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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萬物智聯時代，貢獻「中國智慧」

序 言

序言

萬物智聯時代，貢獻「中國智慧」

科學技術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原動力，是人類創造未來的

金鑰匙。近幾十年來，以移動通信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

發展突飛猛進，給我們的經濟結構、行為方式、思維範式和

想像邊界都帶來了顛覆式改變。其中，移動通信發展的「中

國模式」「中國速度」令全球矚目，讓世界驚歎。

1986 年初，國家籌組中國移動通信網絡建設專家組，

我有幸被選中，與李默芳、盧爾瑞等專家一起研究中國移動

通信網絡技術體制和運作規程，制定中國移動通信網絡體制

標準。1986 年 8 月，我應聘到國際電信聯盟工作，從此離

開了中國早期組建的移動通信專家團隊，也離開了那之後中

國如火如荼展開移動通信建設的主戰場。在此後的歲月中，

我一直關注着中國的移動通信建設。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中國的移動電話用戶數已達 15.9

億戶，其中手機上網用戶數就達到 13 億戶。1如今，中國的

1   除非明確指出，本書中涉及中國的數據，不包括港澳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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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電話用戶數、移動寬帶用戶數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國擁

有全球最多的移動通信基站、規模最大的 4G 商用網絡和增

長最快的移動互聯網應用市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頭號移動

通信大國、移動電商大國和移動支付大國。

從 1G 空白、2G 跟隨，到 3G 突破、4G 同步，再到今

日的 5G 局部領先，中國的移動通信行業從無到有，從小到

大，從弱到強，經過 30 餘年的時間，成功地將移動通信從

少數人享有的「稀缺資源」，變成惠及全球 1/5 人口的一流

公共基礎設施，並且催生了數家在全球舉足輕重的一流企

業，積累了大量的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形成了先進完整的

移動通信產業體系，培育了空前繁榮的移動互聯網產業生

態。可以說，移動通信深刻地改變了中國，而中國也在積極

地影響着世界，開始向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在我看來，中國在移動通信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源於

對技術趨勢的準確把握，源於「政產學研用」的高效聯動，

源於敢於擔當的不懈創新，更源於中國通信行業百年傳承的

艱苦奮鬥精神。

2019 年，5G 已經在全球揭開商用大幕，萬物智聯時

代正向我們昂揚走來，那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智能信息

社會，人類將跨入嶄新的階段。我相信，發明創新是推動

移動通信技術繼續發展的核心要素，開放合作是引領全球

信息通信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的主旋律。中國大有可為，中

國大有作為！

是為序。

國際電信聯盟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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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如果要列舉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

核心技術實力提升最快、受益人群最廣、市場競爭力最強、

全球知名度最高的行業，毫無疑問，通信行業，特別是移動

通信行業必定榜上有名。這是中國走進大眾、走出國門、走

向世界的高科技行業。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十分幸運，能夠連續 16 年身

處移動通信發展最前沿，行走在移動通信創新第一線，見證

並記錄中國移動通信行業發展的重大決策、關鍵事件、創新

歷程、輝煌成就，以及給大眾信息生活、經濟社會發展帶來

的深刻改變，給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帶來的巨大影響。十分

感謝人民郵電出版社顧翀社長和張立科總編輯的精彩創意與

學術出版中心王威總經理、韋毅編輯的精心組織，讓我有緣

與資深行業專家含光、通信科普高手周聖君（小棗君）組成

一個團結、友愛、有趣的寫作團隊，共同策劃創作這部為新

中國成立 70 周年獻禮的專著。

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的移動通信行業至今已走

過了 30 餘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從豪華 1G、全民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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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 3G，到驚豔 4G、智能 5G，中國移動通信行業緊緊抓

