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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2015年，绍兴市以发展

信息经济、促进信息消费、推进“两

化”（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建设智慧城市等重点项目实施为契

机，加快推进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

技术应用。全市“两化”融合发展指

数达70.67，其中工业应用指数达到

41.88，比2014年提高17.3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近年来，绍

兴市以“光网城市”和“无线城市”

建设为重点，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宽带网络改

造。2015年，城区基本实现光纤到

户，乡镇与村全部实现光纤通达，宽

带接入能力已基本达到100兆比特每

秒（Mbps）；4G无线通信网络已基本

实现村全覆盖，覆盖区域峰值下载

速率达100兆比特每秒（Mbps），绍

兴市宽带网络建设已进入“无线+有

线”的“双百兆”时代。同时，市区以

“i-zhejiang”为标识的免费无线局

域网（Wi-Fi）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完

成38个公共服务场所和公共区域的

点位建设。互联网出口带宽已达1000

吉比特每秒（Gbps）。

信息产业稳步发展。绍兴市信

息产业已涉足多个领域，集成电路、

电子元器件、LED、光伏等产品具有

一定的规模优势。2015年，全市信息

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8亿元，利

润总额11.8亿元。其中，电子信息制

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00.3亿元，

利润总额10.4亿元；软件产业实现业

务收入7.7亿元，利润总额1.4亿元。

拥有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航天长峰科技有限公司等成长

型优质企业。各县（市、区）信息产

业规模方面，上虞区占全市的比重

最高，约为全市的40%；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方面，越城区域占全市的

份额最大，接近50%。

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实现网

络零售额235 . 4 4亿元，同比增长

58.58%。（一）实体企业电商融合趋

势加强。全市已有1451家规模以上

企业、90多个专业市场开展电商应

用，淘宝“特色中国·绍兴馆”正式

开馆运营。以喜临门、洁丽雅等为代

表的一批传统优势企业品牌和以网

上轻纺城、同城易购、越淘网等为

代表的一批典型平台企业在电商领

域发展迅速，其中，网上轻纺城被评

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平台。（二）电

商园区建设成效明显。阿里研究院

发布的《2014—2015年中国电子商

务园区发展报告》显示，绍兴市电子

商务园区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七。全

市已建立26个电商园区（楼宇、创业

园），已运营的园区效益良好，冠友

电子商务智慧园、EMS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园、正大电子商务园等一批新

园区已开工建设。（三）农村电商发

展势头良好。至2015年底，全市已累

计建成700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点，

嵊州市湖头村被列为省级电子商务

示范村，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获选省级农村电商龙头企业。

信息消费持续提高。积极探索

公共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深化信

息技术在社会公共管理服务领域的

应用，不断激发政府公共服务性消

费。（一）成功创建国家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成为浙江省继杭州、宁波、

金华（义乌）、嘉兴之后第5个国家

级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二）稳步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重抓智慧城市顶

层设计，广泛推进信息技术在政务、

民生、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多个

智慧项目被列为国家级、省级试点。

如：诸暨“智慧安居”试点被列为浙

江省20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之一，

诸暨市被列为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

“智慧养老”项目被列为全国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领域的首个服务标准化

试点。（三）扎实推进农村信息化建

设。自2008年启动农村信息化建设，

全市已累计创建市级农村信息化示

范乡镇（街道）66个、示范村（或达

标村）1459个，分别占全市乡镇、村

庄总数的70%和67%。同时，居民信

息消费稳步增长。2015年，绍兴居民

网络消费支出288.8亿元，同比增长

49.8%；通信费用支出51亿元，与2014

年基本持平。全市开展网上备案拍卖

企业达到32家，共办理网上拍卖备

案677次，涉及拍卖委托金额33.67亿

元，拍卖成交金额8.78亿元。

“两化”融合不断深入。近年

来，绍兴市按照“市场主导、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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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政府主推”的原则，以《绍兴市

两化深度融合示范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为统领，以创建示范试点为抓

手，深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工

作成效显著。2015年，柯桥区、新昌

县和诸暨市分别被列入全省“两化”

