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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
太高了！”李克强总理把这一“社会关切”带到了14日举行的一季度经济形
势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
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
力很大，空间也很大。”李克强还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
费降下来，“薄利多销”。

听到总理的表态，不少公众都很高兴。中国家庭宽带网速慢、价格高，
以及移动网络流量价格贵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各种批评意见也很多，但是至
今为止，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希望总理的表态，能够促成提速降费。

——编者

高网费、低网速引吐槽

“我办理的是电信180元／月的套餐，
可以享受4M的宽带，但网速非常不稳定，
有时候连网页都打不开。”在贵州打工的倪
平抱怨。网速慢并不是倪平一个人的感
受，新浪网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65.7％的
网民认为网速过慢。据全球最大的CDN
服务商美国Akamai公司发布的互联网报
告也显示，中国大陆2014年第三季度平均
网速为3.8Mbps，仅排名第75位，远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

不仅是宽带上网速度慢，手机上网速
度也不尽如人意。“平时用手机看个网页还
可以，但打开图片速度就比较慢了，更别提
看视频了。”正使用中国移动3G套餐的济
南市民杨海林说。对于这种现象，易观智
库分析师黄萌形容为，“消费者手里拿着当
今最先进的手机，却不得不忍受陈旧、老迈
的移动互联服务，就如同开着豪华跑车行
驶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

“不给力”的上网速度已经让许多用
户头疼不已，而相对较高的上网资费则更
引发广大用户不满。以4G为例，在刚被
推出时，其过高的资费标准便遭到用户吐
槽。“忘了关4G，一觉醒来你的房子就归
移动了”“4G速度快得让你资产回到十年
前，网络差得让你置身十年前”……据媒
体报道，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磊在一季
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也表示，现在流量费
很贵，1G就要70元。

记者调查发现，每月上网花费100元
以上的网民普遍存在。而网络调查结果显
示，多数消费者对网络服务速度并不满意。

近日，工信部回应，将推动企业加大网
络投资、降低手机流量资费，已立即布置相
关企业研究落实。

上网花费与预期差距大

根据腾讯大燕网和新浪网对10万多
名网友的调查，有近7成的网友每个月上
网花费为50元至200元，其中，三成多网
友每月网费在100元至200元之间。

相对应的是，实际上网花费与消费者
的预期相差很大。新浪网调查显示，
73.6%的网友，每个月可以接受的网费在
50元以内；能够接受100元至200元上网
费的，只有3.6%。

同时，高花费所带来的服务效果却并
不令人满意。新浪网调查显示，66%的人

认为上网“速度慢”。腾讯大燕网调查中，
92%的人认为网速“凑合能用”。

对于网速慢、费用高的原因，多数网友
认为，是垄断导致缺乏竞争。在新浪网调
查数据中，这部分网友占85.1%。

手机每月730M流量
不敢看视频

在北京，每月上网实际要花多少钱
呢？市民盛先生统计了他近6个月的流量
情况后发现，他平均每个月使用手机流量
730M。“从来不敢看视频，每个月手机流
量花费大概50元。”

记者对比三大运营商流量包发现，中
国移动流量资费相对便宜，50元/月包含
1G流量。中国电信3G网络50元/月包含
800M流量。联通3G最低10元/月100M
流量，最高100元/半年，1G流量。

除了手机上网，大部分人每个月还要

花一笔固定宽带费用。记者查询了北京目
前十几家运营商的宽带收费情况，长城宽
带、宽带通、歌华有线、鹏博士等提供的宽
带速度从10M到100M不等，价格主要在
700元/年至1300元/年之间。

几家运营商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市民
装宽带以30M、50M居多，平均算下来月
均花费在65元至77元。

今年将大幅提升网速

对于社会关注“手机流量资费贵和网
速慢”，15日晚，工信部表示，工信部一直
与相关部委共同深入落实“宽带中国战
略”，推动企业加大网络投资、降低手机流
量资费。

为落实李克强总理指示，工信部将加
大今年宽带专项行动中“加快4G建设”、

“大幅提升网速”等工作的力度，使老百姓
上网速度更快，价格更优惠。

国内网速慢、网费高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关切。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
达6.49亿，但网速慢、网费高等问题却常让用户高喊伤不起。业内人士认为，只有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引
入新的市场竞争等多方面推进，才能真正推动国内网络“提速降费”。

