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ICT?

ICT的诞生让全球电信和信息产业掀起了怎样的变革风暴？

欧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电信运营商如何通过开展ICT业务扭转经营困境？
2008年电信业重组后，三大运营商在集团客户市场将展开怎样的激烈争夺？
我国电信运营商未来的ICT发展之路在何方？

……

ICT：电信运营商转型道路上的

模糊身影
近年来，随着通信市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电信运营商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固定电话
业务不断下滑、移动电话业务增速放缓，宽带和移动增值业务竞争激烈……在这样的背景
下，各国运营商纷纷提出“由传统的通信运营商向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的战略。在英国电
信、德国电信、日本NTT等国际电信业巨头的转型探索中，一种新的业务——ICT引起了业界
的广泛关注，成为各国电信运营商争相探索的业务形式。
在我国，ICT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内运营商而言，ICT尚是其转型道路上的“模糊
身影”。究竟什么是ICT？它的诞生对全球电信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目前的ICT发展状况怎
样？我国电信运营商又该如何发展ICT业务呢？
如果您想知道本期《优唯之声》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朱春贵
研究总监
上海优唯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手机：13918257351
电话：(86 21) 63521860-218
电子邮件：gary.zhu@unicview.com.cn

ICT :电信运营商转型道路上的“模糊身影”
德 国 电 信
（Deutsche
Telecom）是 欧 洲
Case Study
德国电信
最大、世界第三大
是
电信运营商，在29
借ICT扭转经营困境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71个分公司、子公司、联盟公司及合资公司，然而，和
许多国际电信巨头一样，德国电信也曾面临内外交困的
经营困境。

一、ICT诞生：信息时代电信运营商的角色突变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即信息通信技术，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
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技术领域。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对通信和信息需求的不断加大，通
信行业和信息行业不断朝着相同的方向演进，并相互渗
透，相互融合，“信息通信产业”这一大行业的概念逐渐
深入人心，ICT这一概念和产业也随之诞生。

对电信运营商而言，ICT是一种新的业务类型：它主
要针对ARPU值更高、对通信信息产品和服务需求更旺盛的
集团客户；它将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不仅提供基
础通信服务，还提供办公自动化、客户关系管理等信息化
服务，并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为企业定制行业信息化解
决方案。

• 跨国公司和大型
企业
• 本地中小型企业

ICT

• 政府和社会机构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 未来的通信将建立
在全IP化网络上，
固话，移动，互联
网，广播电视之间
将实现无缝连接。

•
•
•
•

→ 德国电信市场自1998年

的传统优势固话业务不
断受到其它竞争对手的
冲击，呈现严重下滑的
趋势。

全面开放以来，电信业
监管部门RegTP一直对
其采取严格的监管政策
。

→ 近年来，RegTP对德国

了套餐、降低话费等措
施，但仍未能阻止用户
的流失。

电信的监管力度加一步
加剧，削弱了德国电信
的竞争优势。

面临内忧外患，德国电信迫切需要转型。2005年，德
国电信宣布了为期三年的“卓越计划”，将ICT作为核心
业务进行大力发展。此后，德国电信通过兼并IT企业、建
立专业服务品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等方式，取得了ICT
业务的突破，并借此改变收入结构，实现了新的增长。
2007 年，德 国 电 信 总 体 业 绩 表 现 稳 健，全 年 收 入 增 长
1.9%，达625亿欧元。

• IT即信息技术，是指运
用计算机及软件技术来采
集和处理信息的技术
• CT即电信，是用电子手
段来传递信息的技术。

 全IP化网络

外患：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 2005年以来，德国电信

→ 尽管德国电信虽然推出

 融合了通信和IT技术

 以集团客户为中心

内忧：固话客户流失严重

德国电信各项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 2007年

行业解决方案
业务解决方案
通信方案
信息化方案

其他 1%
ICT 14%
固定和宽带
31%

与传统的通信业务相比，ICT业务以集团客户为中
心，能通过“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满足集团客户的整体信
息化需求，因此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更高的市场价
值。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电信运营商纷纷将ICT业务作为
转型的突破口，不少国际电信业巨头更是借助ICT业务扭
转了经营困境，成功实现了转型，德国电信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

