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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服務 攜手共創美好生活

中國電信堅持「以客戶為中心」，助力數字生
活發展，賦能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全力做好鞏
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用心
服務客戶，熱心社會公益，攜手共創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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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享數字生活

中國電信依托雲網融合能力優勢，升級數字娛樂業務，提供全屋智能定制服務，以智能門禁、物管平

台等應用服務於社區智能管理，圍繞鄉村治理等應用推動數字鄉村建設。

數字娛樂
公司依托5G技術優勢，聚合優質內容，打造天翼超高清、天翼雲遊戲、天翼雲VR等應用，實現

4K/8K超高清、360°直播、VR視頻、VR遊戲等跨終端體驗場景，為用戶帶來全新數字娛樂視聽體驗。

天翼超高清

‧ 依托中國電信5G技術優勢，聚合優質內容，打造集4K、超高清投屏、360°直播場景於一身的
綜合視頻平台，「5G新看法」給用戶帶來全新的視聽體驗。

天翼雲遊戲

‧ 依托中國電信5G網絡大帶寬、低時延、邊緣計算等云網融合技術優勢，為5G用戶精心打造提
供優質內容、跨終端體驗的服務平台，讓遊戲玩家通過即點即玩的方式，快速便捷地體驗遊戲
樂趣。

天翼雲VR

‧ 依托中國電信5G網絡與VR技術融合能力，為用戶打造5G時代超級娛樂神器，提供VR視頻、
VR遊戲等娛樂服務，讓用戶通過強大的5G網絡，更好地感受沉浸式VR娛樂體驗。

【廣西公司「5G雲遊廣西」慢直播吸引800萬人次觀看】
2021年3月，恰逢廣西「壯族三月三」民族節日，廣西公司依托「雲直播、短視

頻、VR直播」等新媒體形式，推出景點慢直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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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家庭

全屋WiFi
‧ 致力於為用戶提供高速率、全覆蓋、場景化的家庭WiFi組網方案，解决用戶WiFi速度
慢、覆蓋差、組網難、智能設備連接難等使用痛點。

天翼高清
‧ 基於中國電信極速寬帶網絡，以機頂盒和電視機為接收終端，為用戶提供包括視頻、教
育、游戲、閱讀、信息化服務等多種內容服務的視聽產品。

天翼看家
‧ 基於中國電信視頻集約運營平台和天翼雲存儲能力，為用戶提供家庭安防與看護類產
品，用戶可隨時隨地查看家中現場及雲端存儲的歷史錄像，實現遠程照看老人、兒童。

全屋智能
‧ 基於中國電信雲網融合優勢，集成各類家庭泛智能終端，整合生態合作夥伴產品資源，
實現數字家庭與智慧社區、數字鄉村等平台互通，面向客戶提供全屋綜合信息化解决
方案。

【中國電信全屋智能「點亮」數字生活】
借助WiFi、物聯網、4G、5G等各類終端和通信方式，全屋智能實現用戶網絡無縫覆蓋、智能設備遠程聯網操控、安防監

控、家庭娛樂等多樣化、智能化應用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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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區
公司通過智能網絡連接、設備管理等，實現小區內居民、家庭智能設備和公共設施之間的實時自動通

信，提升社區管理與服務的科學化、智能化、精細化水平。

【貴陽分公司積極打造智慧社區平台】
貴陽分公司搭建的智慧社區平台，以智能化前端設備與

大數據為基礎，通過智能化分析，有效遏制高空拋物的不文
明行為，提高小區居民的安全感和滿意度。

數字鄉村
公司以平安鄉村為基礎，融通村村享、物聯網等能力，建設「數字鄉村平台」，實現鄉村治理數字化、

生活智慧化。

【浙江公司「數字鄉村雲平台」點亮「美麗鄉村」夢想】
浙江公司圍繞天翼看家視頻能力，依托5G、AI、物聯網、

視頻、雲網融合等優勢，構建「數字鄉村雲平台」，助力打造組織
強、百業興、鄉村美的特色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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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能數字轉型