融合综合性示范区和试点区，上虞

区和新昌县分别被列为全省绿色安

全制造信息化示范区和试点区。

【成 立信息 经 济工作 领 导 小 组】　

2015年，绍兴市成立了以市政府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市信息经济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信息基础设施、“两化”

融合、信息产业、电子商务、信息消

费等五个工作推进组，统筹全市信息

经济发展工作。

【信息经济发展规划】　2015年，绍

兴市政府印发《绍兴市信息经济发

展规划（2015—2020年）》和《绍兴

市信息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年）》，明确制订产业导向目录、

建立专家团队、确定研发平台、摸排

投资项目、制定龙头企业标准、筛选

龙头骨干企业、创建示范区域等具

体工作，推动全市信息经济发展。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绍兴市

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编制完成后，绍

兴市“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着手开展专项规划的编

制工作。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国

家信息中心组成的联合团队以360万

元的价格中标，成为智慧城市建设

专项规划编制单位。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中标单位已编制完成城市公

共信息平台等6个专项的调研报告和

规划提纲，即将提交专家评审。

【信息经济巡回宣讲会】　2015年，

绍兴市经信委开展市、县两级信息经

济巡回宣讲会、CIO交流会、工业4.0

案例分享会、工业电子商务培训对接

会等活动，培训人员700余人次。

【信息经济发展示范区（基地）创建】　

2015年，上虞区获批成为全省12个省

级信息经济发展示范区（基地）之一，

新昌县新增为省级“两化”深度融合

综合性示范区，嵊州市被列为省级

农村信息化示范区。全市累计有省级

“两化”深度融合综合性示范、试点

区3个，省级绿色安全制造示范、试点

区2个。年内，绍兴高新区和新昌县入

选全省首批软件和信息产业创业基

地，各获得300万元省级财政支持。

【信息经济示范项目（单位）创建】　

2015年，绍兴市有喜临门家具股份有

限公司的床垫自动化工厂等10个项目

获评浙江省“两化”深度整合的智能

制造示范项目，浙江迪邦化工有限公

司的废水处理信息化项目获评试点

项目。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医药

B2B商务网平台等16个项目被列入省

云工程和云服务项目专项计划的互

联网与产业融合应用项目名单；诸暨

智慧安居项目被列为购买第三方云

服务智慧城市示范试点项目；精功集

团有限公司、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列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

业。由浙江陀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投

资建立的陀曼工业信息工程企业研

究院获批为全省首批12家工业信息

工程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之一。

【5家企业获评全省信息业百家重点

企业】　2015年，省经信委公布浙江

省信息产业百家重点企业名单，绍兴

市5家企业入围。其中，浙江阳光照

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

乐集团有限公司入选电子信息制造

业30家重点企业名单，浙江天乐集

团有限公司同时入选电子信息出口

10家重点企业名单，浙江晶盛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捷昌线性驱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涛电子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入选电

子信息50家成长性特色企业名单。

【强 化信息 基 础 设 施 共 建 共 享】　

2015年，绍兴市出台《关于加强公

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通

知》和《“宽带中国”2015专项行动

绍兴市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要

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

准，规范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建

设秩序，统筹推进4G基站的建设，

减少无序竞争。

【信息安全管理】　2015年，绍兴市

评定信息安全二级保护系统67个，报

省经信委批准的三级保护系统6个。

组织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对全市6个

县（市、区）及60个市级部门的重要

网络与信息系统开展信息安全检查，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和安全漏洞。

（市经信委）

电子信息制造业

【概况】　2015年，绍兴市电子信

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08.2亿

元、工业销售值294.4亿元和出口交

货值5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

1.0%和-7.6%；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0.3亿元，同比增长3.1%；实现利

税17.7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利

润10.4亿元，同比增长3.6%。完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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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产值242.0亿元，同比增长3.1%，

内销占销售产值的比重高达82.2%。

完成新产品产值154.3亿元，同比增

长6.8%；新产品产值率达50.1%，比

2014年增加2.2个百分点。

【重点企业】　2015年，绍兴市有浙

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五峰电子

有限公司入围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

业名单；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首届“中国电子材料行业50强”

