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漕盈数据中心获“碳减排数据中心创新者”

在日前举行的 “2021 中国互联

网大会·绿色低碳新型数据中心论坛”

上 ，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腾讯青浦漕

盈数据中心 1 号楼荣获 “碳减排数据

中心创新者 （4A）” 评级。 该评估由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工业和信息化

部新闻宣传中心、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

会 （ODCC） 联合开展， 从数据中心

能源和碳利用效率、 低碳节能技术与

方案、 低碳战略与管理等三个维度进

行评定。

漕盈数据中心 1 号楼位于上海市

青浦区， 整个园区内有四栋大楼， 占

地面积达 6.7 万平米， 其中 1 号楼建

筑面积 1.2 万平米 ， 在我国 2030 碳

达峰 、 2060 碳中和的总体目标和数

据中心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引下， 漕盈

数据中心在实现 “碳达峰” 及 “碳中

和” 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

措。

一是应用三联供技术， 可以使用

低碳绿色能源为数据中心提供电源及

冷量供应， 减少市电的使用， 同时为

园区提供生活热水。 二是光伏自然发

电， 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屋面， 部署分

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作为电力补充，

目前已部署 1 栋楼。 以 2020 年为例，

全年光伏累计发电 30 万度电， 此部

分发电为纯可再生零碳能源。 在日常

运营过程中， 通过定期清洗组件， 维

护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优化光伏系统

的运行状态， 进一步提升发电量。 三

是应用微模块技术， 每个微模块使用

独立配电、 制冷、 消防、 监控系统和

IT 机柜 ， 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配制功

耗， 减少能耗浪费。 四是成立专业的

低碳管理工作组， 积极落实数据中心

碳排放管理， 推进开展节能减碳培训

宣传， 构建绿色低碳数据中心。

赵腾腾

“云网融合”助力数字化转型
数智赋能打造上海智慧城市新标杆

云网融合
助力金融行业创新

“在浦东引领区建设的大背景

下， ‘十四五’ 时期， 浦东将加快打

造全球金融要素资源配置的功能高

地， 这对于我们金融行业来说是一个

莫大的鼓舞。”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金融分析师张先生高兴地表示 ：

“要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之都 ， 除

了不断丰富国际化产品资源配置以

外 ， 更要利用数

字化转型提升金

融创新能力 。 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

的低时延金融专

线以安全高速的

接入网络 、 便捷

的跨域跨境链接 、

可 靠 的 低 时 延 、

云网一体的带宽

和算力以及随选

的服务体验 ， 成

为了我国金融业

数字化转型的好

帮手。”

为更 好 地 满

足金融行业对于

网络时延的苛刻

要求 ， 中国电信

在整体架构上通

过网络的扁平化 ，

减少网络之间的迂回， 采用新型的光

纤等手段挖掘设备的潜力， 以全方位

优化网络， 降低网络时延。 目前， 中

国电信打造的政企 OTN 精品专网覆

盖了全国 31 个省份 、 128 个城市 、

117 个云池， 节点数规模超 1800 个，

并与海外 34 个重点金融 POP 节点进

行衔接， 为数十家金融客户提供超低

时延的网络专线。

目前，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已经成

功打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低时延金融

圈， 覆盖国内各大金融交易中心 （包

括上交所 、 中金所 、 深交所 、 大商

所、 郑商所等 ）， 同时将低时延圈从

长三角延伸到京津冀、 粤港澳湾以及

国际各区域 （其中北京 16.6ms、 郑州

13.4ms、 深圳 22.4ms、 香港 23.5ms、

东莞 21.4ms、 东京 22.1ms 等 ） 。 后

续，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还将持续优化

网络架构， 为金融、 证券、 期货等客

户提供更极致的时延和更优质的服

务， 大幅提升上海城市数字化能级。

张先生表示： “金融行业对网络

时延的敏感度十分高， 尤其是随着高

频交易等新型金融模式的崛起， 短短

数毫秒的时延也可能对交易的成败产

生重大影响。 目前， 浦东正在抓紧制

订推出全球机构投资者集聚计划， 进

一步提升国际化交易品种数量， 提升

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 现在有了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低时延金融专线的保

