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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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通信工程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调查报告》介绍了通

信工程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通信工程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通信工程行业的现状、中国

通信工程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通信工程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通信工程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通信工程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通信工程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固定通信（Fixed   communication）是指通信终端设备与网络设备之间主要通过电缆或光缆

等线路固定连接起来，进而实现的用户间相互通信。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是相对应的概念，

其主要特征是终端的不可移动性或有限移动性，如普通电话机、IP电话终端、传真机、无绳

电话机、联网计算机等电话网和数据网终端设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通信工程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调查报告》表明

：2018年上半年我国固定通信业务收入达1957.8亿元，累计增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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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通信业务收入_当期值(亿元)  

342.1   329.2   319.5   332   313.2   321.6       固定通信业务收入_累计值(亿元)   1957.8   1615.6   1286.4  

966.9   634.8   321.6       固定通信业务收入_同比增长(%)   10.2   11   8.3   9.3   9   12.2       固定通信业

务收入_累计增长(%)   10   10   9.7   10.2   10.6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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