住每一次技術創新的機遇，攻堅克難，以市場帶動技術，以

技術驅動產業，以創新促進發展，不僅實現了產業自身的華

麗「蝶變」，從默默無聞的跟隨者迅速成長為全球移動通信

領域的主導者，而且推動着國人視野、發展觀念、產業實

力、大眾生活乃至整個社會運行方式的改變。可以說，中國

移動通信行業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發展成果惠

及億萬百姓。

本書以當前社會熱點起筆，從大眾最關心的中興、華為

事件逐漸展開，由 1G到 5G，環環相扣，既有移動通信技術

的科普知識，又有曲折跌宕的行業發展歷程，力圖通過一個

個轉折性事件、一組組節點型故事、一群群代表性人物述說

「變化」，分析「變化」，思考「變化」。

移動通信改變了中國什麼？是如何改變的？未來還將怎

樣改變？這是本書寫作的主線。

從奢侈品到必需品，從追趕者到領先者，從模仿到被模

仿……移動通信改變中國，歸根結底是創新改變中國，是堅

持改變中國，是合作改變中國，是開放改變中國。這是本書

想要傳遞的理念。

著書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中國的移動通信行業很有特點。

這是一個總是給人意外的行業。這個行業的發展數據

幾乎很少有人預測準確過。在行業發展之初，當有機構預

測 2000 年全國移動電話用戶數將達 80 萬戶時，幾乎所有

人，包括業內專家，都覺得這是天方夜譚。而 2000 年底，

中國的移動電話用戶數達到了 8453 萬戶。3G 時期對 TD-

SCDMA 的預測，4G時期的用戶發展預測，無不如此。這種

出人意料的結果，其實不是偶然，而是必然。這源於廣大通

信人的堅守，源於廣大用戶的支持，源於科學技術的進步，

源於國家穩定的發展環境。

這是一個總是充滿焦慮的行業。在瞬息萬變的高科技領

域，機遇稍縱即逝。1G 到 5G，這個行業從一窮二白到追

隨、突破、同步、局部領先，總是唯恐錯失任何一個創新機

遇，唯恐耽誤任何一次市場發展。現代高科技領域的追趕者

時刻焦慮着，也時刻奮進着。

這是一個總是逆向前行的行業。地震、洪水、颱風、泥

石流……當大多數人從災區緊急向外撤退的時候，通信人

卻揹起行囊、扛起設備，義無反顧地奔向最危險的地方。因

為，通信就是生命線，有信號就有希望。因為，他們心懷責

任，他們心懷使命，他們心懷家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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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關這個曾經受制於人的行業 30 餘年來的「逆

襲」之路，值得書寫的精彩故事、值得銘記的先鋒人物、值

得總結的成敗得失，實在太多太多。筆者僅以有限的見識、

有限的視角，平實、客觀地評析一二。如有不當之處，還請

大家撥冗指出。

在此，特別感謝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

聞庫、國家無線電監測中心主任張樞、中國移動辦公廳主任

高頌革等業內專家的專業指點。感謝中國通信企業協會副會

長、人民郵電報社原總編輯武鎖寧，以及人民郵電報社總編

輯王保平對本書寫作的傾心指導，感謝人民郵電報社各位領

導和同事給予的大力支持。感謝接受過筆者採訪的原信息產

業部部長吳基傳、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中國移動原總工

程師李默芳，以及筆者採訪過的、關心移動通信發展的 500

餘位行業內外、國內外人士。

技術可以引進，但能力無法引進，我們必須自強！特以

本書向為中國移動通信行業發展做出不懈努力的人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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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制裁、封鎖、圍攻……從中興到華為，啟動國家機器打壓

一家企業，這樣的情況在移動通信領域極為罕見，令人難以置

信，但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這背後是「科技冷戰」，是信息霸權，亦是某些力量對中

國力量在移動通信這一高科技領域崛起的恐慌！

面對黎明前的黑暗，是焦慮狂躁，無所適從，就此低頭放

棄，還是砥礪奮進，從容前行，奔着曙光而去？執着的中國通

信企業用實際行動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這背後是戰略佈局，是勇於擔當，亦是中國精神數十年來

在移動通信領域的代代傳承！

1.1  逆境初現，坦然應對

北京時間 2018 年 4 月 16 日夜，美國商務部宣佈，因中國

通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興）違反美國

政府的「制裁禁令」，禁止美國公司向其出售零部件、軟件和

提供服務，期限為 7 年。此外，對中興處以 3 億美元的罰款。

這部分罰款可暫緩支付，主要視中興未來 7 年執行協議的情況

而定。

這無異於重磅貿易炸彈，中興 A 股、H 股被迫雙雙停

牌，進入「休克」狀態。來自美國的零部件佔中興製造原材料

的 10%～15%，這些零部件大多由美國壟斷，短時間內難以找

到替代，如果「禁令」實施 7 年，中興將遭受災難性的打擊。

中興是什麼企業？美國政府為何要對這家企業採取這般

「禁令」？

中興成立於 1985 年，是全球第四大通信設備製造商，也

是中國內地最大的通信設備上市公司，年營收規模、總市值雙

雙超 1000 億元。中興位居「全球創新企業 70 強」與「全球 ICT

企業 50 強」之列，全球專利申請超過 7.3 萬件、已授權專利超

過 3.5 萬件，其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合作條約）

國際專利申請量三度居全球首位，並連續 9 年進入全球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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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達成新的和解協議，美國將執行新的 10 年暫緩令。就連羅

