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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改成果初显 互联网化运营加快

中国联通启动高质量发展引擎
374.75%！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联通A
股公司迎来开门红： 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39.78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13.02亿元， 比去年同期明显上升
374.75%（见图1）。 根据中国联通财务报告
显示，公司2017年经营业绩实现根本好转，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176.4%。如此靓丽的业绩背后，凝聚着
联通人不断改革创新的努力： 深入落实聚
焦战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全力推进互
联网化运营……
中国联通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持
续深化“提速降费”各项举措，惠及亿万用
户及中小企业；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打造全
方位的服务渠道，客户感知不断提升；按需
推出互联网化产品和业务应用， 为消费者
提供随时、随地、随心的消费服务；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在5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创新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为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国有资本合计持股53%，在确保电信网络和
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开创了“同步实现国有
股权多元化和非国有股权多元化” 的混改
新模式。
“改”是目的、是落脚点，“改”的核心是
破除体制机制弊端， 激发企业活力。BATJ
作为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里的“中国力
量”， 全部入局联通混改并成为战略投资
者，不仅在业务经营方面加强战略协同，还
为中国联通带来了经过市场洗礼的互联网
思维。在公司内部，中国联通从体制机制改
革入手，通过“瘦身健体”精简机构，行动迅
速、动真碰硬、成果超预期。在联通基层单
位，2018年将“四位一体”深入推进划小承
包、人力资源、薪酬激励、绩效考核等机制
体制改革。2018年第一季度，公司以混改工
作为契机，积极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强化激
励与绩效挂钩， 同时适度加大一线员工薪
酬， 企业活力持续提升。 通过组织机构改
革，中国联通将逐步实现组织的去行政化，
以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提升员工凝聚力和
向心力，为互联网化运营提供保障。

以混改为契机深化改革

以互联网化运营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叶曜坤

一年一度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如约而至。 值此之际，我谨代表
中国联通向广大客户、产业链伙伴及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年世
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推动人工智能的正当使用， 造福全人
类”， 旨在呼吁各成员国重视人工智能在协助全球应对贫穷、 饥饿、教
育、平等和保护环境等重大挑战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希望各方积极
开展包容性全球对话，引导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发展。
当前，人类正在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给各行各业
赋能，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兴起，在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国际竞争的新阵
地，同时也成为推动智慧社会建设的有效工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
“
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
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 中国联通将以实际行动积
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国家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
部署，顺应变革、紧抓机遇，以智慧的网络、极致的速率，做基础设施能
力建设的提供者；以智慧的应用、丰富的解决方案，做新业务和新业态
的推动者；以智慧的技术、有力的保障，联合产业链各方，做技术创新的
引领者，为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四新”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
新动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中国联通作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联
盟（AIIA）副理事长单位，也将以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为己任，加速推进国
内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化进程。
面向未来，中国联通将践行成为“客户信赖的智慧生活创造者”的
企业愿景和
“联通世界 创享美好智慧生活”的企业使命，为满足广大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智慧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努力。

电话：010-64963025

（13～16版）

“落一子而活全局”。2017年，中国联通
混改成功落地实施， 在打造国企混改示范
标杆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混改工
作带动了中国联通各项工作的开展，在
“混”的同时，公司与BATJ（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开始
起步并彰显成效，联通内部各项“改”的工
作也不断推进。
在混改工作中，“混” 是手段、 是出发
点，“混”的核心是股权变革。中国联通坚持
股权多元化与保持控制力有机结合， 同步
引进了中国人寿等国有资本和以BATJ为
代表的非国有资本，联通集团持有A股公司
股份由62.7%降为36.7%， 战略投资者持有
股份为35.2%， 员工股权激励股份为2.7%，

2017年第一季度

互联网思维正在驱动中国联通进入一
个新的发展轨道。2017年以来，中国联通持
续推进2I2C（面向互联网、面向个人用户）
等创新业务模式， 销售费用和销售通信产
品成本明显下降， 以低增量成本促进业务
规模效益发展。
中国联通发力流量经营， 创新推出并
规模化推进2I2C、2B2C、 以冰激凌为代表
的中高端套餐等转型产品，细分市场，精准
营销，以低营销成本高效触达目标用户，特
别是年轻人市场，实现4G用户规模突破。截
至2018年第一季度，移动出账用户净增978
万户，达到2.94亿户，其中4G用户净增1933
万户， 达到1.94亿户。 流量经营方面，2017
年， 中国联通的移动手机数据流量达到