障， 即便是进行跨国金融交易， 时延

也能达到很低的水平。”

据业内专家介绍， 伴随着人工智

能、 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在金融领域

应用的不断深入和创新， 金融行业对

网络的带宽颗粒灵活 、 高可靠不中

断、 稳定低时延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

的要求。 为金融行业提供高可靠、 低

时延、 带宽灵活的高品质联接， 成为

我国未来金融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

一环。

张先生还告诉笔者， 除了低时延

金融专线，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天翼

云产品也为金融企业的创新发展解除

了后顾之忧。 利用天翼云产品， 金融

企业可以打破传统专线物理距离的局

限， 只需要在各云节点间开通电信的

云间高速即可。 这种云网融合的业务

模式， 满足了金融业务覆盖全国， 乃

至全球的特殊需求。 同时， 金融企业

利用天翼云代替传统的组网技术 ，

还能大幅减少前期软硬件投入成本 、

运营运维和长途链路专线租用的费

用 ， 降低金融企业的运营成本和试

错风险。

“天翼云之所以能在金融企业中

获得广泛的欢迎， 除了其领先的性能

优势和优异的服务水平外， 更重要的

是满足了金融企业对于数据安全近乎

苛刻的要求。” 张先生补充道 ， “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的 ‘天翼云’ 提供了

基于 SDN、 NFV、 量子通信加密等技

术的网络安全保护， 以及符合国家等

保四标准的 ‘金融云’ 服务， 能全方

位保护金融业务安全需求。”

事实上 ， 早在 2014 年 ， 天翼云

就成为可信云标准首批通过云主机 、

对象存储认证的云服务商。 如今， 经

过 7 年自主创新和可信实践， 天翼云

确立了以自研能力为基础， 重点构建

“攻击看得清 、 阻断响应快 、 防护立

体化、 客户体验好” 的云网边端一体

化安全能力。 目前， 中国电信 “天翼

云” 已经获得中央网信办云计算安全

审计合规认证、 工信部可信云、 公安

部等保三及等保四、 ISO27001、 ITSS

增强云安全认证、 CSA-STAR 国际云

安全认证、 PCI-DSS 等系列认证， 并

可提供 4 层和 7 层安全全方位保障。

智慧园区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位于宝山的上海机器人产业智

慧园区， 工作人员赵师傅对园区的未

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赵师傅表示， 自

从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合作建设

“5G+天翼云+AI 数字化转型智慧园

区” 以来， 不但园区的日常管理和运

营效率有了极大进步， 入驻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进度也大幅加快， 从而带动

了园区制造业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园区门口， 赵师傅打开了自己

的手机， 园区内的车辆及人员进出情

况， 入园人员的行动轨迹， 各家企业

的用电量、 税收情况、 园区的空置和

入驻情况等都一目了然地显示在手机

屏幕上， 帮助工作人员实现对园区的

精细化管理。

“我们是上海 26 个特色产业园

之一。 目前， 园区已集聚发那科、 赛

赫智能、 快仓等一批高端智能制造企

业。 但随着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加， 企

业员工的流动性增大， 园区的管理难

度也越来越大 。 ” 赵师傅介绍道 ，

“刚开始我们还能通过 ‘人肉 ’ 方式

进行巡视和管理， 但很快就疲于奔命

了。 好在经过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智

慧园区改造， 现在园区的管理简单而

高效： 利用 5G 机器人实现了快递的

无接触配送， 既可提高取件便利度 ，

又可提升配送安全 ； 巡检人员戴上

5G-AR 眼镜 ， ‘扫一眼 ’ 即可进行

人脸识别和红外测温等， 不但确保了

人员进出的安全， 还能有助于防疫管

控工作； 通过 5G 无人机， 园区轻松

实现了对工程施工的管控， 及时发现

各类安全隐患……”