中國電信加強數字信息技術的創新應用，推出一系列雲網融合數字化能力平台，向行業開放通信、

雲、安全等2,000餘個「原子能力」，引入50個AI核心能力算法、300多個場景算法，攜手產業共建數字化能

力生態，為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注智賦能。

2021年，公司牽頭成立天翼物聯產業聯盟和5G產業創新聯盟，共同探索5G賦能千行百業，形成覆蓋

20類行業、200多個場景的5G應用方案。5G定制網商用項目覆蓋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的全部15個重點

行業，全年落地項目超過1,200個。

【中國電信5G賦能千行百業】

5G+智慧城市
• 21個

5G+智慧文旅
• 7個

5G+智能製造
• 71個

5G+智慧電力
• 13個

5G+智慧教育
• 2個

5G+智慧礦山
• 14個

5G+智慧港口
• 11個

5G+智慧金融
• 2個

5G+智慧農業
• 3個

5G+智慧鋼鐵
• 8個

......

5G+智慧醫療
• 10個

5G+智慧化工
• 1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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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城市
公司利用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5G等新型信息技術手段，推動信息化、工業

化與城鎮化深度融合，助力智慧城市建設。

【中國電信打造「圳智慧」】
深圳分公司、天翼物聯攜手深圳市政府，依托「5G+AIoT

數字孿生能力」，打造出可統籌城市級智慧城市和數字政府建
設的「圳智慧」，助力深圳建設成為新型數字孿生城市標桿。

5G+智能製造
公司致力於推動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依托「5G+雲網融合+AI」賦能製造行業，不斷推動工業數字化、

網絡化、智能化水平，積極助力打造工業強國。

【雲南公司助力玉溪新興鋼鐵打造數字孿生透明
工廠】

雲南公司採用5G、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打造數字孿生
透明工廠，以孿生體為基座，將IT、CT和OT域之間不互通的
信息在孿生空間進行交互，讓數據在廠區內全流程流通，成
功實現廠區內行車遠程可看、可控、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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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礦山
公司發揮技術優勢，打造礦山數字化和信息化，實現礦山生產、職業健康與安全、技術支持與後勤保

障的主動感知、自動分析、快速處理，建設智慧礦山。

【陝西公司打造神東煤炭集團5G智慧礦山】
陝西公司充分利用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整合智慧煤礦各個系統，實現煤礦海量設

備智能鏈接、系統數據互通融合、網絡系統整體統一，促進煤礦實現無人、少人化生產，提升礦井整體安全水平。

5G+智慧農業
公司利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型信息化技術，提供實時監測數據、交易數據、種植指導、農

產品管理、智慧設備管理等功能，有力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

【上海公司5G+MEC助力全智能數字水稻種植】
上海公司與上海清美集團、武漢大學聯合成立產學研團隊，打造5G+MEC全智能數字水稻種植示範區，實時監測作物生

長情況，進行數據分析做決策，實現節水10%-35%，減少氮肥施用10%-30%，增產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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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醫療
公司發揮雲網融合的優勢，通過5G、雲計算、大數據與健康、醫療產業的融合創新，帶動傳統健康管

理、養老產業等智能化轉型。

【四川公司打造省內首個5G+醫療機器人+VR探視
系統】

2021年2月8日，四川省內首個5G+醫療機器人+VR探視
系統正式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SICU病房應用，實現遠程探視。

5G+智慧文旅
公司利用雲計算、物聯網、移動通信等多種先進技術，依托特色文旅資源，推出智慧文旅解決方案，

提升旅遊的服務品質。

【無錫分公司推出「VR賞櫻」】
2021年3月，無錫分公司利用VR技術，開展「櫻開5G，

相約美麗」活動，市民游客隨時隨地體驗「VR賞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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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鄉村振興

中國電信全力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實現資源投入、幫扶力度、工作舉措

穩定延續。2021年，榮獲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先進個人、先進集體等4項國家級榮譽。