美洲移动通信
23%

欧洲移动通信
31%

数据来源：德国电信网站

德国电信的ICT发展之路
2005年，德国电信将T-Systems
与企业客户部合并，成立了商业
客户战略单元，开始有针对性地
为商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的ICT服务

2000年，德国电信收购德
国著名IT企业Debis, 开始
为企业客户提供IT服务

2000

2001

2005
2001年，德国电信在Debis的
基础上组建了T-Systems部
门，正式开展ICT业务

2007年，T-Systems与英国
皇家太阳保险公司，法国空
客公司等一系列跨国公司和
大型企业签订了ICT服务合约

2006

2006年，T-Systems收购了
大众集团的IT服务子公司，
进一步提升IT服务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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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波认
为，目前ICT这一概念在我国尚未得到普及，但无论是从
学科交叉的角度，还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在我国，通信
与信息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通信信息市场实际上已经形
成。
据统计，2007年，我国ICT服务市场规模达到236.8亿
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34%，预计未来几年，ICT服务市
场将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如下图）。

ICT业务的诞生，不仅帮助电信运营商扭转了经营
困境，还使得电信运营商在信息通信产业中扮演的角色
发生了变化，在ICT时代，电信运营商从简单的通信网络
提供者转变为提供包括技术、网
络、业务应用等的综合信息服务
商，开始承担整合产业价值链的
作用。

二、亚太地区：全球ICT的动力引擎

中国 ICT服务市场规模， 2005-2011
亿人民币
800

法国IDATE研究及咨询公司200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2006年，全球ICT市场规模达到26370亿英镑，比2005
年增长了5.3%，总体上，全球ICT市场规模呈现逐年增长
的趋势，但增长率正在逐年放缓（如下图）。

600
400
200

全球 ICT市场规模， 2003-2007
亿英镑
40000
3500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7.0%

6.6%

6.0%

5.3%

5.8%

0

39.1%

45%
40%
28.1%
35%
23.9%
22.2% 30%
25%
683.2 20%
15%
514.8
10%
329.5 411.9
236.8
136.7 176.7
5%
0%
29.3%

34%

32.5%

2005 2006 2007 2008E 2009E 2010E 2011E
数据来源：CCW Research

8%
6%

2%

2005年，我国“信息服务业”大行业观念提出后，三
大电信运营商争相进军ICT市场。

0%

→

4%
22170

23620

25040

26370

27899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5年8月，中国电信首先吹响转型号角，2005年初，中国
电信首次提出转型战略。2005
年8月，中国电信推出了我国第
一个集团客户品牌——“商务
领航”；

数据来源：IDATE Research & Consulting

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美国和欧洲仍是ICT市场的
主导者，但亚太新兴市场正日渐成为全球ICT发展的动
力引擎。

→

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形成了两大ICT产品体系——MAS针对
政府机关与大型企业，ADC针对中小型企业；通过自身产品
体系，中国移动为集团客户提供包括通信产品、信息应用
和行业解决方案等在内的ICT产品和服务；

全球 ICT市场分布， 2006年
其他地区
12%

＊ MAS是中国移动为大型企业和政府机关打造的，基于移

欧洲 31%

动终端的信息化应用服务，它将企业的ERP、CRM、OA等
系统延伸到手机上使用，实现移动办公。

亚太地区
27%

＊ ADC是中国移动针对中小企业提供的托管式信息化应用
服务，其特点是采用租用的方式，成本低廉。

美国 30%

数据来源：IDATE Consulting & Research

IDC对2008年亚太地区ICT市场分析表明，2008年亚
太新兴市场的ICT市场规模达到了1540亿美元，比2007
年增长约10%，而欧美市场同期的增长率则仅为4%左
右。

→

三、ICT在中国：蹒跚学步

中国联通针对集团客户推出了“宽带商务”品牌，为集团
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的解决方案，不仅为集团客户提供电
话会议、企信通、物流通等基础通信类产品，还为客户提
供办公自动化、客户关系管理等企业信息化产品，针对集
团客户的性质和需求打造企业信息化平台。

