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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智能互联网电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智能互联网电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能互联网电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智能互联网

电视行业的现状、中国智能互联网电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能互联网电视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能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互联网电

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互联网电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智能电视，是具有全开放式平台，搭载了操作系统，用户在欣赏普通电视内容的同时，可

自行安装和卸载各类应用软件，持续对功能进行扩充和升级的新电视产品。智能电视能够不

断给用户带来有别于，使用有线数字电视接收机（机顶盒）的、丰富的个性化体验。 

项目 移动 电信 联通 

移动用户净增（万） 998 2048 896 

累计移动用户（亿） 9.35 3.23 3.24 

4G用户净增（万） 2113 2371 1910 

累计4G用户（亿） 7.34 2.66 2.39 

宽带用户净增（万） 1820 439 212 

累计宽带用户（亿） 1.75 1.5 0.83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智能互联网电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1年上半年我国彩色电视机产量累计值达8679.3万台，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5.6%。      

                            指标   2021年6月   2021年5月   2021年4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彩色电视机产量

当期值(万台)   1396.5   1442.9   1514.2   1824   　     彩色电视机产量累计值(万台)   8679.3   7282.9  

5837.6   4425.3   2578.2     彩色电视机产量同比增长(%)   -13.4   -3.2   3.6   3.2   　  彩色电视机产量

累计增长(%)5.610.214.21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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