企业名单。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

入选浙江省电子信息制造业30家重

点企业名单，浙江天乐集团有限公司

同时入选省电子信息出口10家重点

企业名单，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新涛电子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入选省电子信息50家成长性特

色企业名单。………………………………………（市经信委）

中国移动绍兴分公司

【概 况】 　 2 01 5年，中国移动绍

兴分公司继续在绍兴通信行业占

据主导地位，其中行业收入份额

占55 . 52%，日均通话用户份额占

79.89%。全年实现运营收入28亿

元，完成通信基础设施投资超6.5亿

元，上缴税收总额3.5亿元（其中缴

纳地方税收1.2亿元），移动产业链

从业人员超3.5万人，间接带动解决

近万个就业岗位。

年内，公司通过大力推进4G网

络和全光纤网络建设，大幅提升网

络接入速率，推动上网资费整体水

平的降低，流量包和宽带的单价最

高降幅分别达40%和33%。贯彻落实

手机实名制工作，加大垃圾短信检

查、治理，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拓展信息化应用】　2015年，中国

移动绍兴分公司将信息化发展作为

突破口，着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和民生服务，积极推进信息技术

应用。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推广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

领域的4G行业信息化应用，打造社

保、公积金、水煤电、自行车租赁点

以及手机预约挂号等特色应用。依

托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方

面的网络和技术优势，开展保密手

机、重点区域人流量监测、移动警

务通、公安高清视频监控和车辆定

位等行业应用。聚焦“五水共治”，

加快绍兴环保局刷卡排污项目和各

类水库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5月8日，公司参与建设的嵊州

市公安局“平安城市（五期）”项目

通过验收并投入运行，新建道路监

控点157个和复杂场所监控点318个

（其中，宾馆54家，银行49家，网吧

104家）。

7月16日，公司成功中标绍兴市

民政局居家养老服务终端设备项

目。12月7日，“老人一键通”终端在

越城区罗门社区首发。该终端包括

一款无线挂式终端和一款无线固

定话机，通过终端的红、黄、蓝键可

以接通紧急呼叫服务、老人亲属和

“96345”家政服务等，能够为老年

人提供准确、及时的社区服务和社

会化服务资源。

【加强4G网络建设】　2015年，中

国移动绍兴分公司为提升客户满意

度，积极开展4G精品网络建设，通过

全面部署小型基站快速建设机制，

实现4G网络在全部县（市、区）城

区、乡镇、村。绍兴境内交通干线全

面覆盖。境内国道、省道基本实现连

续覆盖，人口覆盖率估算达到95%。

在4G网络建设中，加大对深度覆盖

资源的投入，优先在弱覆盖投诉集

中区域、居民小区、有市场需求的区

域进行网络建设。按照省公司部署，

开展4G开网优化和专题优化，保持

移动4G网络品质领先。

（中国移动绍兴分公司）

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

【概况】　2015年，中国联通绍兴分

公司围绕“盘活存量、做强增量”，

全面推进经营模式、服务方式、网络

能力和体制机制转型。已建成自有营

业厅61家，各类代理渠道509家。有

移动出账用户58.8万户，其中2G用户

36.9万户、3G用户14.7万户、4G用户

7.2万户。2G用户户均出账月费为30

元左右，3G/4G用户户均出账月费在

103元左右；宽带用户出账7.82万户。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92亿元，

行业市场份额为9.55%。累计在网流

量用户27.9万户，其中3G/4G流量用

户为14.2万户；户均流量375.5兆比特

（M），其中3G/4G户均流量682.4兆

比特（M）。

【网络体系建设】　2015年，中国

联通绍兴分公司大力发展3G主承载

网，建设3G基站1001个，发展室分

楼宇244个，3G网络人口覆盖率提到

97%；4G网络战略聚焦热点区域，全

年建设4G基站795个，实现城区连续

覆盖及全部乡镇的点覆盖，4G网络

人口覆盖率提升到61%；宽带接入网

围绕市场推进升级改造，完成519个

接入点的光改（宽带网络光纤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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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建231个接入点、36个无线

