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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苗部长表示将发放 5G 临时牌照 

事件：工信部苗圩部长表示，今年我国将进行 5G 商业推广，一些地区将发
放 5G 临时牌照，下半年还将用上诸如 5G 手机、5G iPad 等商品。点评： 

1、5G 临时牌照是对 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2018 年
12 月 21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加快 5G 商用步伐”，距离
会议结束不到 1 个月，并且工信部去年 12 月刚发放 5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
此次苗部长又明确提出将发放 5G 临时商用牌照，进行 5G 商业推广，是对
经济工作会议关于 5G 的响应，也是市场对预商用牌照预期的落地。我们认
为，5G 是新一代科技浪潮的开始&新经济引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国
家意志和市场需求高度结合的产业，未来将加速商用。 

2、复盘 3G、4G 预商用—>正式商用，预计 5G 正式商用牌照有望在
2019Q3-2020Q1 发放。 

a）中移动获得 3G 试商用——>正式商用牌照（间隔 4-5 个月） 

2008 年 8 月，工信部批准中移动 3G TD-SCDMA 网络开展试商用； 

2009 年 1 月 7 日，工信部给三大运营商发放正式 3G 商用牌照； 

b）中国移动从推出 4G TD-LTE 试商用业务到获正式 4G TD 牌照（间隔 10
个月） 

中国移动 2013 年 2 月 2 日，在浙江推出 TD-LTE 4G 试商用业务 

2013 年 12 月 4 日，发放 TD-LTE 4G 正式商用牌照 

c）电信和联通 4G FDD-LTE 试商用到正式商用牌照（间隔 8 个月） 

2014 年 6 月 27 日：电信和联通获 FDD-LTE 4G 试商用牌照，允许在内地 16
个城市开展 FDD 和 TD-LTE 的融合组网试验并提供相应 4G 服务。 

2015 年 2 月 27 日：电信和联通获 FDD-LTE 4G 正式商用牌照 

我们认为在 2018 年-2019 年的大环境下，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去杠杆、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5G 作为新经济的“新高铁”，
同时更是新科技浪潮的基础，我国将会持续加快 5G 网络建设商用速度。参
考 3G、4G 牌照发放节奏，结合产业链成熟度，我们预计 5G 正式商用牌照
有望在 2019Q3~2020Q1 发放。 

3、投资建议：我们判断认为，发放 5G 临时商用牌照，是对经济工作会议
关于 5G 的响应，也是市场对预商用牌照预期的落地，短期 5G 震荡向上，
5G 长期看好，5G 产业链中具备核心竞争力以及高弹性子领域的公司在未
来三年有望走出持续行情。 

（1）主设备商：壁垒最高，竞争格局稳定，规模大，受益直接。重点推荐：
中兴通讯、烽火通信； 

（2）天馈射频：作为基站上游，量（5G 覆盖基站数量增加）+价（高频和
多通道等技术提升价值）共同驱动，弹性大，建议关注—PCB：沪电股份（通
信和电子联合覆盖）、深南电路，天线（通宇通讯、京信通信、东山精密、
鸿博股份），滤波器（武汉凡谷、世嘉科技、大富科技）； 

（3）光器件/光模块：作为光通信上游，流量持续高增+5G 弹性驱动行业
持续景气，建议关注—中际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光迅科技、博创科
技； 

（4）小基站：小基站高频覆盖，从 0 到 1 大的跨越，建议关注—三维通信、
华体科技（智慧灯杆）、京信通信、日海智能、创意信息、邦讯技术； 

（5）基础设施配套：5G 时代铁塔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受益 5G 资源共享、
业务方式多元化和 5G 基站机房的相关配套设备需求增多，建议关注——中
国铁塔、三维通信、华体科技、英维克、中恒电气、佳力图、动力源等；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摩擦、5G 建设进度低于预期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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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19-01-10 评级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000063.SZ 中兴通讯 20.07 买入 1.09 -1.55 1.29 1.62 18.41 -12.95 15.56 12.39 

600498.SH 烽火通信 28.78 买入 0.74 0.84 1.03 1.35 38.89 34.26 27.94 21.32 

002115.SZ 三维通信 11.25 增持 0.09 0.43 0.61 0.84 125.00 26.16 18.44 13.39 

002463.SZ 沪电股份 7.71 买入 0.12 0.35 0.42 0.55 64.25 22.03 18.36 14.02 

603679.SH 华体科技 22.83 买入 0.52 0.90 1.50 2.15 43.90 25.37 15.22 10.62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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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

所有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

的具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

属机构（以下统称“天风证券”）。未经天风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

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天风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天风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天风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

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天风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

考，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

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

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天风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

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天风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天风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

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天风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天风证券的

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天风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

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天风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

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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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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