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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云改数转”精神传承
上海最后一台“用户电报”交换设备退出网络

“上海 5G消息平台
（MaaS）”试商用

随着通信技术飞速发展， 电报通信

受时效性、 安全性等限制， 已经不再是

主流通信工具。 目前， 电报业务逐步被

传真、 移动通信、 移动互联网等业务替

代 。 上海电信顺应 “人民城市人民建 、

人民城市为人民”、 打造上海千兆之城的

需要， 对当前设备和业务处理情况综合

评估后， 决定将 “用户电报” 交换设备

“退出” 网络。 腾出的空间将安装更为先

进的通信设备， 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质优价廉的电信服务。

据悉， 此次投入试商用的 “上海 5G

消息平台 （MaaS） ” ， 将为百万级电信

5G 用户提供服务。 由上海电信自主研发

并建设的 MaaS （Messaging as a service）

平台， 基于中国电信集团 5G 消息框架，

体现消息即服务理念， 为用户提供一点

接入、 全网可达能力， 并耦合运营商能

力， 为运营商差异化服务新建战略空间，

实现一站式接入、 个性化定制、 多网互

通以及消息会话业务等 。 “5G 消息 ”

具有 “多媒体、 原生态、 强安全、 体验

佳” 的特点， 为传统的电信服务赋予了

互联网业务的全新属性。 “5G 消息” 打

破了传统短信对每条信息的长度限制 ，

基于 5G 内容突破文字局限， 实现文本、

图片、 音视频、 表情、 位置、 联系人等

信息的有效融合。 同时， 5G 用户不需要

下载客户端， 不加好友就能发消息、 表

情等， 具有在线支付功能。 “5G 消息”

还具备加密传输、 源头管控、 身份校验

等全方位安全保障措施。

电报技术
服务市民 150年

自上海开埠之后， 曾经有许多家外

商电信机构在上海开办起电报业务， 其

中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于 1871 年 4 月 18

日成功开通上海最早的电报水线， 也是

全国最早的电报水线， 到此拉开了中国

电信业的序幕。 1881 年， 上海电报局成

立， 开通了天津到上海的电报服务。 在

之后的革命战争年代中， 电报起到了信

息传递的关键作用。 解放后， 上海电报

进入了业务蓬勃发展期， 1956 年开放了

用户电报 ， 1957 年开放了传送设计图

纸、 报表、 合同文件、 国内国际相片传

真等真迹新业务， 1978 年电报电路增加

到 201 路。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

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 上海电

报业迎来了业务发展的巅峰期， 到 1988

年底国际公众去报总份数达 999 万份 ；

用户电报户数达 845 户 。 80 年代末开

始， 通信行业也进入了技术与业务的高

速发展期， 市民选择的通信方式变得越

来越多样与便捷 。 1994 年 12 月 1 日 ，

最后一条上海到东京的国际电报电路正

式关闭。 2018 年 12 月 19 日， 用户电报

业务正式下线。 2019 年 1 月 1 日， 柳林

路营业厅停止受理公众电报业务， 上海

公众电报业务仅剩 “来报 ” 和 “转报 ”

