    　　　　五、手机音乐

    　　　　六、手机购物

    　　　　七、手机网游

    　　第二节 3G时代增值业务动向分析

 

    　　　　一、3G时代10大增值业务分析

     　　　　二、3G时代增值业务新模式

    　　　　三、3G时代增值业务竞争已经开始

    　　　　四、3G时代增值业务重视营销策略

    　　第三节 3G时代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业务市场需求分析

 

    　　　　一、3G增值业务市场需求现状

    　　　　二、3G时代手机增值服务需求分析

    　　　　三、3G增值应用扩展文化产业分析

    　　　　四、移动增值和3G服务市场细分情况

   

  第三部分 赢利水平与企业分析

 

    第九章 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运行指标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发展格局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运行指标

 

    　　　　一、行业运行分析

    　　　　二、细分市场调研

    　　第三节 2018年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财务指标预测分析

 

    　　　　一、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二、行业收入预测

   

  第十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赢利水平分析

 

    　　第一节 成本分析

 

    　　　　一、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成本分析

    　　　　二、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资金周转情况

    　　第二节 盈利水平分析

 

    　　　　一、2013-2018年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价格走势

    　　　　二、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赢利模式

    　　　　三、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赢利问题及对策

    　　　　四、电信运营商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利润总额分析

 

    　　第二节 2013-2018年中国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销售利润率

 

    　　　　一、2018年利润率分析



    　　　　　　&hellip;&hellip;

   

  第十二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重点企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投资前景分析

    　　　　三、2018年公司增值业务发展预测

    　　第二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公司增值业务分析

    　　　　三、公司WAP&ldquo;新政&rdquo;分析

    　　第三节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业务布局

    　　第四节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经营业务预测

    　　第五节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公司经营业务

    　　第六节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投资潜力

    　　第七节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投资潜力

    　　第八节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投资潜力

    　　第九节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动态

    　　第十节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动向

    　　第十一节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2013-2018年财务状况

    　　　　三、2018年公司在中国市场战略分析

   

  第四部分 投资前景研究与风险预警

 

    第十三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前景研究分析

 



    　　第一节 电信增值业务及其运营投资模式

 

    　　　　一、合作运营模式

    　　　　二、虚拟运营模式

    　　　　三、联合运营模式

    　　　　四、合资运营模式

    　　　　五、自营模式

    　　　　六、中国电信产业价值链策略

    　　第二节 2018-2025年通信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一、电信运营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二、电信增值服务业投资前景研究

    　　　　三、电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前景研究

   

  第十四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第一节 移动电信增值服务发展机遇分析

 

    　　　　一、2018-2025年电信增值业务发展机遇分析

    　　　　二、3G时代电信增值业务发展机遇分析

    　　第二节 移动电信增值服务发展挑战分析

 

    　　　　一、MMS彩信

    　　　　二、以Java/Brew平台为基础的软件游戏

    　　　　三、定位系统支持下的位置服务

    　　　　四、手机视频

    　　第三节 投资电信增值风险及控制

 

    　　　　一、不正当竞争风险

    　　　　二、监管风险

    　　　　三、运营风险

   



  第五部分 发展趋势与规划建议

 

    第十五章 移动运营及电信增值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移动运营增值行业发展趋势

 

    　　　　一、中国式无线增值服务平台前景分析

    　　　　二、2018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广告规模预测

    　　　　三、2018年中国手机游戏用户规模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电信增值业发展趋势

 

    　　　　一、2018年我国电信增值服务趋势

    　　　　二、2018-2025年中国无线增值业务产品发展趋势

    　　　　三、2018-2025年中国电信增值业务市场发展预测

    　　第三节 中国4G趋势预测

 

    　　　　一、中国4G发展背景

    　　　　二、3G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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