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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5G 重大事件及点评： 

【巴展将近，5G 技术悉数登场】作为全球移动通信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布场所和风向标，每年的 MWC 世界移动通

信大会都因其带来的未来产业发展走向而备受业界瞩目。2019 年是全球 5G 元年，本届大会更是设置了 Connectivity

的主题板块，助推 5G 成为大会最受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 

据了解，中国联通将与 5G 终端产业链众多合作伙伴，携 5G 手机等一系列重磅创新终端参加“MWC19”，并联合

举办多场发布会，同时与西班牙电信等国际运营商开展 5G 和 eSIM 全球化合作； 

中国电信将联合 Intel、H3C 在 2019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首次展示完整的基于开放无线接入网（O-RAN）

概念的 5G 白盒化室内小基站原型机。这是 5G 技术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有利于快速推动白盒化基站技术在 5G

的正式商用进程。 

点评：三大运营商与中兴华为等都将于本届的巴塞罗那通信展上展示最先进的 5G 技术，值得期待。在本届巴展后，

相关终端产品有望逐步商业化，5G 大规模商用即将开启，民众将逐步接触到 5G 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图 1：中国联通 5G 行业终端联合创新实验室  图 2：爱立信发布 5G 相关产品 

 

 

 

资料来源：C114、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归纳整理  资料来源：C114、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归纳整理 

【爱立信宣称已获 10 份 5G 商用合同】爱立信称，其与运营商们签署了 10 份商业协议，4 家在美国、4 家在欧洲、

2 家在亚太。然而，华为在 2018 年底的新年消息中称，到目前为止它已与移动运营商签订了 26 份 5G 商用合同。 

点评：爱立信最近大单消息频出，采取非常激进的策略攻占市场，力图在 5G 时代获得更大的份额，效果显著。另

一方面，华为受到各方面处于安全因素考虑的抵制，但仍不改其作为全球设备龙头的地位，未来爱立信与华为将成

为最主要的两股竞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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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5G 行业动态： 

 马来西亚 CTS 携手华为打造全光综合业务承载网 

近日，马来西亚 CTS 与华为宣布将共同建设面向未来的全新一代综合业务承载网。该网络将覆盖超过 40 个重要业

务节点，通过全光高速互联，向客户提供大连接、低时延、高可靠的传输资源，并同步推进网络智能化升级，以应

对数字化转型及云互联时代新业务发展带来的中长期挑战。 

 诺基亚携手沙特 Zain 开展 4.9G 试验 

诺基亚宣布携手 Zain KSA 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市 2.6 GHz TD-LTE 网络中开展 massive MIMO 试验。双方将通过诺

基亚 5G 就绪的 AirScale massive MIMO 天线完成 4.9G 呼叫测试，以提升网络容量并实现 700Mbps+的单用户传输

速率，从而支持用户畅享零缓冲极速宽带应用。 

 德国可能允许华为参与 5G 网络  

德国内政部本周二告诉 CNBC，德国尚未准备好将华为从其 5G 网络建设中排除，并可能修改其法律，从而使潜在

的信赖度较低的制造商仍能提供设备。 

 诺基亚推出认知协作中心，助力运营商设计 5G 网络 

诺基亚宣布推出认知协作中心网络。这些数据科学中心将进一步促进诺基亚、运营商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共同开

发创新人工智能用例。驾驶员行为分析（Driver Behavior Analytics）是其中的一个用例，通过实时分析驾驶员行为

和道路状况来改善道路安全。认知协作中心的开发基于诺基亚 AVA 认知服务平台，可助力运营商快速向市场推出服

务，并提高在数据分析方面的投资回报率。 

 

国内 5G 行业动态： 

 中国移动 1 月 4G 客户净增 426.7 万户 有线宽带净增 485.4 万户 

中国移动公布 2019 年 1 月份运营数据，移动业务方面，中国移动 1 月用户累计达 9.2748 亿户，本月净增 241.1 万

户。其中，4G 用户累计达 7.16917 亿户，4G 用户本月净增数 426.7 万户。有线业务方面，中国移动有线宽带用户

累计达 1.61544 亿户，有线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 485.4 万户。 

 中国联通 1 月 4G 用户净增 291.4 万户 累计达 2.23 亿户 

中国联通昨日公布了 2019 年 1 月运营数据，移动业务方面，中国联通 1 月移动出账用户累计达 3.17799 亿户，移

动出账用户本月净增数 276.3 万户。其中，4G 用户累计达 2.22839 亿户，4G 用户本月净增数 291.4 万户。固网业

务方面，中国联通固网宽带用户累计达 8150.7 万户，固网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 62.7 万户；本地电话用户累计达

5552.4 万户，本地电话用户本月净减少 37.5 万户。。 

 中兴通讯携手深圳联通完成业界首个端到端 IPRAN2.0 现网试点 

近日，中兴通讯携手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完成业界首个端到端 IPRAN2.0 现网试点。作为中国联通 5G 承载的核心

