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先 是第一步是每一步
“2001年，我还是电话线上

网呢，拨个号，也就聊聊天，看
看网页……”；

“2010年世博会，我也‘光
网’了。看着IPTV，网上逛逛世
博，真心赞”；

“4K电视、家里网络全部覆
盖，我是个年轻的千兆用户，却
伴随着网络一路成长”。

20年，足以让一个新生婴
儿长大成人。作为上海“看不
见的毛细血管”，宽带也经历了
ADSL拨号上网，宽带升级、光网
改造等等多次重大升级。

在上周举行的“上海电信
宽带20年”庆典中，第1批ADSL
宽带用户、第 1 批光纤宽带用
户、第1批百兆以及第1批千兆
用户等曾经的“尝鲜者”们，作
为“上海电信宽带荣誉用户”，
在现场共同回顾了20年间的上
海电信宽度巨变。

据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总经
理、党委书记马益民透露，目
前，上海电信光纤宽带覆盖率
已超过99%，覆盖能力超过900
万户家庭，而上海电信家庭宽
带用户数已超520万户，其中，
光网用户占90%。

自2011年起，上海电信起
劲共实施8次宽带大提速。目
前，上海电信家庭用户平均接
入速率已达到 71.7M，较 2016
年底上升11.9%，预计今年年底
将提升至115M。

预计今年年内，上海电信
将完成超过5000个，覆盖全市
60%的住宅小区“千兆网络”，到
2018 年，上海将实现“千兆宽
带”全覆盖，上海也将成为首个

“千兆宽带”全覆盖的“全球千
兆第一城”。

创新 积跬步再进一步
20年前，备受瞩目的上海地

铁1号线全线贯通。而在看不
见的地方，上海ATM宽带通信实
验网也“悄悄”开通，上海从此成
为世界上能够提供ATM广域网
宽带通信业务的城市之一。

2000年，上海电信提供ADSL
宽带接入服务，首次在全国实现
城域规模发展的ADSL宽带接入
业务；2005年，上海电信宽带用
户超过180万户，彼时的上海成
为全国的“宽带第一城”；2009
年，上海电信率先实行光网改
造，全国首个由上海电信建设的
城域规模“城市光网”正式诞生，
为“2010世博会”的全方位通信
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

去年，上海电信正式启动
“千兆宽带”规模发展，并计划
在3年内实现“千兆宽带”全市
覆盖，将光网发展推向新高度。

现场，上海电信“点亮千兆
小区”活动也同步启动。即日
起，上海电信宽带用户可登录

“中国电信上海网厅”进入“千
兆宽带热力图”，查询所在小区
是否覆盖“千兆宽带”，还可以
点击热力图中的“点亮”按钮，
让自家小区升至千兆。

为发扬创新基因，持续挖掘
用户需求、吸引年轻用户，上海
电信还首次启用时下备受年轻
人喜爱的SNH48组合成员作为
上海电信的“明星员工”。据悉，
这些明星员工还将与上海电信
工程师共同上门安装宽带，并为
用户送上一份“神秘礼”。

在不断推进宽带网络建设
的同时，上海电信也通过“宽带
大提速”、“网龄倍增”的方式让
用户共享宽带红利。并将配合

“宽带 20 周年”，再推“六重好
礼”，包括为家庭客户提供的一
揽子家庭通信解决方案，全面覆
盖家庭基础业务与智能业务，同
时，还推出企业宽带提速业务，
进一步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实惠指南
为纪念宽带发展 20 年，上

海电信在回馈用户“大礼包”中

涵盖了诸多实惠之举。

宽带方面，办理指定的宽

带套餐，均可免费升级；“宽带

网龄回馈”活动也将继续“发

酵”；此外，办理“十全十美”套

餐的用户将获得指定“智慧家

庭”优惠。

流量方面，在为用户提供

更多4G升级体验选择的同时，

上海电信还将免费为光网宽带

套餐用户提供“至少 1 路 4K 智

能高清IPTV”。

另外，使用电信宽带的小微

企业宽带速率将“翻倍”，“旺铺

通”和2016年底前在网的专线宽

带客户均将获得相应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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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次大提速、520万用户、千兆“第一城”

宽带20年：见证一座城的变迁
如今，几乎没有人再提“上网”这个词，因为“在线”已成为生活日常。
今年8月份，上海宽带进入第20个年头，在上周举行的“上海电信宽带20年”庆典中，20年间上海

宽带的发展得到完整重现。其间，上海电信经历了8次宽带大提速，家庭宽带用户数已超520万户，光
纤宽带覆盖率逾99%。预计明年将实现“千兆宽带”全覆盖。 青年报 王霞

