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那时时装装部部电电话话就就很很牛牛，，现现在在人人人人有有手手机机
30年来烟台通讯业已与国际接轨，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谈起通讯业，40岁以上的人们想必都

有一肚子话要说。从最早普通家庭装不起
电话，到大哥大、手机成为一种身份的象
征，再到人人手里都有手机，手机不再是
某个人、某些人的特权。

30年来，烟台的通讯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终端设备、通讯技术、交换机
和基站建设到普及规模，与我国其他开放
城市的通讯业水平相比，烟台通讯业已经
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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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门程控交换机

开启数字电话时代

从上世纪初到七十年代，市民一直在
使用磁石电话，直到1971年底，烟台才有
了国产步进式自动交换机，也就是自动拨
号的电话。

“人工磁石电话是手摇的，得等好
几个小时才能接通一个电话，后来有了
步进式自动电话，1987年有了程控数字
电话。”中国移动集团烟台分公司副总
经理臧少明回忆说，当时他在招远县邮
电局任副局长一职。改革开放前，烟台
通讯业很落后，全市人均拥有电话比例
不到1%，而且当时的电话有电路少、交
换设备少、线路拥挤、接通慢、接通率低
等弊端。

程控数字交换机改变了这一切。
1 9 8 7年1 1月7日，从联邦德国西门子公
司引进的一万门程控交换机在市区开
通、投产。其中八千门装于新落成的邮
电大楼内，为市话4分局，一千门设于福
山区邮电局内，为6分局，一千门设于烟
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为7分局。至1987

年底，市区共设市内电话分局5处，交换
机总容量18620门。

程控电话的交换机是利用电子计算
机来控制的交换机，它以预先编好的程序
来控制交换机的接续动作。臧少明说，跟
原来的磁石电话、步进式电话相比，程控
电话具有接续速度快、业务功能多、效率
高、声音清晰等优点。

1988年，现任中国联通集团副总经理
的姜地从部队转业后来到邮电局工作，从
拍电报开始，见证着烟台通讯业的日新月
异。

作为较早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
烟台得到了从国家到省政府领导的重视
和资金、政策上的支持。姜地清晰地记得，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原信息产业
部部长吴基传、原邮电部部长杨泰芳等都
来烟台视察过。

程控电话开通之初，安装费、初装费
都很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固话才慢
慢走进千家万户，兴起了一股安装电话的
热潮。

“只有赚到大钱的家庭才能装得起电
话。”芝罘区的杨运青今年70岁，1992年杨
运青的爱人做肉食生意赚足了钱才安装
了家里的第一部电话。

烟台有了“大哥大”

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1987年的
广州，中国大陆有了第一部手机。5年过
后，也就是1992年12月31日，烟台开通了
第一部美国的摩托罗拉模拟移动手机，
俗称“大哥大”。

“大哥大两三万一个，跟砖头似的，
个头比较大，拿在手里比较气派，一般老
百姓买不起，成了一些有钱人的标志。”
姜地说。

1995年11月30日，瑞典的爱立信移动
电话在烟台开通，与第一代摩托罗拉“大
哥大”相比，爱立信移动电话是数字信号
的。

最早的“大哥大”手机在烟台上市
时，价格昂贵，通话费用高，市话一分钟
五六毛，烟台跨区就算是长途了，打到国
外还有额外费用，并且打电话双向收费。
很多老百姓没有用过“大哥大”，而是从
固话或寻呼机直接过渡到了小灵通或2G

手机。
2000年5月，由我国提出的第三代移

动 通 讯标 准T D - S C DM A 被 国 际 电 联
( ITU )认可，咱也有了自主产权、被国际
上广泛认可的无线通讯国际标准。

“通讯业，我敢说中国从过去落后的
状态走到了世界前列，而烟台，随着改革
开放，也走在了全国、山东地区的前列，
几乎与济南、青岛一起引进最新的技术
和产品。”臧少明对此很自豪。

烟台从3G时代步入4G时代

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发放3张3G牌照。这标志着中国
进入3G时代，烟台也迎来自己的
3G时代。

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颁发4G牌照，2014年烟台正式迎来
4G时代。

随着3G、4G时代扑面而来，高
速无线上网、手机搜索、可视电话、
手机电视……通讯技术的发展极
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从2014年4月开始，中国移动和
中国联通开始在全国20多个城市
推广4G网络，烟台是两家运营商首
批开通4G网络的全国重点城市之
一。网速得到很大提高，LET基站、
室内分布站点增加，无线覆盖面越
来越大。

通讯技术发展，通讯费用却在
降低，人们对于通讯技术带来的便
利深有体会。“现在，烟台地区每个
人月均通话费才四五十元，想都想
不到吧。”臧少明说，改革开放以
来，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就是这个
手机资费一直在降。