2018年第一季度

77860亿MB，同比增长384%（见图2）；手机
上网收入达到921.4亿元， 同比增长28.8%；
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达到2433MB，同
比增长359%，仍具有巨大增长潜力。
2018年，中国联通紧紧围绕提升感知、
提升效率的“两个提升”目标，全面推进互
联网化运营。在产品方面，通过新零售、无
界零售，加快新零售互联网化，加快产品互
联网化，实现客户随时、随地、随心消费。中
国联通将重点构建以“生态化、大数据、一
体化、高体验”为特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新
零售体系， 大力提高线上渠道合力与集约
化能力，通过持续拓展线上触点，强化线上
存量客户服务与价值经营， 不断增强线上
运营能力， 同时加快推进线上线下渠道协
同，相互引流，能力共享。在运营方面，通过
“去三化”即去中心化、去中间化、去边界
化，加快实现企业运营管理的互联网化。

以创新合作提升发展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 是中国联通长期贯彻
的企业发展策略。2018年，中国联通深入落
实“聚焦、创新、合作”战略，培育强健互联
网新基因、探索完善公司混改新治理、全力
加快互联网化新运营、 着力增强创新发展
新动能、积极构建外联内通新生态。
代表未来的5G， 正在进入商用前的试
点阶段。据了解，中国联通将在北京、上海、
广州、沈阳、郑州、成都等16座城市开展5G
规模试点，2019年预商用，2020实现规模商
用。2018年3月， 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在
青岛率先启动5G无线网、传输网、核心网和
业务平台的试点组网建设工作。 一阶段组
网后，5G网络峰值速率即达到4G网速10倍
以上， 一部高清电影1秒之内即可完成下
载；同时，无线数据时延大幅度下降至1毫
秒，为无人驾驶、自动控制等应用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支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联通的
16座5G试点城市有不同的侧重方向， 具体

2016 年

图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2017 年
图 2：移动手机数据流量（亿 MB）

如下：沈阳（工业控制）、天津（智慧交通）、
青岛（智慧港口）、南京（智慧教育）、上海
（边缘计算）、杭州（电子商务）、福州（智慧
安防）、深圳（智慧金融）、北京（智慧奥运）、
雄安（智慧城市）、郑州（智慧园区）、成都
（智慧医疗）、重庆（车联网）、武汉（智慧水
利）、贵阳（智慧足迹）、广州（智慧物流）。
在创新业务领域， 中国联通在组织体
系、薪酬激励、选人用人等方面与传统领域
进行区隔， 统筹做好消费互联网、 家庭互
联网、 产业互联网三大领域的创新能力提
升。 中国联通已经面向云计算、 大数据、
车联网、 消费互联网等领域成立了专业的
子公司， 通过对子公司赋权赋能， 充分激
活了各业务单元经营活力。 联通旗下各专
业子公司抓住混改契机， 根据市场需求及
战略投资者优势， 在零售体系、 数字内
容、 家庭互联网、 支付金融、 云计算、 大
数据、 物联网、 产业互联网及通信服务等
领域重点开展业务深度合作， 建立对接团
队， 形成有效的工作推进机制， 打造融合
创新的生态体系。
中国联通推进与战略投资者深度合作
及协同，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公司深度挖
掘和聚合战略投资者的优势资源， 发挥自
身基础业务能力优势，聚焦渠道触点、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 零售体系、视频内容、
家庭互联网、基础通信等重点领域，推动强
强联合，深度合作，打造业务创新发展的新
动力。 2017年， 中国联通借助腾讯及多家
大型互联网公司线上营销触点， 线上线下
协同发展， 以低成本获取 2I2C 用户约
5000 万户；与百度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领域深度合作； 与腾讯和阿里巴巴
在云业务层面开展深度合作， 相互开放资
源及能力；与京东、阿里巴巴、苏宁联手打
造智慧生活体验店， 积极探索新零售业务
模式； 与各战略投资者在基础通信业务领
域开展深度合作， 促进资源共享与业务协
同，互利共赢。
2018年4月底， 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
事长王晓初在合作伙伴大会上表示， 中国
联通将加强产业联盟建设， 巩固与合作伙
伴的关系，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高水
平合作。大会期间，中国联通携手合作伙伴
打造了“智慧联盟”，启动了eSIM联盟计划，
并在新视频、 新金融、 物联网、 家庭互联
网、 云计算、 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推出了
新业务形态及合作计划， 受到了来自各行
各业合作伙伴及从业者的高度关注。 中国
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合作伙伴进一
步加强合作，释放混改动能，共同推动产业
智能化、 数字化， 打造跨界融合的“新生
态”，共谋协同创新的“大合作”，实现产业
联盟未来的
“共精彩”。

