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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陈述

本推介材料中所包含的某些陈述可能被视为「预测性陈述」。这些预测性陈述涉及已知

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导致本公司的实际表现、财务状况和经营业

绩与预测性陈述中所暗示的将来表现、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有重大出入。此外，我们将

不会更新这些预测性陈述。本公司及其董事、雇员和代理均不会承担倘因任何预测性陈

述不能实现或变得不正确而引致的任何责任。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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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初先生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忠岳先生

执行董事兼总裁

梁宝俊先生

高级副总裁

与会管理层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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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创新转型，纵深推进混改，促进收入和利润提速增长

加速提升股东回报，致力释放公司的潜在投资价值

5G引领移动业务转型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深化拓展共建共享，高效提升竞争力和价值5

紧抓行业发展新机遇，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重点概要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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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 1H2020 1H2021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503.97 1,641.74 9.2%

服务收入1 1,383.35 1,486.74 7.5%

产业互联网收入 226.73 280.30 23.6%

EBITDA2 494.52 494.89 0.1%

占服务收入比 35.7% 33.3% -2.4pp

净利润3 75.69 91.67 21.1%

每股基本盈利（元人民币） 0.247 0.300 21.1%

每股中期股息（元人民币） - 0.120 不适用

收入和利润提速增长

注：除本演示材料另有特别注明、
1. 服务收入 = 营业收入 – 销售通信产品收入
2. EBITDA = 在计算财务费用、利息收入、应占联营公司净盈利、应占合营公司净盈利、净其他收入、所得税、折旧及摊销前的盈利
3. 净利润为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盈利

年中期业绩2021



7

12.6%

16.4%

1H2019 1H2020 1H2021

净利润持续良好增长近年来创造逾1,700亿自由现金流

产业互联网收入占服务收入比 累计自由现金流1

（亿元人民币）

服务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18.9%

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注︰
1. 自2017年起累计计算，并剔除执行IFRS 16对2019、2020和1H2021自由现金流的影响（即自由现金流 = 经营现金流 – 资本开支– 已付租金之本金）

年中期业绩2021

429 

904 

1,168 

1,430 

1,737 

2017 2018 2019 2020 1H2021

净利润
（亿元人民币）

68.8 
75.7 

91.7 

1H2019 1H2020 1H2021



0.134 
0.148 

0.164 

0.120

40% 40% 40%

2018 2019 2020 2021E

中期股息 全年利润派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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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 V 每股盈利增长每股股息增长

• 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

• 经考虑公司的良好经营发展和强劲自由现金流，
董事会决定2021年度开启派发中期股息，每股人
民币0.120元

• 将提高2021年度全年利润派息率，具体幅度将由
董事会于明年3月综合考虑公司利润、现金流、未
来资金需求及同业派息水平等因素厘定

每股股息
（元人民币）

年中期业绩2021

加速提升股东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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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推动收入、利润和派息良好增长

目前

(2021年8月18日)
潛在

市值
（港币亿元）

市场平均

目标价1

7.44港元

目前股价
4.45港元

1,362

注︰
1. 数据来源: 2021年8月18日Bloomberg平均预测数。Bloomberg 覆盖逾20名卖方分析师。本公司对上述分析师预测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投资者应小心以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致力释放公司的潜在投资价值

年中期业绩2021

2021年全年市场

平均预测1 2021年上半年完成

营业收入(同比)  5.4%  9.2%

净利润 (同比)  13.1%  21.1%

每股股息 (人民币) 0.195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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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2%

2019 2020 1H2021

44.4元
(同比 8.5%)

3.10亿户
(同比 0.3% yoy)

1.13亿户
(较去年底 60%)

22.9%
(> 整体移动市场
占有率19.2%)

移动ARPU移动出账用户5G套餐用户
5G套餐用户市

场占有率

7.3%

移动业务转型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移动服务收入同比变化

2021年上半年

• 5G引领质效规模发展

• 坚持理性规范竞争，深化价值经营，促进行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

• 持续加强数字化和差异化创新融合运营

• 重点提升用户发展质量和价值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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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
（亿元人民币）