与国外相比，我国ICT市场的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
“蹒跚学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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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现有ICT产品与服务，建立符合集团用
户需求的ICT产品与服务体系。

四、品牌化:我国电信运营商未来的ICT发展之路
2008年电信业的重组，标志着我国电信业进入了全
业务运营时代。在全业务运营时代，电信的业竞争将变

目前，世界主要电信运营商提供的ICT服务可
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面向网络通信设施的服务、
面向IT应用系统的服务和面向业务流程系统的服务
（IT咨询、业务流程外包等）。
英国电信以创新型网络平台为基础，向上延伸
切入软件服务、流程服务、整体方案和咨询服务。
ICT产品和服务从第一层逐步向上延伸到第四层，
越来越接近客户的需求。
目前，我国电信运营商提供的ICT服务尚停留
在面向IT应用系统的服务。
在未来，电信运营商势必要
根据集团客户需求，进一步
拓展自身ICT服务的范围。

电信业的重组，标志着全业务竞争时代的到来

的

三

个

层

次

目前，三大运营商不仅在个人用户市场，也在集团用
户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ICT业
务，实现从通信运营商向综合信息服务商的战略转型，是
目前运营商亟待思考的问题。

IC
T

服

务

2008年12月22日，中国电信发布天翼品牌，推出了“移
动互联网”的新理念，打响了全业务经营的第一枪。不
仅如此，中国电信还表示将借助天翼进一步丰富“商务
领航”品牌的内涵，向集团客户提供基于全业务的信息
化服务。

面向业务流
系统咨询，业务流程外包等
程系统的服务

面向IT应用系统的服务

面向网络通信设施的服务

软件系统支持与维护，系统
集成，应用托管等
网络规划，网络系统集成，
外包管理等

3、加强与IT企业的合作，提升自身ICT服务能力。
根据我国企业对通信信息技术的具体需求，结合
国际电信业巨头们的ICT实践经验，我们认为，我国
电信运营商应当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由于ICT服务的覆盖面广，运营商不可能在所
有领域中都做到最好，因此，在发展ICT服务的过程
中，电信运营商往往会选择一些IT企业作为合作伙
伴，合作形式包括在项目中进行合作、成立合资公
司、建立合作联盟等。
在ICT领域，电信运营商+IT企业的合作模式十
分常见，电信运营商利用自身
的网络和客户资源，借助IT厂
商的技术，为客户提供业务流
程和IT应用系统外包等服务。

1、以重点行业为突破口，建立专业服务品牌。

刚踏足ICT领域、缺乏IT服务经验的电信运营
商可以首先重点研发一两个行业的通信信息化产品
和解决方案，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向其他行业渗透。
2006年，德国电信的ICT业务部门T-Systems收
购了大众集团的IT服务子公司Gedas，将汽车行业
作为ICT业务的突破口，并逐步向其他行业延伸。
目前，T-systems已经成为在汽
车、制造、银行、旅游、物流、
零售、能源等行业ICT服务方面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

AT&T与微
2005年，
组成IT服
软合作，
为客户提
务联盟，
网
P技术的
供基于I
应
企业 用
络通信和
。
融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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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开展IC
T业
务以来，德国电
信与
国内外IT服务企
业广
泛合作，不仅制
定了
一整套合作伙伴
管理
计划，还设有专
门的
合作伙伴管理部
门，
维护合作伙伴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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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项目小组机制，标准化服务流程，快速
响应集团客户需求。

五、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技术与产业，ICT是通
信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它适应了这个
时代的需求，并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强有力
的动力之一。
对电信运营商而言，开展ICT业务不仅能实现
新的增长、应对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更能帮助它
们实现战略转型，大大提升它们在整个通信信息产
业链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电信运营商对ICT业务的探索还处
于起步阶段，但全球通信业与信息业的融合发展、
我国企业不断增长的信息化需求，都为电信运营商
进一步发展ICT业务创造了良好机遇。三大运营商
只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必将探索出
一条适合自己的ICT发展之路。