业务 。 2021 年 6 月 16 日 ， 上海用户电

报 （电传） 服务完成历史使命。

上海用户电报系统 （电传） 服务的

退网， 反映出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 当

年用户电报的技术精英们如今也已战斗

在新的云网运营、 客户服务工作岗位上，

伴随着通信行业的成长， 为广大用户描

绘更加丰富多彩的信息新生活。

上海是红色通信事业
始发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 也

是红色通信事业的始发之地 。 1929 年 ，

在周恩来的带领下， 我党第一部地下无

线电台在上海诞生。 1931 年， 周恩来亲

自编制了党的第一部密码本———“豪密”。

红色的电波 ， 让党的前行有了千里眼 ，

顺风耳， 为革命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助推

作用 。 1937 年至 1938 年 ， 秦鸿钧 、 李

白先后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 李白在向

党中央发送重要情报时被敌人包围， 镇

定地发完电报并销毁密码 ， 发出最后

“永不消逝的电波”， 用牺牲换来了伟大

的胜利 。 1949 年 5 月 24 日 ， 解放军成

功占领上海真如台， 率先向全世界发出

上海解放的消息。

1949 年 10 月 1 日 ,天安门广场举行

开国大典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在这历史性的一刻， 上海国际电台电报

的嘀嗒声在通往亚、 非、 欧、 美 25 个

国家和地区的电路中回荡， 传播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 。 在 1954 年至

1955 年， 上海电信局更以电报业务传递

数百万字， 保障了日内瓦会议、 万隆亚

非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国际信息沟通。

通过不断创新， 上海电信局于 1962

年 11 月采用 “三正二负 ” 数字保护电

码， 使数字互变减少近 90%， 大幅减少

变字差错， 成为我国电报传递方式的一

个根本性变革。 至 1964 年 6 月， 上海已

具有 46 路国际电报电路， 通达 27 个国

家、 29 个城市。 每年传递国际间往来的

政务、 新闻、 贸易电报均在百万份以上，

并做到了迅速、 准确， 成为西方国家通

信部门口中的 “第一流水平 ”。 1958 年

11 月 10 日 ， 上海电报局成功试制出我

国第一部 SH-5901 型电子管 16 路调频

制音频载波电报机， 还推广到国内主要

城市的电报通信部门。

一部中国无线电发展史， 对于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而言， 是隐蔽战线上

永不消逝的电波， 也是伴随建党百年的

一根红线， 映衬出上海电信的红色基因。

解放后至在上世纪 80 年代， 上海地

区一天有 20 多万份电报交换量， 一年的

电报交换量在 6000 万份左右。 这充分体

现了 “人民邮电为人民 ” 的服务宗旨 ，

展现了电报在当时的重要作用。

作为上海信息化建设主力军、 领先

的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 上海电信

既承担了打造城市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数

字底座的责任， 也是人民群众与数字化

生活的连接者。 如今， 申城变身为 “三

千兆之城”， 市民享受着城市数字化全面

升级转型的福利与便捷。

“电报”， 曾经在人类沟通史上扮演

过重要的角色， 现虽已消逝在历史的长

河里， 但现代网络通信进入 “万物互联”

的云网融合时代。 新时代的中国电信实

施 “云改数转” 战略践行初心使命， 将

充分发挥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维护

网信安全的主力军作用， 着力打造服务

型、 科技型、 安全型的企业， 为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月 16 日，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最后一台用户电报 （电传）

T203 型交换设备在武胜电信大楼 14 楼机房 “退出” 网络。 此举

标志着， 在城市数字化全面升级转型， 建设 “三千兆之城” 的过

程中， 上海市的用户电报 （电传） 服务完成了历史使命。 同时，

“上海 5G 消息平台 （MaaS）” 投入试商用。 自 1871 年开通上海

最早的电报水线至今已有 150 年峥嵘岁月， 见证了师夷自强的救

国期盼， 见证了民族电报的自主发展， 更见证了现代通信的勇立

潮头。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的革命精神， 将通过新一代云网融合通

信技术得到传承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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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字化升级转型翻开新一页
用户电报功成身退，5G消息平台C位登场

6 月 16 日， 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宣布位于武胜电信大
楼 14 楼机房最后一台用户电
报 （电传） T203 型交换设备
正式退网 ， 代表我国用户电
报 （电传 ） 服务正式完成了
它的历史使命 。 值得一提的
是 ， 同日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宣 布 “ 上 海 5G 消 息 平 台

（MaaS）” 投入试商用 ， 将为
百万级电信 5G 用户提供服
务。 从用户电报到 5G 消息平
台 ， 上海通信业的历史与未
来在这一刻完美 “交接”， 标
志着上海城市数字化全面升
级转型迈入了全新的阶段。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是最早进

入上海的外国电信机构 ； 中国自行

建设的津沪电报线于 1881 年开通经

营； 1956 年上海自行研制成功 BD55

型电传机 ； 1986 年使用智能电报终

端……” 周末 ， 在坐落于延安东路

的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博物馆三楼展

厅 ， 伴随着悦耳的滴滴答答模拟电

波声 ， 讲解人员在一幅幅配有文字

的图片与展示品前 ， 向特地前来

“告别” 电报业务的市民们讲述着上

海百年电报史。

这时 ， 上海市杨浦初级中学的

小吕同学在一旁惊喜地对同行的祖

父说道 ： “爷爷你快看 ， 展台上那

台电报发报机 ， 和电影 《永不消逝

的电波 》 里的主角李白用的那台一

模一样。”