穩定延續幫扶力度

大力開展專項幫扶

‧ 堅持做好邊壩縣大骨節病大米公益項目和教育幫扶項目，組織員工每年捐贈200噸大米，直接受益
群眾達到2.4萬人，邊壩縣15歲以下青少年患大骨節病幾近絕迹。

‧ 與「4+2」幫扶縣續簽為期三年的《教育幫扶捐款協議書》，組織員工每年向「4+2」幫扶縣捐贈200
萬元教育幫扶資金，資助學生和教師。

‧ 在「4+2」幫扶縣建設10個集團級數字鄉村示範點，打造數字賦能助力鄉村「五大振興」的電信樣
板。

‧ 持續推進普遍服務建設任務，第六批共計完成約4,900個4G基站建設，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實的網絡
支撐保障。

‧ 公司管理層赴中國電信集團「4+2」幫扶縣調研，引進無償幫扶資金1,726萬元，培訓幹部人才1.6
萬人次，開展消費幫扶，助力「4+2」幫扶縣和各級企業1,400多個幫扶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
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取得顯著成效。

【全力做好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2021年10月，中國電信董事長柯瑞文深入四川鹽源調研
鄉村振興工作。

2021年9月，中國電信總裁李正茂赴西藏邊壩走訪慰問
脫貧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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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振興

【提升網絡質量，助力鄉村振興】
中國電信勇擔網絡扶貧主力軍，打通貧困地區脫貧致富

的「信息高速路」，為當地更好落地產業扶貧、就業扶貧、消
費扶貧提供堅實網絡基礎。

消費振興

【天虎雲商消費幫扶「翼」起來】
重慶公司聯合翼支付開發設立「鄉村館」電商平台，助力

鄉村農副產品走出去，有效推動建立政府、電信、企業良好
的三方合作生態循環。

文化振興

【安徽公司助力振興鄉村教育】
安徽公司積極整合IPTV生態鏈資源，聯合百事通、豆神

教育等多方合作夥伴力量，共同為羊河村板橋小學援建標準
化籃球場和塑膠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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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服務客戶

中國電信秉承「用戶至上，用心服務」理念，強化服務意識，依法保護客戶權益，提升客戶體驗，全面

打造「中國電信值得信賴」的口碑形象。

依法保護客戶權益
公司認真落實國家保護客戶權益和數據安全的法律法規，紥實開展通信詐騙、騷擾電話和垃圾短信的

綜合治理。

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

‧ 堅持依法依規提供產品和服務，嚴格廣告宣傳合規審查，持續規範業務資費管理。
‧ 修訂《中國電信品牌宣傳管理辦法》，進一步加強廣告宣傳規範化管理，防範廣告宣傳管理風
險，明確規定嚴禁虛假宣傳、誇大宣傳、對比宣傳，維護良好的行業口碑。

積極落實《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

‧ 落實《中國電信數據安全管理辦法》《中國電信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管理辦法》等內部制度。
‧ 健全數據安全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數據安全管理制度，推動數據分類分級、重要數據識別、
數據安全合規性評估標準貫標，針對重點業務、核心系統開展數據安全合規性評估，及時發現
風險，整改風險。

‧ 深入開展場景化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工作，推動建設用戶個人信息保護風險監測平台，提升風險
自主發現能力。

紮實開展綜合治理

‧ 加強電話號碼涉案涉詐防範治理。
‧ 持續深化騷擾電話、垃圾短信治理，規模推廣個人用戶可設置的騷擾電話攔截服務，騷擾電話
和垃圾短信被舉報量較2020年分別下降31.7%和19.7%，保持行業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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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公司全力配合公安機關「打猫」】
2021年9月26日，寧夏公司與銀川市公安局反詐中心通