资费居高不下、
速度大打折扣为哪般？

业内人士认为，影响网速的因素纷繁
复杂，但中国宽带市场的接入方式与技术
以ADSL为主是造成网速慢的重要原因之
一。相比ADSL，光纤入户具有网速快，单
价低的优点，目前大部分宽带速率高的国
家基本上是以光纤接入为主。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认为，国内之
所以仍主要使用ADSL，是因为光纤入户成
本较高，网络改造难度大。以广东省为例，规
模庞大的老旧小区和老楼房就严重影响光纤
网建设进度。“这些小区原来没有光纤到户，
改造的施工准入和难度较高，影响光改进
度。”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说。

另一方面，运营商声称的速度与用户实
际感受悬殊，也导致用户对于网速的不满。
电信专家告诉记者，宽带服务商所说的8M、
10M是指光纤的出口速度，而用户对网速
的感知则体现在下载速度上。一般8M带
宽的实际下载速度，理论最高峰值是
1000KB／S，而实际上大概只有800KB／
S—900KB／S。

除了网速大打折扣，上网资费居高不下
也饱受质疑。分析人士认为，运营商的垄断经
营是导致资费居高不下的本质原因。“目前，互
联网国际出口仍集中掌握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两大集团手中，非电信系宽带运营商呈现数
量多、规模小等特点，这样大运营商就对市场
定价具有绝对话语权。”阚凯力说。

多方推动方能“提速降费”

在互联网深入影响国民经济各行业的
今天，网络“提速降费”不仅是满足广大群
众生活的需要，更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

“互联网＋”战略目标的基础条件。而这需
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运营商从多方面进
行推动。

“实现‘提速降费’目标的关键在于打
破垄断，鼓励竞争。”阚凯力认为，市场经济
的核心是竞争，打破垄断，通过市场的方式
使资源充裕，从而降低价格。例如，在互联
网的上游骨干网方面，应当打破“南电信、
北联通”的垄断现状。增加互联网骨干网
的企业数量，达到4家左右，同时增加广电
等公司的骨干网经营权。“实现‘提速降费’
要多发几个牌照，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必
在国家层面增加投资。”

此外，实现“提速降费”还应加快推进
光纤入户。“电信运营商每年可根据自身运
营及收支状况，加快网络改造步伐，早日实
现光纤到楼、光纤到户的目标。”三网融合
研究专家、融合网主编吴纯勇表示。

专家表示，推动实现“提速降费”，还需
利用严格的法规来促使通信运营商们维持
行业的公共运营属性，同时又最大程度上
促进运营商们的竞争。具体来说，就是用
法规来保证“互联互通”，在宽带运营上，不
仅骨干网运营商必须要互联互通，骨干网
运营商与次级运营商也必须互联互通。

（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今年将大幅提升网速 降低手机流量资费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信息经济与
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剑秋指出，从技术方面
来讲，无论是从无线和有线宽带的角度看，提
速都具有可行性。

曾剑秋：总体提出提速降费，我认为这不
是谈到垄断不垄断的问题，而是谈论它是否具
有可行性。就我个人来说，提速降税是具有可
行性的，首先纯粹的技术方面来讲，网络的确
是可以提速的，国家实行宽带战略以来，一直
在做提速的事情，因为扩展带宽就是在提速，
所以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一个从3G到4G，现
在部署5G了，这个是一个方面，这是无线宽
带。因为有些宽带来看也是这样的，从国家宽
带战略以来加深了提升光纤的普及率和利用
率，光纤的发展应该说从我们国家来看，也具
备了一个很好的因素，所以提速从技术上面来
讲是没有问题的。

在降费方面，曾剑秋也指出，从市场有比
较好的竞争机制，和宽带普及率不断提高的角
度说，降费也是可行的。

曾剑秋：降费这个角度来看也具有可行
性，当然从降费的这个方面首先要看到，就是
我们国家现在资费之所以有下降的空间，总共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目前除了电信运营商
在进行竞争，对这个市场具有竞争的机制，广
电也有宽带，还有民营企业的像鹏博士，他们
也在使用宽带，所以这个市场应该说还是有一
个比较好的竞争机制。第二个方面就是目前
宽带的普及率提高，我们都知道资费和用户的
规模有关系，随着用网络的人越来越多，用户
量越来越大，这样它的资费就可以降价，所以
从技术方面和市场两个方面来看，提速和降价
这两个方面是可行的。