宽带站点，FTTH自有光端口占比从

年初的10.5%提升到40%。

【强化成本及风险管控】　2015年，

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开展两金压

降、营业欠款及备用金专项清理，超

额完成应收账款周转率目标，备用

金全部清理完毕。内部控制工作扎

实有效，全年未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2010～2014年央企税务风险审计中，

无大额补缴税款及罚款。全面实施

公开招投标，节约成本约310万元。

完善诉讼案件整改、预警、普法、问

责相结合的长效机制，诉讼、应讼案

件全部胜诉，为公司挽回损失40余

万元。

【4 G 网 络 载 波 聚 合 试 验 成 功】　

2015年，为进一步提升4G网络提供

高速数据业务的能力，提升网络竞

争力，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联合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已有的1.8G

带宽内的20M（4G）+10M（2G）频率

资源进行了LTE…1800M带内载波聚

合（CA）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试验

结果，将4G网络的峰值速率提升至

近225兆比特每秒（Mbps）。

【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2015

年12月14日，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与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清华物联

网技术中心在元培学院签订校企战

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共同在元培学

院内建设“物联网培训实验基地”，

作为三方教学科研、实验培训、技术

研发、项目应用推广测试、人才培养

的基地；学院将邀请或聘任绍兴联

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特聘教授或实习指导教师，为学院

专业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课程改

革等提供建设性意见；清华物联网

技术中心将积极为绍兴联通及元培

学院提供技术支持平台与行业标准

化培训解决方案，提供物联网行业

人力资源状况信息。

【完成铁塔资产注入】　2015年12

月16日，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与中国

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以

下简称绍兴铁塔）签署《绍兴联通铁

塔资产交割确认函》，标志着绍兴联

通全面完成对绍兴铁塔注入存量铁

塔资产的工作。绍兴联通本次铁塔

清查涉及总资产原值29405.41万元、

资产净值14490.50万元、评估原值

26356.32万元、评估净值20336.86万

元、净值增值额5846.36万元，净值

增值率达40.35%。

（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

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

【概况】　2015年，中国电信绍兴

分公司上缴税收2.6亿元，新招员工

140余人。公司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新兴业务占总收入的35.3%，较上年

提升4.39个百分点；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率为46.05%；经济增加值

率为8.80%，较上年提升2.21个百分

点。宽带用户达到100万户，移动用户

达130万户，固话用户为135万户。

【光网建设】　2015年，中国电信绍

兴分公司投资5亿元，建成覆盖全市
12月16日，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公司签署

《绍兴联通铁塔资产交割确认函》

12月14日，中国联通绍兴分公司与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清华物联网技术中

心在元培学院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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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宽带用户的高速光宽带网络，