芝罘区的朱丽华老人今年66

岁了，1990年家里安装上第一部固
定电话，之后自己买了部寻呼机，
再后来买了小灵通和普通的手机。

“当时寻呼机成为一种热潮，许多
老百姓没有用过大哥大，那费用太
贵了，直到出现小灵通才能买得
起。”如今，朱丽华在儿子的指导
下，还学会了使用微信。

通讯业仍在迅猛地发展着，它
像一阵狂风，推拥着人们前进，在
各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大哥大两三万一个，跟
砖头似的，个头比较大，拿在
手里比较气派，一般老百姓
买不起，成了一些有钱人的
标志。”

——— 姜地

“通讯业，我敢说中国从
过去落后的状态走到了世界
前列，而烟台，随着改革开
放，也走在了全国、山东地区
的前列。”

——— 臧少明

2008年5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深化电信体
制改革的通告》，中国联通将与中国网通合
并，中国卫通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收购联通CDMA网，中国铁通并
入中国移动集团。至此，中国运营商格局形
成“三足鼎立”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烟台邮电经历了一系
列重大变革。特别是1997年以来，先后历经
邮电分营、寻呼剥离、移动分离、电信重
组、改制上市等变革，企业名称也先后历经
了烟台市邮电局、电信局、电信公司、通信
公司等变化。

1998年邮电分家，原来的烟台老邮电
局被分拆成邮政局和电信局。1 9 9 9年至
2000年，移动公司开始被分出去，并成立了
中国移动集团，紧接着在烟台成立了中国
移动烟台分公司。2004年11月，随着中国网
通在香港和纽约上市，企业更名为中国网
通 (集团 )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简称烟
台网通。

2008年10月15日，原中国网通、中国联
通正式合并，成立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原烟台网通、烟
台联通也于2008年11月合并重组为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

数读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是总收入中扣除应缴纳的

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以后的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被认为是消费开
支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和通讯占重要一环。

30年来，烟台市民手中的通讯工具从发电报、寻呼机、大哥大一直到手机，如今苹
果手机已经成了街机，烟台人腰包鼓起来了，从通讯工具的变化可见一斑。

“三足鼎立”格局

1987年11月6日，大海阳路新建的烟台
邮电大楼营业厅正式开业。

1987年11月7日，烟台电信枢纽工程中
的数字程控交换系统正式开通投产，芝罘
区和福山区内的程控市内长途电话交换
设备首先开通使用。

1989年，烟台有了寻呼机，起初是显
示数字的，两三年后出现了显示汉字的寻
呼机，是固定月租费，费用非常高。

1992年12月，烟台开通了第一部美国
的摩托罗拉模拟移动手机，俗称“大哥
大”，价格昂贵，双向收费。

1995年11月30日，瑞典的爱立信移动

电话在烟台开通，这是数字信号的。
2000年以后，小灵通在烟台上市。
2001年12月31日，我国关闭了模拟移

动网络，之后烟台开始以GSM为技术标准
的第二代手机时代。

2002年，GPRS数据传输业务在烟台地
区开始推广。

200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
三张3G牌照，之后烟台开始跨入无线通信
的3G时代。

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
颁发4G牌照，2014年烟台正式迎来4G时
代。

烟台通讯业大事记

本报记者 张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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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烟台通讯业的
过去，早期电话是手摇式
的、磁石的，有时需要等
几个小时才能等来一个
电话。后来的程控电话、
大哥大，费用昂贵，五六
毛一分钟的通话费用让
一般老百姓承受不起。如
今，烟台已步入4G时代，
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方式。

··今今日日烟烟台台

编辑：满凤雷 美编/组版：孙雪娇

老卫星电话

1987

年

当年的烟台邮电大楼已经更名为烟
台联通大楼。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1992

年

休休闲闲文文化化是是休休闲闲城城市市的的灵灵魂魂,,烟烟台台

天天生生具具有有休休闲闲城城市市的的文文化化气气质质。。22001111年年

1100月月1166日日，，““22001111中中国国休休闲闲城城市市发发展展综综

合合评评价价””成成果果发发布布，，烟烟台台成成为为学学者者和和网网

友友眼眼中中最最好好客客的的休休闲闲城城市市，，荣荣膺膺““最最好好

客客休休闲闲城城市市””称称号号。。此此次次活活动动由由国国家家旅旅

游游局局主主持持，，是是一一场场由由业业界界专专家家和和网网友友共共

同同投投票票的的海海选选。。

▲烟台邮电大楼1987年3月落成，位于芝
罘区南大街和大海阳路交叉口。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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