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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力，机遇无限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持续，政府

亟需向经济注入发展“新动力”。自2018年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概念，到2019年政府报告再次提及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再到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

的内涵，足以可见政府对于新基建发展的决心和魄力。

今年5月，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其中“两新”指新

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针对新基建，政府工作报告强

调，要拓展5G应用，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2018年12月：

首次提出新基建

2019 年 3 月：

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提及新基建

2020年 4月：

发改委首次明
确新基建内涵

2020年5月：

超过10省市出台
新基建行动方案

2020年 5月：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重点支
持新基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基建的重要基础，

5G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中国已正

式进入5G商用元年，新基建的提出对提振

通信投资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政府连续

发出新基建相关政策信号，是通信行业实

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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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不仅具有传统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基础性等特征，

还具有快速迭代、泛在连接、融合创新、智能引领、安

全至上等内在特点，而实现这些差异化特征的基础是通

信基础建设—5G。电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制造商作为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参与方，是实现通信行业新发展

的重要力量。

新基建离不开5G。5G具有的超高速、超大带宽、低时

延、广连接、高效能源利用的技术特征。通过深入挖掘

5G核心技术，以及5G对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工业

互联网等领域的支撑作用，能够极大地促进融合基础设

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

• 5G通过软件定义空口、切片、MEC等技术，能够为

用户提供与应用场景相匹配的定制化网络；

• 5G连接与IT、业务、AI等协同能力的发展，能够为用

户提供全方位开放化能力；

• 5G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化等技术，能够提供

服务各行各业的价值化数据；

• 5G通过智能网络感知、资源智能编排及故障自愈等

技术，能够为行业用户提供智能化服务。

5G核心技术将为各行各业提供定制化网络、

开放化能力、价值化数据以及智能化服务；

5G与各行各业融合，促进生产方式升级、

生活品质提高以及社会治理提升，将带来

社会发展新阶段。

5G领衔赋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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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基建持续升温，各地政府积极响应，相继出台新

基建行动方案，5G建设成为行动方案中的“必选项”，

例如，上海市新基建行动方案专门提出了“新网络”建

设行动，提出要高水平建设5G和固网“双千兆”宽带网

络，预计到2020年新建3.4万个5G基站；广州数字新基

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将开展5G发展“头雁”行动，

将加大5G基站、5G专网、智慧灯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预计到2020年累计建成5G基站8万座。

可以预见，随着各地新基建行动方案的落地，地方政府

必将加大对通信行业投资，与电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制

造商达成更深入的战略合作。

上海

高水平建设5G和固网“双千兆”宽带网络，预计2020年
新建3.4万个5G基站，构建全球信息通信枢纽

广州

将加大5G基站、5G专网、智慧灯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预计到2020年累计建成5G基站8万座

江苏

全面实施5G基站等50个直接投资的重大项目，加快解决

5G网络密度偏低等短板问题；全力推进中兴5G通信设

备、LG三元锂电池等50个关联产业项目建设

重庆
加快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新建5G基站5万个，打造5G
宽带城市群, 加快物联网全面发展，推动物联网与5G、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合

福建

大力加快5G网络建设，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深

度融合发展。预计2020年底，全年建成5G基站2万个以上

西安

5G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基建”布局的重中之重，已开工

5G基础设施建设系列项目总投资达12亿元，2020年将新

建和改造5G宏基站2,337座、5G微基站767座

昆明

将加大5G基站建设力度，2020年计划至少新增5千个5G
基站

数据来源：各省市政府网站发布、各省市发布的行动方案等

政策红利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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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商用的逐步启程可以说是通信行业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新基建的提出则是通信行业实现新发展的“催化

剂”。新基建背景下，运营商将加大5G网络建设力度 ，

这不仅是相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更是运营商实现创新发

展的必然举措。

2020年4月，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5G消息白皮书，承诺

共同构建5G生态系统。在通信运营商的带动下，通信设

备制造商作为5G设备、技术的直接供应商，也必将加大

技术创新，以应对5G迅猛发展的强大需求。

通信运营商加大对5G的投资，特别是5G与其他新兴技

术、行业的融合，又将带动更多消费需求，例如远程培

训和教育、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信息通

信、制造业及公共服务将会成为5G产出前三的行业。

通信行业各参与方对新技术、新业态的持续投入，不仅

将加快新基建落地，也将重新塑造通信行业的竞争格局

和业务生态。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2019E* 240 90 80

2020E** 1000 453 350

增幅 317% 403% 338%

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5G资本开支预算对比（单位：人民币亿元）：

数据来源：

1. *2019年资本开支预算—证券时报、第一财经、每日经济新闻

2. **2020年资本开支预算—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官网

通信运营决胜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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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ITU）为5G定义了eMBB（增强移动宽