光接入能力已覆盖全市97.5%的宽

带用户。绍兴宽带城域网出口带宽达

1040吉比特每秒（Gbps），绍兴IDC

数据中心（云中心）出口带宽也达到

580G。投资5亿元的浙江电信第三通

信枢纽已在柯桥建成并投入运营，

该楼是智慧城市的省级核心运营基

地，承担“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

网、在线阅读、电子商务等新兴互联

网业务运营，为绍兴智慧城市建设

运营提供后台保障。

【移动4G和Wi-Fi无线网络升级】　

自2014年12月获得4G牌照以后，中国

电信绍兴分公司投资近4亿元，开通

4G/LTE基站2285个，主要覆盖各城

区、开发区、高速公路、高铁、风景

区、镇乡，其中城市覆盖率达到97%

以上。无线接入点达1万多个，支持近

20万个Wi-Fi用户，Wi-Fi覆盖了全市

各主要公共场所。“十三五”期间，公

司将持续投资11亿元，推进4G移动网

络建设和优化，通过VOLTE实现语音

承载，网络达到全覆盖，实现超高速

无线接入；同时跟踪移动网络技术演

进，适时开展5G网络的建设。

【参与智慧绍兴建设】　2015年，中

国电信绍兴分公司以“智慧绍兴”为

载体，积极承建政府信息化建设项

目，如各级电子政务网、平安城市、

智慧校园、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

慧社区、数字城管以及服务于基层

政务的农村信息化平台等。市政务

云、市区道路交通智能管理一期二

阶段项目、越城区智慧城管、袍江智

慧交通、柯桥区平安城市“天网”等

一批重大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公

司承建的绍兴电子政务内外网已覆

盖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节点，

并承建了80%以上的县（市、区）电

子政务网、100%政务网互联网接入

服务、100%省市县应急会议系统。

投资300余万元的绍兴市智慧城市

体验馆顺利启用。

【降 费 提 速 和“ 流 量 不 清 零 ”】　

2015年，根据中央和省公司的部署，

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在大力推进光

网城市建设的同时，加快落实提速

降费工作。高带宽接入能力达到200

万线，光网用户占比达65%。开展以

降费提速为目标的“百兆大提速”优

惠活动。一是低速客户免费提速。

4M以下速率宽带客户免费提速到

4M，近20万客户享受此项优惠。6M

以下速率宽带客户使用iTV宽带电

视应用，可免费提速至6M。二是长

网龄客户免费提速。8年以上网龄的

20M宽带客户，免费提速到100M；2

年以上网龄的20M宽带客户，免费提

速到50M；50M宽带客户，免费提速

到100M。三是高速宽带支撑下的智

能化家庭应用得到快速普及。利用

高清iTV，通过互联网家庭监控设备

实现“手机看家”等功能。

根据集团公司统一安排，电信

绍兴分公司从10月开始推出当月流

量不清零的举措，用户当月剩余流量

可转到下个月继续使用。绍兴地区

所有电信手机用户均默认享受“流

量不清零”服务。至年底，全市近

百万电信手机用户月流量费用平均

节省近20元。

【移车服务热线正式运行】　2015

年，绍兴市统一的移车服务热线

（88991111）正式运行。该热线由电

信绍兴分公司和市公安局合作建设

和运营，提供全天24小时、全市统一

的移车服务，在全省尚属首家。

【开通全市首个“4G+”站点】　2015

年，电信绍兴分公司完成了绍兴市的

首个“4G+”站点（绍兴城东天翼大

厦）的安装、开通和测试。本次改造

方案采用现网1.8G的RRU（射频拉

远单元）与新装2.1G的RRU级联的方

式，并将原有的2T2R（双发双收）天

线更换为2T4R（双发四收）天线。

（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

中国铁塔绍兴市分公司

【概况】　2015年，绍兴市新建及改

造移动通信基础设施1879处，其中，

新建645处，改造1234处；完成移动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超3亿元。截

至年底，全市基站总量超7000座，有

效推进共建共享，大力推动“智慧绍

兴”建设。

【中国铁塔绍兴市分公司成立】　在

“宽带中国”“互联网+”战略背景

下，为缓解网络建设压力，减少重复

建设，降低网络成本，提升资源利

用率，经国务院同意、国资委批准的

国有大型通信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企

业——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

年7月15日正式成立，铁塔公司的建

立，是新形势下深化电信行业改革的

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国企改革、发展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探索。中国铁

塔绍兴市分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完

成工商注册，2015年1月30日由绍兴

市政府授牌成立，公司致力于建设高

效、优质、安全的通信网络，统筹需

求，科学规划，深化共享，更高品质、

更低成本地满足市民对高速移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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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需求，推动通信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铁塔绍兴市分公司下设综