（来源：央广网）

提速降费都具可行性

欧美如何
提网速降网费

资费高 速度慢 总理敦促

网络如何“提速降费”？

工信部回应■

在较早进入信息时代的欧美，近来网络
发展出现两大趋势：一是通过加强建设宽带
网和4G移动网等方式提升人们上网的速
度；二是逐渐降低上网费用，使更多民众能享
受到网络的便利。

在提升网速方面，德国政府2014年出台
《数字议程2014－2017》，大力推动宽带网
络的普及。德国政府的目标是，2018年前在
全国普及速度达到50兆比特每秒的高速宽
带。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99.9％的德
国家庭可接入1兆比特每秒的宽带，可接入
超过50兆比特每秒宽带的家庭比例达到
66.4％。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2015年国情咨文
中指出，美国要打造速度最快的互联网。这
种对网速追求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今年1月，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修改了宽带的定义，即
下载速度达到每秒25兆、上载速度达到每秒
3兆才能称为宽带。而2010年提出的宽带
标准是下载速度达到每秒4兆、上载速度达
到每秒1兆。

奥巴马还在今年3月宣布，提前实现了
4G网络发展目标。此前在2011年，奥巴马
首次提出4G移动网络的覆盖率要扩大至美
国98％的地区，并表示希望在2017年卸任
时可实现这一目标。

在英国，4G网络的发展使得手机上网用
户的体验比3G时代有了很大提升。今年
初，英国电信局发布了一份报告，对爱丁堡、
伦敦、利兹和纽卡斯尔等城市的4G和3G网
络进行了对比评测。结果显示，3G网络的平
均下载速度是每秒5.9兆比特，而4G网络能
实现的平均下载速度是每秒14.7兆比特，打
开一个网页平均只需0.72秒。

在上网费用方面，各国运营商采用较多
的模式是对不同性能的网络服务采用不同收
费标准，但同时也要按照一些规定来降低费
用，甚至还有的运营商在某些条件下提供“免
费”上网。

按网速分档收费的一个例子是美国AT
＆T公司，它推出的网络服务可分为以下四
种：第一种每月资费为31美元。下载速度为
768千比特每秒，比较适合使用电子邮件或
浏览普通网页；第二种每月资费为39美元，
下载速度为1.5兆比特每秒，比较适合下载
小文件，使用社交网络，分享电子相片等；第
三种每月资费为44美元，下载速度为3兆比
特每秒，适合线上游戏购物、音乐下载等；第
四种每月资费为49美元，下载速度为6兆比
特每秒，可以满足在线视频观看等绝大多数
应用需求。

无线网络的分档收费则常采用流量标
准。以英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沃达丰提供的
4G网络套餐为例，如果签约24个月，入门级
套餐的每月费用是17英镑，每月英国国内通
话时长500分钟，数据流量是500兆字节；而
一种更贵的套餐需要先一次性预付9英镑，
然后每个月的费用是50英镑，其英国国内通
话时间不限时长。

商家为产品差异化定价本很正常，但需
要注意的是，与国内4G网开通后人们常开
玩笑说“晚上睡觉时忘了关流量，早上起来房
子就归运营商”不同，欧洲一些地方还在某种
程度上实现了上网“免费”。在德国有这样一
种手机卡，每月只需9.99欧元，可使用德国
国内200分钟通话，还有500兆字节的高速
网流量，所谓高速网是指最高21.6兆比特每
秒的高速网络。重点是在这500兆字节高速
网流量用完之后，该套餐用户还可无限使用
32千比特每秒的低速网络。

欧盟也在想办法降低民众上网的费用，
特别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漫游的费用。
2014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从当年7月1日起，
欧盟范围内移动数据漫游的费用上限从此前
的每兆0.45欧元降至0.2欧元，降幅超过一
半；漫游拨打电话的费用上限从此前的每分
钟0.24欧元降至0.19欧元；漫游接听电话的
费用上限从此前的每分钟 0.07 欧元降至
0.05欧元；漫游发送文字信息的费用上限从
此前的每条0.08欧元降至0.06欧元。此外，
欧盟还在进一步推动在欧盟范围内逐步取消
手机漫游费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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