相比从未见过电报 ， 满脸好奇

的小吕同学 ， 同行的爷爷吕老先生

显然对电报并不陌生。 他告诉孩子：

“电报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已

经很陌生了 。 但它在爷爷年轻时 ，

可是老百姓最重要的通信工具之一。

当时的邮寄速度很慢 ， 常常要很久

才收到回信 ， 如果遇到急事就只能

发电报 。 甚至去火车站接到达的亲

人 ， 也需要凭着收到的电报才能买

到月台票。”

吕老先生告诉孩子 ， 由于电报

按字收费 ， 一般老百姓只有在有急

事时才发电报 ， 每次发报时更是字

斟句酌 、 惜字如金 。 “有一年过年

前， 我在云南突然收到家里的电报，

上面只有两个字 ‘速归’。 吓得我急

忙请假坐火车回上海 ， 那几天心里

特别忐忑 ， 多种猜测在心头 。 到家

后才知道只是爷爷要过 80 大寿， 全

家想让我过年提前几天回来 ， 虚惊

了一场 。 而如今只要打开 5G 手机 ，

大家想聊多久就聊多久 ， 再也不用

担心沟通不畅带来的误会 。 而电报

的退网， 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这里是两台电报发报器 ， 大

家可以来试试发个电报 。 每年都有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过来 ， 体验一下

以前是如何发电报的。” 博物馆讲解

员指着展馆醒目位置的两个发报器，

向观众介绍道 。 发报器旁还有简单

的莫尔斯码介绍和说明， 令不

少观展市民跃跃欲试。

“初看莫尔斯码规则好像

并不复杂， 但真要把一段完整

的文字正确无误地输入， 对操

作者的要求极高。” 小吕同学在

尝试过电报发报后感慨地表示：

“现在我们能毫不费力地轻松用

5G 手机打电话、 看视频、 玩游

戏 ， 享受互联网的乐趣 ， 这背后是

无数电信人数十年的不懈付出才换

来的。”

相比用户电报 （电传） 服务谢幕

的波澜不惊 ， “上海 5G 消息平台

（MaaS）” 试商用显然更能引起在场

市民的注意 。 可以说 ， 在经历了从

2G 追随、 3G 追赶到 4G 同行后， 5G

时代的中国运营商终于走到了世界的

最前列 。 前来参观的缪女士表示 ：

“作为世界 5G 网络的先行者和领导

者，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网络不但

投入运营早， 网络覆盖率更是在世界

首屈一指。 就拿我手里这台电信 5G

智能手机来说吧， 不但网速快， 功能

也特别丰富。 在打开天翼高清语音功

能后， 除了正常的通话， 我还能随时

切换到视频通话模式， 与亲人进行面

对面的沟通。 相信 5G 时代的短信业

务， 也一定会更加精彩。”

据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移动互联

网部流量经营中心主任姚岚介绍 ，

5G 消息平台基于上海公司自研建设

的 MaaS （ Meesaging as a service）

平台 ， 体现了消息即服务理念 ， 可

以为用户提供一点接入 、 全网可达

能力 ， 并耦合运营商能力 ， 为运营

商差异化服务新建战略空间 ， 实现

一站式接入 、 个性化定制 、 多网互

通以及消息会话业务等 ， 具有 “多

媒体 、 原生态 、 强安全 、 体验佳 ”

的特点。

市民无需下载客户端， 只要使用

原生短信入口就能实现多媒体信息的

发送。 甚至具有在线支付功能， 支持

在线和离线消息， 从个人消息延展至

行业消息 。 相比现有的即时通信

App， 5G 消息具备加密传输、 源头管

控 、 身份校验等全方位安全保障措

施， 能彻底确保市民的信息安全。

“从电报时代的惜字如金 ， 到

5G 时代的万物互联， 上海通信技术

的大变迁， 映出的是市民满满的幸

福 感 。 ” 吕 老 先 生 感 慨 地 表 示 ：

“咱们老百姓日常交流的方式在变 ，

生活的节奏在变 ， 但 ‘人民邮电为

人民 ’ 的红色电波精神却永远不会

改变。”

红色通信
从这里起步
入选全国档案系统百部
优秀微视频作品

由国家档案局主办、 中国档案报

社承办的全国档案系统 “凝百年之

辉， 筑兰台之梦” 主题微视频展播活

动于日前上线。 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组织策划的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