斯自己都承認，這是美國商務部史上罰款規模最大、處罰最嚴

厲的出口管制案。

此次事件，中興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國在核心芯片領

域的軟肋也暴露無遺。然而，有識之士早已看出：在產業高度

分工、產業鏈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制裁中興，就因為它是中

國高科技領域掌握核心技術的標杆企業，因為它是全球「5G

先鋒」。

很快，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簡稱華為）的遭遇就印證了

這一判斷。

2018 年 12 月 1 日，中國公民、華為首席財務官，華為創

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轉機時，被加拿大以

應美方要求為由扣押。加拿大司法部發言人麥克萊德說，美國

正在尋求對孟晚舟的引渡。

5 天後，事件一經曝出，引發巨大關注，全球譁然。受該

事件的影響，5G 概念股集體低開，上證指數、深證成指、香

港恆生指數皆成跌勢，華為核心供貨商的市值蒸發數百億元。

中國駐加使館和中國外交部嚴正表態，對這一嚴重侵犯

人權的行為表示堅決反對並強烈抗議。12 月 8 日，中國外交

部副部長樂玉成緊急召見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就此事提

值得關注的是，中興在全球 5G 領域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按照美國政府的說法，此次對中興採取的「制裁禁令」

緣於兩年前的一樁舊案。

2016 年 3 月 8 日，美國商務部指控中興涉嫌違反美國對

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出售零部件、軟

件和提供服務。次年 3 月，中興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根據

協議，中興要向美國政府支付 11.92 億美元的罰款，其中 3 億

美元緩期執行，如果中興在協議簽署之後 7 年內未違反協議內

容，該筆罰款將被豁免。

上次舊案不再細表，這次美國政府又是什麼理由？就一

條：中興此前承諾解僱 4 名高級僱員，並通過減少獎金等方式

處罰 35 名員工，但最終只解僱了 4 名高級僱員，並未處罰其

餘的 35 名員工。

如此牽強的理由，匪夷所思。

這絕不是什麼違反協議的單純制裁，這是美國遏制中國

高科技產業崛起的「定點」打擊。2018 年 4 月初，美國貿易

代表辦公室發佈了加徵關稅的商品清單，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價

值約 500 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高額關稅，該清單就涉及新一代信

息技術領域的商品。

在中國政府的積極斡旋下，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佈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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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12 月 11 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發

表演講時表示，對於任何肆意侵害中國公民正當權益的霸凌

行徑，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將全力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

利，還世間一份公道和正義。同日，加拿大法院批准了孟晚舟

的保釋申請。

超出眾人預料的是其後美國對華為採取的行動。一方

面，美國政府以安全為由，屢屢游說西方盟友抵制華為 5G 設

備，然而應者寥寥，因為華為 5G 設備卓越的技術優勢和成本

優勢令國際運營商難以拒絕。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再次憑藉其

在高科技領域的「霸主」地位，對華為實施「禁運」。

當地時間 2019 年 5 月 15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

令，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在此狀態下，美國企業不得使用

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通信設備。隨後，美國商

務部發表聲明，將華為及其 70 個關聯企業列入美方「實體清

單」，禁止華為在未經美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從美國企業獲得

零部件和相關技術。

這與此前美國對中興揮舞大棒如出一轍。英特爾、高

通、ARM、谷歌等華為的核心供應鏈企業皆受「禁令」影響，

華為面臨供應鏈全面斷貨的巨大危機。

美國的一紙「禁令」，實乃「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之舉。

據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的報告，華為 2018 年僅半導體的採購

支出就達 211 億美元，是全球僅次於三星和蘋果的第三大芯片

買家，而這些芯片大多產自美國。這一舉措給美國的企業也帶

來了極大的打擊。在多方因素的影響下，美國意圖對華為實施

的「降維打擊」突然暫停。5 月 20 日，美國決定將對華為的

「禁令」延遲 90 天實施，理由是華為及其商業夥伴需要時間升

級軟件以及處理一些合同義務的問題。

美國為何不惜動用國家機器，如此針對華為這家中國企

業？確切地說，因為恐慌。

恐慌來自華為的成長速度。華為成立於 1987 年，短短 30

餘年就發展成為全球排名第一的通信設備製造商。華為高度重

視標準與專利，專利數以平均每天申請 6 件的速度增長，而且

質量較高，超過 85% 為發明專利。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

數據，2018 年華為就向該機構提交了 5405 件專利申請，在全

球所有企業中排名第一。

更讓美國恐慌的是，華為在 5G 領域擁有獨一無二的

優勢，是目前全球能夠提供端到端 5G 商用解決方案的兩

家通信企業之一。目前，華為共向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 3 代合作夥伴計劃）提交 5G 標準提案

18000 多篇，向 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