随着 5G 技术的不断成熟 ， 我国

产业园区也正从最初的传统粗放模

式， 向 5G 智慧园区进行转型。 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依托 5G+云网优势， 践

行绿色低碳理念 ， 帮助

申城产业园区实现了可持续智慧运

营。 当前，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已在探

索六大智慧园区核心技术构建， 包括

AI 提供智能管理运营能力、 CIM 技术

提升园区展示效果能力、 基于数据运

营构建园区数据资产能力、 云端统一

部署实现智慧应用能力、 端边协同提

升园区管理能力以及 5G+物联网实现

智能感知一体化能力， 打造便捷、 高

效的园区运营管理服务平台， 为申城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成长

环境。

而对于园区的入驻企业来说 ，

“5G+天翼云+AI 数字化转型智慧园

区” 则为企业向 5G 智慧工厂的转型

奠定了基础。 利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5G SA 网络高带宽、 低时延的优势 ，

企业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低成本的

5G 智慧 “无人工厂”。 不但提升了企

业的运营生产效率， 还能极大地降低

员工的工作强度 ， 从而激发传统产

业发展活力 ， 加快制造业升级改造

的步伐。

据悉，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聚焦园

区在发展软实力上的痛点 、 难点问

题 ， 通过园区 5G 和智慧园区建设 ，

打造 “1+1+N” 的管理模式。 “1” 是

建设 5G 全覆盖、 物联全感知、 高空

鹰眼、 楼宇智能化等新型基础设施 ；

“1” 是运营服务实现一屏观园区 ；

“N” 是提供 N 个智慧服务 ， 涵盖园

区画像、 园区政策等服务， 助力园区

在服务管理、 安全运营 、 节能降耗 、

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重塑和突破。 为

上海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全新

动能。

免费升百兆
普惠困难家庭

“之前每逢节假日儿子孙女过来

看望我们 ， 网速就会出现卡顿的情

况， 现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给我们家

免费升级到 100 兆宽带， 再也不用和

孩子们抢网络了。”

在本市刚完成 “光进铜退” 改造

的一个老式居民小区， 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王女士家的家

庭智能网关设备进行更换升级。 看着

家中宽带免费升级到百兆， 王女士高

兴地乐开了花 。 据悉 ， 今年上海市

委、 市政府把 “为上网困难家庭免费

升级百兆宽带” 列为 “为民办实事项

目”， 目前在上海已有超过 50 万上网

困难家庭享受到了免费升级百兆宽带

的惠民政策。

“王女士您看， 根据测速软件的

测试， 您家中的宽带已经完全达到了

百兆标准。”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工作

人员指着笔记本电脑屏幕让王女士进

行确认。 “作为免费提速用户数量最

多的通信运营商， 我们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还特别成立了 ‘百兆宽带托底行

动党员先锋服务队 ’， 为您提供网络

诊断一次、 助老服务一次、 科普宣传

一次、 信息化 App 使用指导一次、 反

诈骗宣传一次的 ‘五个一次’ 服务。”

在与王女士进行沟通后 ， 电信

工作人员根据女士的需求 ， 在她的

5G 手机上装上了随申办 、 支付宝等

常 用 App， 并 手

把手教会他们使

用 ， “以后在手

机使用上有什么

困难 ， 可以打适

老服务卡上的电

话 ， 我们会当场

给予解答。”

“升级到百

兆宽带后 ， 刷手

机的速度的确快

了很多 ， 看网络

视频也不用缓冲

了 。” 王女士满意

地表示 ： “今年

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到我们小区进

行 ‘ 光 进 铜 退 ’

改造， 我们小区居民都很开心， 不但

天上的 ‘蜘蛛网’ 没有了， 小区里也

能终于能用上千兆宽带了。 当然更令

人惊喜的是，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在加

快城市信息化建设脚步的同时， 也没

忘记我们这些弱势群体。 积极响应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重点帮扶我们这

些低带宽用户， 让我们也赶上了智慧

城市的快车。”