带)、mMTC（海量大连接）、URLLC（低时延高可靠）

三大应用场景。eMBB典型应用包括超高清视频、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mMTC典型应用包括智慧城市、智

能家居等。URLLC典型应用包括工业控制、无人机控

制、智能驾驶控制等。

研究显示，5G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到2035年将为全球

创造13万亿美元经济价值及创造出约2,230万个新工作岗

位。随着时间推移，5G每年对全球实际GDP的增长贡献

净现值，相当于意大利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

随着5G进一步发展，5G技术将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业务

场景，每类场景均可催生不同的业务应用，以下为10类
典型5G应用场景：

业务场景 描述

智慧工厂 5G技术高速率低时延的特性有效地为工业数据传输提供保障。

车联网
5G将补齐车联网、自动驾驶在通信网络层的技术缺口，显著提升车辆对环境的感知和

执行能力。

智慧金融
5G通过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结合，使金融行业在业务流程、

业务开拓和客户服务等方面得到全面智慧提升。

智慧社区 5G+智能物联网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居民生活、社区管理更便捷。

智慧农业
5G将促进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生态化、集约化，实现“高效、聪明、智

慧、精细”和可持续生态发展。

智慧安防 5G应用于视觉安防识别、智能门锁、远程视频监控等将提升安全级别、强化风险识别。

智能电网
基于5G 的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特性以及独特的“网络切片”技术，推进5G智能电

网应用。

智慧医疗 5G让使用机器人和AR/VR远程手术、远程病人监护、远程临床护理等成为可能。

智慧教育
5G将促进智慧教育在教学成果、教学智能、教学创新和教学网络覆盖等方面极大的

提升。

智能媒体
5G将深刻改变媒体内容的生产、获取和传播方式，8K、VR、AR技术过去的限制将迎

来突破。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5G时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白皮书》，普华永道绘制

经济提振商业闭环

新基建 筑未来-5G篇 6



（一）持续面临的挑战

过去20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飞速发展，通信行业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在为市场提供普遍电信服务的同时，也

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但随着关键技术日趋成熟、服务差异化程度降低，通信

行业发展速度逐渐放缓。研究显示，通信行业对投资者

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全球通信行业的股东回报率逐渐降

低 ，通信行业急需实现突破。

5G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要实现这一前景确并非易

事，实现5G的价值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新基建的提出为

加大5G投资注入新动力，通信行业需要积极把握机遇，

通过对通信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来促进业务发展。

中国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电信市场，虽然市场需求仍

然强劲，但是中国通信行业也面临竞争加剧、业务差异

化水平降低、利润率下降等挑战，中国三大运营商之间

的市场份额差距也正在逐渐缩小，ARPU（单位用户平

均收入）也有所下降，通信行业正承受日益增加的盈利

压力。

通信行业新挑战、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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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造5G网络竞争力

5G每一类应用场均可催生不同的业务应用，使电信运营

商开展更加多样化、差异化的服务成为可能。5G的发展

也将打破既有产业链格局，催生新商业模式。

为了迅速激活5G的价值，利益相关者之间必将产生新的

合作模式，这将推动5G的商业案例。开展5G业务的运营

商，将向依托5G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公司收费来获得可观

收入，这种模式通称为“企业对企业对第三方”

（B2B2X），其中X可以是消费者（2C）、企业（2B）
或公共机构（2G）。

5G的价值不仅仅在经济层面，也在社会层面，5G的应用

场景助力城市和市民生活体验的改善。后疫情时代，5G
为智慧医疗、智慧社区等众多新型应用场景创新的条件

显得尤为重要。

电信运营商作为5G发展最重要的产业链合作伙伴，应该

积极把握当前政策红利，特别是新基建背景下鼓励通信

投资的相关政策，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充分研

究5G应用场景催生的创新服务类型，积极应对孵化出的

新型5G商业案例，尽早收获5G带来的价值。

致力于网络设施建设的大胆的运营商将能够为竞争者制

造高准入壁垒。敢于打破常规、制定清晰战略以及坚定

执行战略的运营商，必将获得不菲的投资回报。

通信行业新挑战、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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