风耳” ———档案里的红色电信” 系列

微视频，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档案馆创

作的 《红色通信， 从这里起步》 从全

国 2100 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 ， 入选

全国档案系统 100 部优秀微视频作

品， 在国家档案局官网、 新华网和中

国知网等媒体平台进行展播。

《红色通信， 从这里起步》 记录

了红色通信在上海发展的重要历史。

自 1929 年起， 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

无线电台， 开设无线电培训班， 编制

密码， 成立秘密 “电台工厂”， 助力

我党在秘密战线上运筹帷幄， 决胜千

里之外。 红色电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涌现出为此献

出生命的李白、 秦鸿钧等党的优秀儿

女。 微视频以馆藏百年档案史料为基

础， 带您一起追忆那段峥嵘岁月， 重

拾红色革命记忆， 一起用档案见证并

铭刻红色电信从上海起步。

历经百年风云， 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档案馆保存了自上海电信业开创以

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档案资料， 时间跨

度 150 年， 凝聚了几代档案人的努力

和付出。 150年的历史， 是中国电信事

业发展的缩影， 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

生动写照， 记录了电信业近现代艰难

起步、 解放后自力更生、 改革开放飞

速跨越、 新世纪探索转型， 展现了上

海电信在变革中发展、 在创新中突破。

为了将这些珍贵的档案保存好、

利用好， 上海电信档案工作从传统的

手工管理， 发展到计算机辅助管理，

再到如今建成了国家企业数字档案

馆。 通过档案信息化建设， 推动档案

工作全面、 健康、 均衡发展， 为企业

整体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李珉

面向政务、金融等重要客户

中国电信第五个
要客灾备中心挂牌

日前， 中国电信要客灾备中心武

汉基地正式揭牌。 据了解， 这是中国

电信继陕西西安、 江苏苏州、 山东青

岛、 广东深圳四个基地之后， 打造的

第五个全国性灾备基地。

该基地由地上 7 层、 地下 1 层构

成， 具有八级抗震、 一级耐火、 一级

防水等特性 。 在机房内 ， 10 列约 2

米高的白色机柜纵向排开， 设备高速

运转。 工作人员介绍， 机房建筑单机

房配置了专用精密空调系统， 冷量直

达机柜， 满足托管服务器散热需求。

此外， 整栋大楼主体及灾备中心还配

备了较高灵敏度的烟雾探测和消防系

统， 所有通道、 机房内均设置摄像头

和 7×24 小时闭路电视监控。

据悉， 武汉基地主要面向政府、

金融、 企业、 医疗、 教育、 交通等重

要客户， 为其提供咨询规划、 集成实

施、 灾备运维等全生命周期高等级灾

备服务。 当客户后台数据因故中断或

丢失时， 武汉基地就能通过云资源池

快速实现数据备份、 业务接管、 数据

归档等， 让客户丝毫没有数据中断的

感知。

灾备中心配套设施区包括演练大

厅、 指挥中心、 新闻发布区、 客户办

公区等， 不仅能定期进行灾备演练，

还能为客户提供长期办公区及临时流

动工位。 在中心设置的体验馆内， 展

示了中国电信在数字政府 、 网信安

全、 5G 数字工厂 、 智慧园区等方面

的应用。

“武汉基地主要采用服务﹢平台﹢

资源的模式。”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武汉基地具

备优质的云、 网、 端等基础设施， 不

仅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资源基础， 还

能结合电信自研的数据备份、 复制、

自动化切换等功能， 为客户提供运营

保障。

据介绍， 目前， 爱奇艺、 光大银

行等十多家企业的灾备数据服务已

“落户” 武汉基地。 该基地将建设二

期项目 ， 二期规划用地 120 亩 ， 建

筑面积达 6 万平方米 ， 机房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 ， 能容纳 2000 台以上

机架。

武汉是中国电信五大高速环网汇

接中心和宽带互联网八大核心节点之

一。 武汉基地能实现对华中、 西南、

长江流域的区域覆盖， 且居五大灾备

基地中间位置， 可辐射全国。 中国电

信将以武汉基地为契机， 打造以武汉

为中心的新型全国灾备基地群落。

许国胜 申三燕

电报曾经是当年上海

市民最重要的通讯工具之

一， 当时的邮寄速度很慢，

如果遇到急事就只能发电

报。 甚至去火车站接到达

的亲人 ， 也需要凭着收到

的电报才能买到月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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