• 整合组建“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5G+ABCDE（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融合创新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 以数字化创新为引领，积极培育推广5G+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创新发展

• 推进“云计算 + 智慧网络 + 智能应用”融合营销模式，聚焦重点行
业应用类产品做深做透

• 与混改合作伙伴、行业龙头等公司深化业务层面合作，并成立多家合
资公司，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 围绕能力平台化、研发集约化、产品标准化、集成交付自主化，厚植
自主能力，逐步提升利润率

• 有序推进部分子公司分拆上市

年中期业绩2021

167 

227 

280 
12.6%

16.4%

18.9%

1H2019 1H2020 1H2021

占服务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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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车联网专业化经营的控股子公司（持股约69%）

提供车联网全生命周期智能连接产品及智能运营
专业化服务，以及基于5G、MEC、C-V2X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智慧交通车路协同、车队管理及智能
座舱等智能应用

加快提升和
释放价值

智网科技在分拆上市后作为独立上市公司，可以强化融资能力和运营
灵活性，更好吸引人才和战略伙伴，提升竞争力，加快业务发展和提
升回报，更好释放其价值

2019年成功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包括
一汽、东风汽车、广汽等在内的战略投资者

2020年全年营收约4.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约
6,700万元人民币1

智网科技: 

联通: 

战略合作

分拆上市后，公司作为智网科技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可得益于其价值
提升和释放

未来通过双方战略合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促进双方提速发展

拟分拆首家下属公司境内A股上市

联通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1. 数据未经审计，该等财务数据与智网科技最终经上市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智网科技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内容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年中期业绩2021



5G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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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2020-2022年为5G投资高峰期

• 2021年5G资本开支计划≈350亿元人民币，年底可用5G基站目标≈70万站，新增可用5G基站≈32万站

• 2021年上半年新增可用5G基站约8万站，达到超46万站

网络覆盖

• 利用2.1GHz、3.5GHz混合组网，加快拓展城市市区
及室内深度覆盖、主要县城以及发达乡镇的5G覆盖

• 2.1GHz频段主要用于广域和一般室内覆盖，有效降
低TCO

网络能力

• 全网支持SA，引入R16关键技术，增强2B支撑
能力

• 大力推动网络切片、uRLLC、5G专网、MEC、
VoNR商用

坚持聚焦，通过共建共
享节省巨额投资和成本

按技术进展、产业链成
熟度、市场和业务需求
等动态投入

实现5G覆盖与主导运

营商基本相当，速率
领先

5G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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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拓展共建共享

• 累计共享4G基站46万站（较去年底
 24万站），覆盖和感知提升效果显
著，全网站址提升14%，移网客户实时
满意度上半年提升10%

• 双方累计共节省投资>240亿元人民币

• 共址低负荷场景，加强并网调整，降低
运营成本

• 与中国电信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共建
共享网络（>46万站）

• 双方累计共节省投资>860亿元人民币

• 双方均可节省可观的铁塔使用费、电费
和网络维护费等网络成本

高效提升竞争力和价值，实现共赢

5G 4G

基础资源 拓展新模式

• 持续推进光缆、杆路、管道等传输资源
共建共享共维

• 与广电、电力、高铁、石油等行业开
展共建共享合作，发挥投资最大效益

年中期业绩2021



着力打造不一样的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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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建成公众、政企、网络、数据、管
理五大中台核心能力

• 累计42中心 + 6平台 + 9能力

• 完成首批7省实施

• 完成公众、政企、网络、数据、管理五
大中台全部能力建设

• 累计48中心 + 6平台 + 9能力

• 完成31省运营

更好满足政企客户的
全国性服务需求

更好满足个人客户的
流动性服务需求

集约一体的创新体系集中统一的IT服务

2021年6月 2021年12月

更好满足家庭客户的
信息消费升级需求

全力加快数字化转型，赋能智慧运营，锻造新优势

年中期业绩2021



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6

• 坚定聚焦创新合作战略

• 加快全面数字化转型

• 强化智能化经营和服务

• 纵深推进混改

• 持续拓展网络共建共享共维

• 收入利润增长持续提升

• 服务品质实现显著跃升

• 数字转型锻造差异优势

• 企业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主要工作目标

不一样的联通 更智慧的联通 更卓越的联通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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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引领移动业务质效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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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5G套餐用户净增4,250万户，渗透率37%，行业领先；
移动用户净增465万户