方案，IPRAN2.0 方案历经两个多月的现网严格测试，重点验证了业务配置部署、业务保护及恢复等能力，测试结

果表明了 IPRAN2.0 技术已经具备商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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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行情回顾： 

【板块每日涨跌】今日上证综指上涨 0.20%，深证成指上涨 0.3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19%，标普 500 指数上涨

0.15%，申万通信板块上涨 0.51%，Wind 5G 概念指数今日上涨 1.12%。 

图 3：板块与市场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归纳整理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如下左表所示，其中以北斗板块公司为主。 

表 1：涨幅居前个股  表 2：重点覆盖公司涨跌幅 

公司 涨幅%  公司 涨幅% 公司 涨幅% 

路通视信 10.02   深信服 0.01  中新赛克 -0.53  

硕贝德 10.02   麦捷科技 2.88  中海达 -2.34  

金信诺 10.01   拓邦股份 -1.36  烽火通信 -0.79  

东方通信 9.99   光环新网 -0.38  海格通信 -2.54  

波导股份 9.97   中天科技 -0.73  中国联通 1.22  

永鼎股份 6.50   日海智能 -1.54  华测导航 1.78  

淳中科技 6.22   天源迪科 -1.30  佳都科技 -1.34  

宜通世纪 6.03   中际旭创 -1.27  宜通世纪 6.03  

新易盛 5.64   亨通光电 -0.50  高新兴 2.35  

盛路通信 5.45   星网锐捷 2.66  中兴通讯 -0.25  

*ST 大唐 5.05   亿联网络 -1.40  大富科技 1.72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重点覆盖股票涨跌幅】 重点覆盖公司涨跌幅如上右表所示，其中，本周重点【推荐组合】：大富科技、中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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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联网络、中新赛克 

表 3：本周组合推荐逻辑   

公司 本周涨幅 推荐逻辑 PE（Y2019） PE（Y2020） 

大富科技 22.98% 

5G 时代滤波器细分领域弹性大，公司是 5G 滤波器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公司目前逐步剥离非核心资产，

随着介质波导滤波器或批量出货带来规模效应，公司盈利能力有望大幅改善。此外，大股东个人问题

及高管激励或迎来转机。考虑到在手 25 亿定增资金没用，目前市值对应 2019/2020 2 亿/3 亿（相对

保守预测）估值 30/20 倍 

41 27 

中兴通讯 4.35% 

利空出尽，逐步走出阴霾。国内 5G 产业整体进程符合预期，公司作为 5G 先锋，在各项测试和订单

获取中处于领先位置。参考我们对公司各项资产及负债的评估，公司净资产预估值在 745 亿左右，目

前价位安全边际较高。考虑到公司在 5G 领域的深远布局和竞争实力，管理机制改善，未来在 5G 发

展潮流中仍是重要的受益者，业绩有望恢复性高增长 

24 20 

中新赛克 2.78% 
公司是网络可视化领域龙头，目前在手订单充足，业绩增长确定性强。随着流量急剧增长倒逼骨干网

扩容，以及移动网络向 5G 升级，公司产品升级换代需求强烈，想象空间巨大 
35 24 

亿联网络 0.74% 

公司是 SIP 电话业务国内龙头，在国外凭借着高性价比优势、多年的品牌积累、运营商认证，未来几

年依然能保持快速增长，有望超越 Polycom。此外，公司新产品 VCS 翻倍增长，开启“云+端”浩瀚

市场，是公司业绩中长期增长的发力点。公司目前现金充裕，资产负债率不足 5%，每季度现金流表

现稳定，资产周转效率较高。 

24 20 

资料来源：Wind、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整理   

 

 

上市公司公告 

【奥维通信】发布业绩预告：2018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24,854.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0.6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为-12,996.6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60.02%。 

【宜通世纪】发布业绩预告：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678.81 万元，同比下降 1.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97,600.53 万元，同比下降 954.21%。 

【吴通控股】发布业绩预告：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04,142.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8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364.7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20.24%。 

【邦讯技术】发布业绩预告：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7,226.8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4.4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102.3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9.84%。 

【光迅科技】发布业绩预告：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 49.28 亿，同比增长 8.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

亿，同比增长 0.84%。 

 

 

 风险提示 

5G 发展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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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通信行业 2019 年 2 月投资策略：5G 商用提速，精选优质个股》 ——2019-02-13 

《通信行业专题：5G 现阶段展望及阶段看法》 ——2019-01-22 

《行业重大事件快评：美国制裁其他国家利益实体案例盘点》 ——2019-01-21 

《车联网行业专题：车联网行业电话会议纪要》 ——2019-01-21 

《行业重大事件快评：调研纪要：5G 渐进，京信通信业绩弹性大》 ——2019-01-07 
 

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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