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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无线城市，就是使用高速宽带无线技术覆盖城市行政区域，向公众提供利用无线终端或

无线技术获取信息的服务，提供随时随地接入和速度更快的无线网络，从而使在现有的第二

代移动通信网络上不能使用、未来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上效果不够理想的高速度的新业务、

新功能被开发出来，例如用手机看电视、打网络游戏、手机视频聊天、用手机随时召开或参

加视频会议、家庭数字网络、无线传输文稿和照片等大文件、无线网络硬盘、移动电子邮件

，等等。是城市信息化和现代化的一项基础设施，也是衡量城市运行效率、信息化程度以及

竞争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大陆已经有三十一个省已开始建设无线城市。其中绝大部分已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

。其中包括北京、天津、青岛、武汉、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扬州、芜湖、成都

、洛阳、重庆等城市。总结来看，当前无线覆盖包括了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包

括了六个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广州，太原，武汉和成都；还包括了五个有影响的城市：

青岛、扬州、深圳、芜湖、洛阳。这14个城市从地域来看是环渤海：北京、天津、青岛；长

三角：上海、南京、杭州、扬州、芜湖；珠三角：广州、深圳；中部地区：洛阳。这些城市

基本上是属于东南沿海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旅游城市。  

　　随着4G牌照的发放，无线城市计划更是日益提上各地区中心城市的议程，其蕴含的巨大

经济价值也为诸多企业看重，并逐渐成为无线城市建设的主力，如长沙、苏州、拉萨、兰州

等城市均等。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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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海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2.1 上海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上海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上海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2.2 上海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2.3 上海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2.4 上海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3 广州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3.1 广州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广州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广州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广州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3.2 广州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3.3 广州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3.4 广州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4 厦门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4.1 厦门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厦门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厦门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厦门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4.2 厦门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4.3 厦门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4.4 厦门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5 杭州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5.1 杭州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杭州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杭州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杭州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5.2 杭州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5.3 杭州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5.4 杭州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6 南京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6.1 南京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南京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南京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南京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6.2 南京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6.3 南京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6.4 南京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7 深圳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7.1 深圳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深圳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深圳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深圳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7.2 深圳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7.3 深圳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7.4 深圳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8 扬州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8.1 扬州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扬州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扬州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扬州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8.2 扬州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8.3 扬州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8.4 扬州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9 武汉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9.1 武汉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武汉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武汉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武汉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9.2 武汉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9.3 武汉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9.4 武汉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10 天津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10.1 天津无线城市建设技术环境分析  

（1）天津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2）天津物联网产业发展状况  

（3）天津云计算产业发展状况  

7.10.2 天津无线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及规划  

7.10.3 天津无线城市建设进程分析  

7.10.4 天津无线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7.11 其他城市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11.1 成都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11.2 海口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11.3 青岛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11.4 佛山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7.11.5 江阴无线城市建设发展分析  

   

第8章：中国无线城市建设市场主体分析

8.1 政府在无线城市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分析  

8.2 无线城市运营商及运营服务商经营个案分析  

8.2.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1）企业无线城市运营概况  

（2）企业无线城市用户规模  

（3）企业无线城市运营模式  

（4）企业无线城市相关技术  

（5）企业无线城市运营竞争优劣势  

（6）企业无线城市业务发展规划  

8.2.2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1）企业无线城市运营概况  

（2）企业无线城市用户规模  

（3）企业无线城市运营模式  

（4）企业无线城市相关技术  

（5）企业无线城市运营竞争优劣势  

（6）企业无线城市业务发展规划  

8.2.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无线城市运营概况  

（2）企业无线城市用户规模  

（3）企业无线城市运营模式  

（4）企业无线城市相关技术  

（5）企业无线城市运营竞争优劣势  

（6）企业无线城市业务发展规划  

8.2.4 中电华通通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项目业绩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5 艾维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项目业绩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6 广东兆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项目业绩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2.7 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项目业绩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 软件、设备及解决方案提供商经营个案分析  

8.3.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8）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3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8）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4 京信通信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5 深圳国人通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6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7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8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9 弘浩明传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0 友讯集团（D-Link）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1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H3C）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2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10）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3 北京安氏领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4 深圳市普联技术有限公司（TP-LINK）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5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6 广东中雅无线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7 深圳市图元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8 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19 北京华美博弈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20 深圳市航天无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8.3.21 西安达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3.22 广州市道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4）企业典型客户分析  

（5）企业典型项目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九章中国无线城市发展前景与投资分析(AK WZY)

9.1 中国无线城市发展前景分析  

9.1.1 无线城市对相关市场的影响分析  

（1）对现有市场参与者的影响  

（2）对设备制造商的影响  

（3）对电信业务的影响  

（4）对用户的影响  

9.1.2 无线城市发展趋势分析  

（1）无线城市业务及应用趋势分析  

（2）无线城市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3）无线城市运作模式发展趋势分析  

9.1.3 无线城市发展前景分析  

（1）无线城市投资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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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84983.html


据与资料；

　　行业公开信息；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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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力量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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