• 创新打造中国联通APP，聚合生态，全渠道全触点引流，月
活用户突破1亿

• 借力内容、权益和金融工具提升产品价值，强化泛融合服务

• 利用大数据赋能，持续开展存量用户精准迁升

• 加速三千兆宽移融合规模发展

• 加强5G端网业协同，丰富5G创新应用，释放5G用户价值

40.9

43.3
44.4

1H2020 2H2020 1H2021

移动出帐用户ARPU （人民币元）

821

移动服务收入
（亿元人民币）

765
802

移动ARPU和服务收入持续提升

7.3%

年中期业绩2021



• 紧抓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需求

• 创新业务和基础业务泛融合发展，相互促进

• 积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赋能政企客户，提升智慧家庭客
户体验和价值

• 三千兆网络资源（千兆5G、宽带、Wi-Fi 6）

• “云 + 网 + 应用”融合服务能力

• 智能网络产品差异化服务能力（精品网、云联网、SD-
WAN等）

• 全国集约化的创新产品供给和本地化运营服务能力

• 良好长期政企客户服务关系，更好洞悉需求

• 混改优势，战略协同

19

固网服务收入
（亿元人民币）

606
653

1H2020 1H2021

固网业务持续良好增长

36%

11%14%

38%

1H2021
固网服务收入

宽带接入及
智慧家庭产品

IDC、IT服务、
云计算

 21%

电路出租

 6%
语音及其他

 3%

 2%

年中期业绩2021



• 北方坚持以宽拓移、宽移互促，以高品质服务实现极致融合，以一
户多卡、全屋智能实现格局改变

• 南方坚持拓宽促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客户，适当加大宽带投入，
做到精准覆盖、定点超越，实现有效融合

• 持续夯实智慧社区和智慧沃家平台核心能力，全力推动三千兆宽移
融合发展

• 智慧社区︰向社区提供物业平台+物业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向用
户提供家庭解决方案

• 智慧沃家︰满足家庭信息消费升级需求，聚焦家庭组网和融合
视频业务，提供端网业数云一体化的家庭信息消费服务

• 数字乡村︰推广中国联通数字乡村服务云平台，提供“平台+网
+X”的农村市场发展解决方案，以平台服务带动移网、宽带、创
新业务发展

以数字化引领宽移融合发展

20年中期业绩2021

219 220 

27 31 

61%
67%

1H2020 1H2021

智慧家庭产品收入（亿元人民币）

宽带接入收入（亿元人民币）

宽移融合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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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5G应用，赋能行业客户

300
全国5G
灯塔客户

>1,000 
5G应用创新
联盟成员

积极推进5G+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创新发展，收入增长空间巨大

创新5G应用产品体系，依托网络（5G行业专网）、MEC、行业平
台、定制服务、终端5大组件，支撑15+个行业应用

在工业互联网、智慧矿山、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成功
打造一批5G灯塔项目，实现5G商业化落地，上半年5G行业应用累计
签约合同金额>13亿元人民币

行业领先的5G行业专网产品（混合专网、虚拟专网等），在产品能
力、协同能力和交付运营服务多个方面具备领先优势

积极探索商业模式：流量、带宽、切片等多量纲收费模式；专网及
MEC平台按资源和能力调用收费；5G网络和应用的集成、运维服务
费

做实“中国联通5G应用创新联盟”，开放合作、做大生态、融合创新、
赋能客户

年中期业绩2021



创新业务积厚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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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自主创新平台能力和重点产品，提升竞争力和业务价值