据悉， 近年来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结合 “美丽家园” 建设， 在具备光纤

网络资源的住宅小区同步推进 “光进

铜退” 工程， 为原使用铜缆宽带的用

户免费提供光纤网设备 、 免费安装 、

免费提速至 100 兆。 同时， 还在使用

低于百兆宽带的家庭， 也可以通过营

业厅、 10000 号、 网厅、 微厅、 微客

服等多种渠道申请办理免费升速。

王女士感激地表示： “这次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主动为困难家庭免费升

级百兆宽带， 不但体现了 ‘三千兆之

城’ 建设的伟大成就， 更体现出了电

信作为沪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国

家队’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让困难家

庭和特殊人群也能无障碍使用高速网

络、 数字产品等， 将数字红利惠及每

一位市民。”

■穆亚男

蓝色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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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康养”打造“亲民”智慧养老平台

日前， 上海德律风置业有限公司

的 “智慧康养” 解决方案参展上海国

际养老、 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 吸

引了众多参会者前来咨询交流洽谈，

表示了浓厚的合作兴趣。

据介绍， “智慧康养” 整体解决

方案体现了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科技

融入安全。 通过人脸识别、 蓝牙定位

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老人出入管理、

家属探视管理、 老人异常离院告警、

老人意外告警等， 实现养老机构对老

人及其家属的 “无感化” 管理， 提升

管理效率， 降低人为疏忽造成的老人

安全防护漏洞。 二是科技融入健康。

通过老人日常健康检测、 睡眠质量监

测、 实现老人慢病管理、 健康管理，

打通与家属的在线服务渠道， 让家属

及时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 有效提升

养老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让

老人更舒心、 家属更放心、 护工更省

心。 三是科技融入特色。 认知障碍老

人， 是养老照护中难度最大、 最复杂

的人群， 公司聚焦养老难点、 痛点问

题 ， 以认知症照护标准化建设为特

色， 试点 “认知症友好社区”， 通过

利用标准化的 MoCA、 生活满意度指

数、 MMSE 等量表对老人认知筛查 、

打分、 评估， 提升老人认知水平评估

的准确性 ， 为老人建立动态健康画

像， 及时制定干预课程或针对老人的

定制护理方案， 延缓老人病症加深速

度。 上海德律风置业有限公司的 “认

知障碍症老人照护服务标准化试点项

目” 已入围市标准化试点项目， 未来

可进一步推广至周边社区， 惠及更多

老人。

嘉定举办 5G+工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交流会

近日，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嘉定

局举办了 5G+工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

业务交流会。 上海嘉定区内 15 家汽

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领导， 以及中国

电信上海公司政企事业群、 移动互联

网部的专家出席了会议。

交流会上， 介绍了中国电信 “云

改数转” 战略及相关举措。 中国电信

上海公司政企事业群及移动互联网部

的专家， 则分享了电信在 5G+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实践中的思考与探索。

合作伙伴上海慧程、 企翔科技、 座头

鲸公司分别分享了各自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以及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实践经

验。 后续，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嘉定局

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 5G 生态发

展、 打造 5G 创新应用、 全方位服务

嘉定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朱晓飞

电信城市数字化转型生态伙伴联盟成立

日前， 电信城市数字化转型生态

伙伴联盟在沪举办成立大会。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西区局及 51 家合作伙伴

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据悉， 该生态伙伴联盟由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西区局发起 ， 首批招募