全力以赴实现“
五新”联通建设目标
2018 年， 中国联通紧紧抓住全球科
技和产业变革、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
和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全新机
遇，以打造新基因、新治理、新运营、新动
能、新生态的“五新”联通为目标，继续深
入落实聚焦创新合作战略， 全力加快互
联网化运营， 强力推进与战略投资者的
深度合作与协同，加快提升创新能力，深
入推进体制机制变革，提升活力与效率，
全力开创公司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在新
基因上，探索在混改后将互联网化、市场
化快速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基因，实现“基
因突变”；在新治理上，探索实现“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
理结构， 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运行
机制；在新运营上，探索快速步入互联网
商业文明的新航道， 建设基于网络运营
的科技服务公司；在新动能上，探索加快
培育和增强“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的
新动能； 在新生态上， 探索加快构建开
放、共享、共融、共赢的生态系统。
培育互联网新基因。 中国联通通过
混改引入最优秀互联网的基因， 用互联
网的思维模式来替代不适应企业发展的
落后模式。 由以管理为中心转向以用户
为中心， 由传统的思维模式转向拥抱变

化、不断创新，由重视数量、忽视质量和
价值转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由“以我为
中心”转向“平等、开放”，管理方式由多
层级、长流程转向结构扁平、精简高效，
市场响应机制由门槛高、 响应慢转向快
速迭代、及时纠错。
完善公司新治理。 中国联通优化体
制机制， 在管理和生产两方面进一步提
高企业经营效率。 在管理层面，积极落实
“瘦身健体”各项措施，从总部到省、市各
级机构、人员同步精简，打造一个“小管
理、大操作、强协同”的组织架构。 在生产
层面，积极推进全场景划小承包，组建各

种自主经营体，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围
绕“增收、增效”实现多劳多得、上不封
顶，充分提高一线人员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 通过改革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薪
酬能高能低，员工能进能出，增强了公司
的活力，运营效率明显提升。
加快互联网化新运营。2017年，中国
联通积极与互联网公司合作， 找准客户
的痛点和需求， 共同打造专属的互联网
化产品，推出用户喜爱的近百款2I产品，
并打造了大小王卡、蚂蚁宝卡、工行e卡
等爆款产品，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2I2C业务用户超

过8600万户。在网络互联网化方面，中国
联通加快新技术引入， 推动网络智能化
的升级。 一是加快5G的试验和部署。二
是在现网规模应用SDN/NFV技术，承载
网全面SDN化，中国联通云联网、金融精
品网就是承载网络SDN化的产品。 三是
开展网络云化部署，实现基础设施云化、
集约化，今年已经启动通信云的建设，将
开展边缘云试商用部署， 在网络云化的
同时推动相关新业务的发展。 四是发挥
战略合作伙伴的人工智能优势， 结合中
国联通的大数据优势和无处不在的网络
及服务，推动网络智能化升级。
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 在云计算业
务方面，中国联通深度布局，构建了“
M+
1+N”的云数据中心体系，推动云网一体
化，多云协同，市场反应良好。 在大数据
业务方面，从基础产品、标准产品、平台
及行业解决方案三个方面打造“
8+N”产
品体系，聚焦社会治理、社会民生、诚信
体系三大领域，交通、旅游等七大行业，
通过一体化营销、 内部市场结算机制实
现协同发展，不断扩大业务规模。 在产业
互联网方面，通过聚焦政务、教育等 6 个
重点行业热点领域，在全国设立 12 个产
业互联网子公司，并持续建设 16 个产业

互联网产品基地，全面整合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基础网络资源和服务体系，
打造全国一体化的产业互联网服务体
系。
构建外联内通新生态。 在终端领域，
中国联通积极构建合作共赢新生态，打
造终端合作生态圈。 首先，积极推进统一
技术标准的全网通终端， 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 目前中国联通的全网通终端市场
份额接近 80%， 下一步将进一步聚合产
业链上下游资源， 开放线上线下渠道资
源， 开放存量用户换机资源， 加大对全
网通终端的金融、 权益赋能倾斜。 其
次， 开展 eSIM 产业合作， 计划引入
100 家以上 eSIM 终端优质合作伙 伴 ，
打造全产业链 eSIM 终端能力； 通过众
筹、 撮合交易等模式， 降低 eSIM 终端
成本， 扩大销售量。 再次， 推进终端互
联网化运营。 以品牌联盟为核心， 以双
方粉丝共享、 互进为目标， 做大合作生
态， 发展新用户。
“五新”的发展目标为联通人指明了
前进方向。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联通人
将矢志不渝、艰苦奋斗，为公司改革发展
迈上新台阶全力以赴， 迎接更加美好的
未来。
（小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