合部、财务部、建设维护部、运营发

展部四个部门，在越城区、柯桥区、

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设

置办事处。截至年底，公司有在编员

工44名，主要经营铁塔建设、维护、

运营，基站机房、电源、空调配套设

施和室内分布系统建设、维护、运营

及基站设备维护。

【全面推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

享】　为贯彻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中国铁塔绍

兴市分公司坚持“能够共享就不再

新建”的原则，优先改造利用存量资

源，2015年内改造利用存量基站铁塔

1234座，节省网络建设成本2亿元，全

市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率提

升超10个百分点，新建基站共享率达

92%，有效降低网络运行成本。

【存量铁塔资产交割】　截至2015

年底，中国铁塔绍兴市分公司已分别

与中国移动绍兴分公司、中国联通

绍兴分公司、中国电信绍兴分公司签

约，收购三家运营商存量铁塔站点

6000余座，涉及铁塔及相关配套设

施资产超9亿元。全市移动通信基础

10月28日，工人在上虞区安装通信基站铁塔（凌栋摄）

设施进入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

管理、统一维护的时代，有利于深化

共建共享，有利于改革成效彰显，有

利于电信企业聚焦核心业务，推进转

型升级。…………（中国铁塔绍兴分公司）

无线电管理

【概况】　2015年，绍兴市完成无线

电管理行政许可审批165件，其中无

线电频率指配行政许可审批18件，指

配频率30个（对）；无线电台呼号指

配行政许可审批31件，指配电台呼号

31个；无线电台（站）设置和变更审

批116件，新设及变更台站21425个；

注销无线电台（站）16家，收回频率

19个（对），注销无线电台（站）66

个；全市累计核发无线电台（站）执

照18112张，换发3711张，收取无线

电频率占用费20.50万元。

表9-1  2015年绍兴市无线电台站设施情况表

无线电业务 台站数量（个）

广播电台
声音 8
电视 6
差转 13

甚高频、特高频电台
固定、陆地电台 27

移动电台 830
船舶电台 8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GSM
基站 8771

移动台 2236595

CDMA2000
基站 1513

移动台 408900

WCDMA
基站 2606

移动台 18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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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无线

电安全保障】　2015年12月，绍兴市

无线电管理局派6名无线电台站管

理、监测检测人员赴嘉兴市乌镇参

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无线电安

全保障工作。现场保障阶段，保障团

队受理大会相关无线电业务申请62

个，指配频率207个，检测50家用频

单位的775台发射设备，核发无线电

台执照专用标签1375个，受理无线电

干扰申诉8起，30分钟响应率和有效

处置率均为100％。

【查处“黑广播”】　2015年，绍兴

市查处10起非法擅自设置调频广播

（俗称“黑广播”），其中，越城区3

起，柯桥区4起，上虞区2起，诸暨市1

起。其中8月17日夜间发生的1起“黑

广播”直接严重干扰了萧山机场塔

台通信频率，市无线电管理局协助省

无线电监测站快速查找到“黑广播”

位置，及时消除干扰影响。

【首次出现“担保公司”擅自使用无

线电设备干扰正常业务】　2015年，

在越城区、嵊州市等区域连续发生3

起因担保公司擅自使用手机信号屏

蔽器、GPS信号屏蔽器等设备引起的

无线电干扰案例。担保公司为加强

对抵押汽车的保管，通过各类干扰器

对抵押车辆所在区域的手机信号或

GPS信号进行屏蔽，对附近通信基站

造成严重干扰，影响了周围公众移动

通信的正常工作。其中一起因担保公

司擅自使用GPS信号屏蔽器，对附近

的驾校考试中心使用的GPS设备造

成干扰，导致驾驶考试无法正常进

行，市无线电管理局及时进行查处。

【通用航空机场电磁环境监测需求

增加】　2015年，随着绍兴市新兴的

通用航空机场业务逐步展开，市无线

电管理局加强对相关电磁环境监测，

包括对精工集团滨海临时起降点和

新昌万丰通用机场两地的航空通信

频率进行监测监听。为加快推进滨海

临时起降点建设，协助滨海某部驻军

短波电台阵地迁址，市无线电管理局

派员到嵊州西白山进行短波无线电

电磁环境监测，提供相应技术依据。

【参加全省无线电监测技术演练】　

2015年9月，绍兴市无线电管理局派出

5名无线电监测技术骨干参加全省无

线电监测技术演练，演练内容为“非

法电台查找”“信号源徒步查找”“信

号分析和测量”和“理论考试”四个

科目。绍兴市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个

人理论考试第一名和第三名。

（市无管局）

12月16日，市无线电管理局派员到乌镇开展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无线电安全

保障工作

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TD-SCDMA
基站 3707

移动台 558000

TD-LTE（TDD）
基站 5884

移动台 1655000

TD-LTE（FDD）
基站 2874

移动台 426112
无线数据电台 218

卫星地球站
地球站（天线≤ 4.5m） 7
地球站（天线 >4.5m） 0

移动站 0
微波接力站 16
业余电台 30

注：蜂窝移动通信系统基站及移动台数据来源于运营商上报的统计数据，移动台即手机终端，其中部分手机支持多种通

信系统，移动台数据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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