力合作，成功打掉一夥為境外網絡詐騙分子提供作案工具的
犯罪團夥，抓獲涉案嫌疑人5人，涉案金額約83萬餘元。

【山東公司開展防詐直播活動】
山東公司聯合山東省公安廳開展「警企聯動，全民防詐」

專項直播活動，本次直播全網累計觀看達19萬人次，點贊評
論1.2萬次，在綫轉發近5萬次。

【中國電信推出「天翼防騷擾」服務】
中國電信「天翼防騷擾」採用大數據及雲端智能攔截防護

技術，為用戶提供自主攔截管理服務。2021年，累計註冊用
戶達到2億戶，守護通話安全716億次，攔截騷擾電話5.6億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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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客戶體驗
公司堅持「以客戶為中心」，針對消費者反映的服務問題，認真開展分析研究，將每一次用戶投申訴視

為服務提升的寶貴機會，積極推進問題解決，推進服務數字化轉型，持續提升智慧服務能力和服務質量。

開展客戶滿意度專項提升行動

‧ 推動解決用戶反映集中的問題，如：部分區域移動網絡覆蓋不足、業務排隊等候及辦理時間
長、客服熱線人工接通難等。

‧ 實施政企服務熱線集約運營，31省政企專席到位。
‧ 開展10000號重點能力建設，65歲老年客戶一鍵接入人工客服，強化「有事就找10000號」。
‧ 持續推動完善適老化改造，為銀髮人群提供便捷通信服務。

規範產品宣傳

‧ 持續優化面向客戶展示的業務登記單。
‧ 規範產品名稱、備註和溫馨提示等內容，統一業務登記單內容展現順序。

推進服務數字化轉型

‧ 深耕智能語音服務，擴展遠程櫃檯視頻客服等數字化服務方式，讓客戶足不出戶享受「見屏如
見面」的有溫度服務。

【「適老化體驗」做實惠民服務】
蘭州分公司通過傳統服務與智能化、信息化服務創新並

行、綫上服務與綫下渠道結合的方式，為老年人送去科技服
務的「及時雨」，解決老年群體通信「數字鴻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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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屏如見面、綫上辦業務」】
湖北公司「10000號遠程櫃檯」已實現攜號轉網客戶異地補

換卡、手機解掛失、停複機、PUK碼查詢、呼叫轉移、寬帶
遠程輔導等6大類30個服務功能，為廣大用戶提供「足不出戶
辦業務」的一站式、集約化的客戶服務。

推進社會公益

中國電信熱心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等法律法規，落實《中國電

信集團對外捐贈管理辦法》，遵循「自願無償、權責清晰、量力而行、誠實守信」的原則，通過多種形式支持

科技、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積極濟困助殘扶弱。鼓勵員工發揚志願精神，積極參與多種

形式的志願者服務活動。

聯合中華全國總工會舉行了「愛心翼站」關愛行動啟動儀式，成為行業內首家獲得其認可的共建品牌

企業。「愛心翼站」為老年人、殘疾人、環衛工人、快遞小哥等群體提供智能技術科普和休憩補給場所，展

示電信人的社會責任和使命擔當。2021年，建成「愛心翼站」6,000餘家，其中83家被中華全國總工會評為

「2021年度最美工會戶外勞動者服務站點」，獲獎數量在所有企業中排名第一。

【「愛心翼站」冬日暖人心】
2021年12月26日，伊犁分公司全地區16個「愛心翼站」同

時開展「愛心翼站溫暖冬至暖心好禮－致敬城市美容師」主題
活動，邀請環衛工人、民警、空巢老人等，與他們一起在這
個寒冷的冬天裡度過一段溫暖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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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分公司「愛心翼站」助力文明城市建設】
景德鎮分公司利用「愛心翼站」為環衛工人、外賣小哥等

戶外勞動者提供免費休息場所、消暑茶水和免費充電設備，
並配備應急的醫用級小紗布、創可貼供群眾取用，通過暖心
服務為景德鎮全國文明城市的建設貢獻電信力量。

【「愛心互助暖古城，無償獻血為人民」】
2021年11月9日，保定分公司號召300餘名幹部職工主動

參與無償獻血活動，向社會奉獻一份愛心，彰顯企業大愛和
員工無私奉獻精神。

【讓愛溫暖孤獨】
連續5年，海南公司客服部在自閉症日前後積極組織關愛

自閉症殘疾兒童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