• 聚焦智慧城市、数字政府、
工业互联网、医疗等领域，
自研能力逐步提升，规模迅
速扩大

• 打造智慧城市基座、政务热
线、综治平台、智慧河湖长、
景区一体化管控平台等亿级
产品

100亿元人民币

(同比 33%)

IT服务

收入

• 连接数达到2.7亿个，净增
2,900万个。雁飞智连平台承
载比达到46% (上半年 12pp)

• 设备管理平台︰支持超过40+
款产品，100+物模型和Open 
API

• 自研雁飞5G模组售价499元

30亿元人民币

(同比 38%)

物联网

收入

13亿元人民币

(同比 43%)

• 联通大数据业务市场份额
行业领先

• 新增研发数据质量管理平
台、大规模任务调度平台
等6款组件

• 打造政务大数据平台、数
智产融平台、智游-文旅大
数据平台等20余款自研产
品

大数据

收入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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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云蓄势待发

49.9 

76.9

1H2020 1H2021

联通云收入1

（亿元人民币）

注︰
1. 联通云收入为融合创新解决方案产生的云资源、云平台、云服务、云集成、云互联、云安全等收入。

• 联通云是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创新的底座，聚焦安全可信、云网一体、
专属定制、多云协同，为客户提供包括云资源、云平台、云服务、云
集成、云互联、云安全等一体化融合创新解决方案

• 聚合基于虚拟化、云原生双栈的IaaS底座

• 公有云：面向中型企业及小微企业，深化战投合作，做好“云+网+X”
产品组合营销

• 私有云：整合资源重点打造能力贯通的PaaS ，以信创云和多云管理能
力为政企客户提供安全可信的私有云服务

• 行业云：布局全国骨干云池，聚合大数据、AI等创新能力，聚焦政务、
医疗、教育、工业重点行业拓展



IDC业务 – 紧抓“新基建”战略机遇

24

竞争优势

• 按照“5+2+31+X”总体布局，全国IDC机房583处局所，覆盖全
国，2021年上半年平均使用率>60%

• 投资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高需求高价值领域，
积极引入社会化合作。2021E 资本开支：约27亿元人民币

•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IDC建设与云资源池部署统一规划，

构建多云智能网络，为客户提供高感知、高速互联、全方位的
融合解决方案

• 集约化运营，借力大网资源和能力优势，在拓展互联网客户基
础上，优化客户结构，积极拓展金融和政府客户

致力实现效益和规模双提升

注︰
1. IDC收入含IDC出口带宽收入

年中期业绩2021

101
110

1H2020 1H2021

IDC 收入1

（亿元人民币）

27.7 29.0 31.0

12.2020 6.2021 12.2021E

机架数
（万架）

一线城市

38% 38% 41%



深化改革与全面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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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新生态”

• 中国联通APP集合通信、生

活、娱乐、金融于一体，
月活用户突破一亿，基础
服务基本100%覆盖

• “一家亲”跨域业务，异
地融合服务

• 持续强化互联网化运营，
2I2C营销模式创新（腾讯

王卡、阿里小宝卡、米粉
王卡…）

数字智能“新运营”

• 六大运营体系（大市场、政
企、网络、IT、科技创新、
资本运营）变革系统推进

• 全网SDN化，唯一支持多云
商网络自动开通运营商

• 大数据变现能力领先，收入
市场份额行业第一

• IT资源云化，新建系统100%
上云，全国资源云化率达到
84%

深化改革“新活力”

• 混改系列改革持续深化；组建
数科公司；智网科技、中讯院、
云南联通3家子企业混改走向
纵深

• 基层活力有效激发，建立强化
面向一线的IT工具/数据赋能

• 创新人才特区；数字化人才占
比持续提升

• 高增长匹配高激励，释放经营
活力动力

提活力、促发展、增效能

年中期业绩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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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 1H2020 1H2021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503.97 1,641.74 9.2%