CCtalk赋能知识变现 愿做“淘宝”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继高调进军 K12
领域后，近日，沪江旗下实时
互动在线教育平台 CCtalk 正
式宣布，将进军职业教育领
域，通过上线职业教育类微信
小程序，为老师和机构提供更
轻量的内容生产和授课工具，
继续拓展从语言教学到一站
式全品类互动教学的平台化
重塑。

“CCtalk 是沪江的第一个
平台化产品，具有非常重要的
战略意义。在这个开放的平
台上，我们见证了各个领域在

线课堂‘网师’群体的崛起。”
沪江创始人伏彩瑞表示，“沪
江正在拥抱知识多元化，而不
仅限于语言学习。希望通过
互联网改变教育，让更多教育
从业者能够用智慧换取更多
财富。”

艾瑞咨询近期对外发布
的《中国直播教育互动行业
研究报告》中提到，作为“中
游”端的综合类平台，CCtalk
实现“上游（技术及配套服务
提供方）”与“下游（用户）”的
全产业链运作连接，发展空
间巨大。

据CCtalk总裁孔薇透露，目

前CCtalk已正式跨出语言，走向
全品类阶段，“目前CCtalk平台
上职业类项目占比全平台总
GMV 达 到 30% 以 上 ，K12 占 比
15%，文化艺术占比12%以上，整
体已经超过了50%。”

现场，在校创业的“拖鞋
哥”颜远绅在分享了一组数据：
最近30天中，其传播学考研课
程已通过CCtalk获得“过百万的
营收额”。而且，此前他需要跨
越多个网络平台完成引流、付
费、教学等动作的繁琐过程，入
驻Cctalk平台后，可以“一站式”
解决。

在CCtalk上，他的新传考研

答题班的售价为4000元，而同
样的课程在同类平台上的最高
售价不超过200元，客单价提升
了超过20倍。

据了解，截至目前，CCtalk
已全面覆盖Android/iOS、iPad、
PC和MAC平台，超过3万名老师
和数千家优质内容和教学机构
入驻，产生课程85万节，累计服
务用户超过1000万名。

“CCtalk更像教育界的‘淘
宝’。”CCtalk CEO陆坚表示，“不
同的是，我们既是一个交易平
台，又兼有在线教学的平台功
能。所有在CCtalk上售卖的课
程，也都是在CCtalk上完成的。”

七夕礼物
现“新三件”

刚刚过去的七夕节，你朋友
圈有没有被“谁的男友最有钱”
大赛刷屏？不过，随着消费观念
的变化，礼物可以贵，却不必很
有钱。

据专业分期购物商城分期
乐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夕节
前 1 周，日百商品订单量比平
日大增 6 成左右，销量排名前
10 的单品主要集中在美妆护
肤、珠宝首饰、名表3大类，其中
珠宝首饰和名表销量上升均十
分明显。

“珠宝首饰近期的销量大概
是平日的3倍，创下历史新高。”
分期乐商城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珠宝首饰等轻奢商
品由于价格相对高，一度造成年
轻人的购买压力。

“分期工具的出现，极大地
释放了用户的消费潜力，降低了
享受品质生活的门槛。”乐信集
团副总裁刘方表示，从过去的鲜
花、巧克力、首饰“老三件”到如
今的美妆、珠宝、名表“新三件”，

“分期买”正成为如今年轻人送
礼的新风尚。 青年报 王霞

康师傅半年报
营收与净利双增长

近日，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公布了 2017 年上半年财务报
告。财报显示：2017年上半年，
公司收益同比上升 4.2%，达到
285.68亿元人民币。公司股东
应占溢利同比上升 54.59%至
7.002 亿人民币。2017 年上半
年实现收益和股东应占溢利双
指标增长，方便面事业与饮品事
业整体收益与利润也均呈正增
长。作为国内方便面和饮品行
业的领军企业，康师傅提交的财
务数据可谓是给整个行业打了
一针强心剂。

康师傅在报告中指出，公
司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在方便
面业务上，一方面推进经典回
归策略，另一方面推出高端系
列产品，攻占市场消费升级所
辐射的中产阶级消费受众，以
熬制高汤系列和创新新品稳步
提升高端面市占。黑白胡椒、
金汤匠汤系列、锅煮拉面、DIY
面丰富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
喜好。

据悉，2017 年上半年，康
师傅方便面营业额同比成长
1.75%，虽然面临原材料成本
上升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但
因其良好的成本管控和中高
端新品的持续贡献，上半年股
东应占溢利同比上扬 33.54%
至 5.32 亿元人民币。第二季
度 净 利 润 同 比 上 升 72.65% 。
根据尼尔森最新市场占率数
据，康师傅方便面 2017 上半
年与去年同期相比，销量市场
占有率达到 44.2%，稳居市场
领导地位。 青年报 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