53 家合作伙伴。 联盟聚焦数字政务、

数字教育、 数字医疗等八大数字化转

型领域， 以 “创新、 平等、 诚信、 合

作、 共赢” 为宗旨， 把握城市数字化

转型契机， 以推动政府和企业数字化

转型应用场景落地为目标， 促进创新

共享、 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

作为发起方，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西区局介绍了联盟成立的目的 、 宗

旨、 主要任务与工作机制， 3 家联盟

成员代表分享了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

创新与实践。 会后， 各方还就在业务

合作、 技术实践、 能力互通等方面进

一步展开互动交流。 后续， 该联盟将

形成快速响应机制， 针对各重点领域

信息化应用需求形成解决方案库。 同

时， 采取场景化营销方式， 推动数字

化转型市场拓展， 整合多方力量提升

数字化转型竞争力。

鲍笛

自 2020 年首次提出云改数转战略以来， 中国电

信围绕云网融合、 科技创新、 数字化平台建设、 体制

机制改革、 生态合作及网信安全等关键节点， 积极推

进企业云改数转战略的落地。 以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加速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进程， 为浦东新区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打造坚实的数字化底座。

中国电信上半年
收入利润双位数增长

以A股上市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云改数转”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10

日在香港公布 2021 年中期业绩。2021

年上半年，中国电信经营收入为 2192

亿元， 同比增长 13.1%； 服务收入为

2035 亿元，同比增长 8.8%，高于行业

平均增幅。 EBITDA 为 663 亿元，同比

增长 5.1%。 净利润为 177 亿元，同比

增长 27.2%， 剔除出售附属公司的一

次性税后收益后，同比增长 17.0%，每

股基本净利润为 0.219 元。

2021 年上半年，中国电信积极拥

抱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创新、融合、安

全构建差异化的综合智能信息服务优

势，全方位再创经营佳绩。

中国电信以 5G 为引领， 持续深

化共建共享。上半年，中国电信移动通

信服务收入达到 933 亿元， 同比增长

6.9%；移动用户达到 3.62 亿户 ，净增

1147 万户 ，5G 套餐用户达到 1.31 亿

户，渗透率达到 36.2%，继续领先行业

平均水平。 5G 特色应用用户快速增

长，用户升级 5G 保持良好价值增长，

移动用户 ARPU 止跌并持续回升，达

到 45.7 元，同比增长 2.9%，增幅较一

季度进一步提升。

中国电信基于云网融合能力，打

造 5G﹢光宽﹢WiFi 6 的“三千兆”高

质量泛连接服务。上半年，中国电信固

网及智慧家庭服务收入达到 574 亿

元 ，同比增长 5.2%，有线宽带用户达

到 1.64 亿户， 宽带接入收入达到 381

亿元，同比增幅达到 7.9%，宽带接入

ARPU 保持回升势头， 达到 39.4 元，

同比增长 2.9%。 智慧家庭收入达到

72 亿元，同比增长 32.9%，全屋 WiFi、

天翼看家用户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99.5%和 231.9%， 智家平台纳管的家

庭终端数已达到 2.7 亿 ， 同比增长

78.1%，宽带综合 ARPU 达到 46.8 元，

同比增长 5.9%。

中国电信发挥云网融合优势和产

业数字化领域的丰富储备， 打造数字

化应用平台。 上半年， 中国电信行业

云、IDC、组网专线、物联网、数字化平

台和大数据等业务加速增长， 收入达

到 501 亿元，同比增长 16.8%。 5G 政

企应用步入收获期 ，5G 应用场景较

2020 年底增长近 1 倍，市场需求呈现

爆发式增长。天翼云优势全方位强化，

成为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基

石。 上半年， 天翼云收入达到 140 亿

元，同比增幅达到 109.3%。

中国电信将以 A 股上市为契机，

加大实施市场化约束激励机制， 利用

资本和生态的力量，进一步整合云网、

用户、人才等资源；加强生态合作，强

化战略协同，共同做大生态圈；优化组

织、队伍、流程，提升运营服务能力；将

资本市场和客户市场紧密结合， 释放

发展动能；推动改革走向纵深，推进绿

色发展，全力打造新发展空间。

信息前沿

左图 ： 目前 ，

上海电信已经成功

打造了以上海为中

心 的 低 时 延 金 融

圈， 覆盖国内各大

金融交易中心

图片 视觉中国

下图 ： 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员工加

紧 进 行 “光 进 铜

退” 施工， 提升小

区宽带速率

摄影 费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