目前，我国电信运营商都成立了专门的集团/政企客
户服务部，旨在提高集团客户对ICT业务的满意度。然
而，目前我国企业对ICT业务的满意度仍然较低。
四川大学、成都市荣耀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
的信息化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访谈时普遍反映，他们使用
的ICT产品和服务存在服务响应速度慢、出现故障得不到
及时解决等问题。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用户黏性，电信运营商
可以进一步完善ICT业务的组织
形式，成立项目小组，快速响应
集团客户需求。

项目小组架构——
客户经理：项目统筹与规划
数据服务人员：
数据存储与管理

网络技术人员：
技术支持与保障

客服人员：
前期推广与客服

5、走品牌化道路，打造ICT业务优势品牌。
目前，我国三大运营商的个人及家庭业务品牌体系
系已渐臻完善——
→
→
→

中国电信：我的e家、互联星空、天翼；
中国移动：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G3；
中国联通：世界风、新势力、如意通、亲情1+；

1

在ICT业务方面，尽管中国电信推出了“商务领
航”中国联通推出了“宽带商务”，但总体而言，我国
电信运营商的ICT业务品牌尚不成熟。
要进一步发展ICT业务，抢占集团客户市场，运营
商必须整合现有ICT产品体系，建立或完善ICT业务品
牌，并通过品牌形象塑造和推广，逐步培养客户的品牌
忠诚度，提高用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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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UnicView
We expand our research network
across China via high qualified FW
partners.

About UnicView
→ Founded in 2004, UnicView is a full service research
firm focusing on ad-hoc market research. Our main
research industry are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I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utomotive,
financial industry.
→ The business of UnicView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major research areas: consumer need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products, concepts and packaging
research, brand and advertising research,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research.
→ We are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consumers, but also
will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dustry & trade and the
macro economic &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Financial
Industry

Automotive

IT & Telecom

Shanghai: Headquarter
Guangzhou: Branch
Chengdu: Branch
Harbin

Urumqi

Changchun

Beijing
Huhehot

Shenyang/Dalian

Tianjin
Yinchuan
Taiyuan
Lanzhou
Shijiazhuang
Jinan/Qingdao
Xining

Xining

Chengdu

Chongqing

FMCG

Zhengzhou
Hefei

Nanjing
Shanghai

Wuhan
Hangzhou/Ningbo

Guiyang

Changsha
Nanchang
Fuzhou/Xiamen

Kunming

Taibei
Nanning

UnicView

Partner

Guangzhou
Shenzhen
Haikou

We put you at the heart of our
organization.
Vision and Mission
We bring you integrated
Expertise and combine our
Solutions and knowledge

Save Resourc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dentify Opportunities
Control Risk & Cost

Cooperation &
Win-Win

Society

Staff

Client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que and
Comprehensive
Technique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Stockholders

Harmony

Home

We work with you
to identify the
Optimize Recourses&
Harmoniously Dispose

Continuous
Cooperation

Actionable
Solutions
to your particular
challenges.

Our mission i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market research services for clients
with the unique perspective, improve customer
marketing in the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all aspects of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so
that it can be more successful in responds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chiev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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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give you
from your
A Single Point
of Contact
UnicView team.

Brief Introduction of UnicView
We are focusing on consumers &
products study

Success launch
new mix

We help clients to “Entry Market”

Promote the
existing mix

Foundational study to identify the keys to entry
→ U&A; A&U; H&P; Ethnographic Study
→ Segmentation Study
→ Brand image; Brand Equity Monitor, Equity Scan,
Brand Positioning
→ Satisfaction & Loyalty Study

Business Target &
Strategic Plan

We help client on “product launch”
Customer
acquisition

Customer
retention

Assess the Landscape
→ By Usage and Attitude Study
Opportunity Discover
→ Ethnographic Study, Diary Study, Workshop
Concept Initiative
→ Brainstorming, Workshop, Concept Screening,
Concept Testing
Launch Qualification
→ Product Testing, CUT, Packaging and Pricing
Testing
Ready to Launch
→ Advertisement Study, Marketing Activities Testing

Office Facilities

FGD Room
Observing Room

One corner
of office

What we do after “product launch”

Launch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 U & A tracking, Retail Audit Analysis
Measure Marketing Activities
→ Advertisement Performance Tracking, Sampling
Check
Understand the Brand
→ Brand Equity Tracking, Br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Understand the Consumer and Customer
→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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