营业成本 (1,422.57) (1,560.61) 9.7%

经营利润 81.40 81.13 -0.3%

财务费用 (8.59) (6.45) -24.9%

利息收入 6.82 4.71 -30.9%

应占联营公司净盈利1 7.32 11.01 50.4%

应占合营公司净盈利2 2.57 7.20 180.2%

净其他收入 7.84 15.29 95.0%

所得税 (21.38) (20.81) -2.7%

净利润 75.69 91.67 21.1%

注：
1. 主要为应占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净盈利
2. 主要为应占招联金融公司净盈利

重点财务信息

年中期业绩2021



（亿元人民币） 1H2020 1H2021 同比变化

营业成本合计 (1,422.57) (1,560.61) 9.7% • 略高于营业收入增幅，主要由于加大对5G及创新业务的
资源和人才投入，促进未来持续增长

网间结算支出 (50.94) (52.47) 3.0%

折旧及摊销 (413.12) (413.76) 0.2% • 主要得益于近年资本开支的良好管控及网络共建共享

网络营运及支撑成本1 (222.20) (251.07) 13.0% • 主要由于房屋设备使用成本及能耗成本增加

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 (275.03) (309.91) 12.7% • 主要由于公司持续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强化激励与绩效挂
钩，同时加大引入创新人才

销售通信产品成本 (116.03) (148.08) 27.6% • 与通信产品销售增加29%同步

销售费用 (148.79) (155.65) 4.6%

其他经营及管理费用 (196.46) (229.67) 16.9% • 详见下页

适度加大投入，促进未来持续增长

2021年中期业绩 27

注︰
1. 1H2021铁塔使用费为人民币54.29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剔除执行IFRS16的影响，1H2021铁塔使用费为人民币95亿元，同比上升2%，仅供示例说明，谨此提醒投资者不要依赖相关数据



适度加大投入，助力创新业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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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93.2

61.2
80.7

48.9

55.7

1H2020 1H2021

技术支撑费用 IT服务费用 管理费用及其他

229.6

其他经营及管理费用
（亿元人民币）

年中期业绩2021

196.5

20亿元IT服务费用 IT 服务收入

27亿元
技术支撑费用

+
IT服务费用

人民币

能力提升

54亿元
产业互联网

收入快速增长

人民币

人民币

未来持续增长
+

+

25亿元
人民币

紧抓数字化转型机遇，提升能力，规模发展



随着业务发展和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营运及支撑成本压力不断上升

精细管理

• 一塔一表、能耗管理全网上
线，实现数据比对和稽核

• 用好用足各地5G、IDC等新
基建优惠政策

精细管理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

2021年中期业绩 29

自主运营

• 自主网络维护、优化、修理，
节约成本4.9亿元人民币

• 提升网络人员核心技能

AI应用

• 推进网络AI助力智慧运营工
作体系化

• 智能运维机器人全国推广，
已累计实现1.5亿元人民币经
济效益

合作共享

• 持续拓展与中国电信网络
共建共享共维

• 宽带社会化合作

节能减排

• 发布《中国联通“碳达峰、
碳中和”十四五行动计划》

• 积极推动自主研发4G/5G协
同智能节能管理

网络精简

• 2G基站精简

• 3G基站单频占比 >99%

2021年目标︰网络运营及支撑成本占收比基本稳定



聚焦合作，高效配置资源

2021年中期业绩 30

• 聚焦保障精品5G网和精品千兆光网建设，以及IDC、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等创新投资

• 聚焦完善政企精品网和商业楼宇覆盖

• 聚焦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重点城
市、口碑场景

• 强化并拓展共建共享共维合作和社会化合作，借力提速发展

• 整体客户满意度和申诉明显改善，其中，5G客户满意度评分79.41，
行业排名第一

资本开支结构

注：
1. 数据来源《工信部5G满意度分析2021Q1-Q2》

32%

26%

42%
1H2021：
143亿元
人民币

51%

18%

31%

移动网络

固网宽带及数据

基础设施、传输网及其他

2021E：
700亿元
人民币

提升网络竞争力，促进业务有效益快速发展



强劲现金流及财务实力

31

2017-1H2021:

强劲自由现金流1

资产负债率1

6.2021:
38.8%

12.2016:
62.9% 

$$$$$$$$$$

累计超1,700亿元人民币

注︰
1. 以上数据均剔除执行IFRS 16的影响

有力支撑5G等新商机，
创造新价值

助力长期持续发展

加速提升股东回报

提高控风险能力

年中期业绩2021



下半年重点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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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
体系化创新能力

进一步加快
数字化转型步伐

以高目标强力牵引高质量发展

着力创新提能促进高品质服务

深化融合融通推动高效率协同

加快智慧运营强劲高科技引擎

坚持深化改革激发高活力运营

合作共赢共创高水平开放生态

全面塑造差异化发展新优势，
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新跃升

进一步提升
市场化运营水平

年中期业绩2021



谢谢！

亚洲最受尊崇
电信企业

第一名

亚洲最佳
电信公司

第一名

2021年中期业绩 33



（亿元人民币） 1H2020 1H2021 同比变化

移动服务收入 765.16 820.92 7.3%

语音 128.39 129.52 0.9%

数据流量 520.57 546.54 5.0%

其他 116.20 144.86 24.7%

固网服务收入 605.66 653.30 7.9%

语音 44.10 45.61 3.4%

宽带接入 218.74 220.25 0.7%

其他1 342.82 387.44 13.0%

其他服务收入 12.53 12.52 -0.1%

销售通信产品收入 120.62 155.00 28.5%

合计 1,503.97 1,641.74 9.2%

注：
1. 主要包括IDC、IT服务、云计算及电路出租收入等

附录1: 收入构成

2021年中期业绩 34



附录2: 摘自未经审核简明合并财务状况表

2021年中期业绩 35

（亿元人民币） 2020.12.31 2021.6.30

流动资产 1,086.36 1,208.61

非流动资产 4,719.80 4,504.06

资产合计 5,806.16 5,712.67

流动负债 2,220.28 2,149.15

非流动负债 310.68 243.12

负债合计 2,530.96 2,392.27

所有者权益 3,275.20 3,320.40



单位 1H2020 1H2021

移动业务

移动出账用户数 万 30,952.8 31,045.6

移动出账用户ARPU 元人民币 40.9 44.4

移动手机数据流量 亿MB 180,256 229,843

移动手机用户DOU GB 9.4 12.2

移动手机用户MOU 分钟 166.4 180.7

5G套餐用户数 万 不适用 11,333.0

固网宽带业务
用户数 万 8,587.8 9,012.3

接入ARPU 元人民币 43.0 41.8

固网本地电话业务
用户数 万 5,211.9 4,718.8

ARPU 元人民币 10.9 10.9

附录3: 主要经营指标

36年中期业绩2021



（亿元人民币） 1H2020 1H2021 同比变化

IDC 100.71 109.82 9.0%

IT服务 75.49 100.03 32.5%

物联网 21.68 30.00 38.4%

云计算 19.99 27.77 38.9%

大数据 8.87 12.68 43.0%

合计 226.73 280.30 23.6%

附录4: 产业互联网收入构成

2021年中期业绩 37



附录5: 持续深化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

2021年中期业绩 38

云计算 沃云T 沃云A、钉钉产品、合建
合营云资源池

物联网
移动支付、出行服务、

智能可穿戴
车联网、出行服务 数字供应链、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出行服务，
智能可穿戴

5G 5G电竞联合实验室、5G
切片

5G+AI联合实验室、无人
驾驶

5G物流、5G切片 5G超高清视频

触点合作 2I2C、云联网 2I2C、云联网 2I2C 2I2C、云联网

支付金融 信用担保、话费代扣 沃钱包 信用分期、沃钱包

内容聚合 IPTV、手机视频 IPTV、手机视频 IPTV、手机视频

智慧家庭 家庭应用融合 家庭应用融合 家庭应用融合

基础通信 加强合作 加强合作 加强合作 加强合作

合资公司
云景文旅

(智慧文旅)
智慧足迹
(大数据)

云粒智慧
(行业解决方案)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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