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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5G 重大事件及点评： 

【华为发布“极简 5G”建设策略】华为在伦敦举办 2019 世界移动大会预沟通会，会上华为发布“极简 5G”建设

策略，从网络极简、自动化、商业极简三个方面，建议无线网络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站点部署上，华为 Super Blade Site 解决方案，打破了传统站点占地面积大、租金高、能耗高、运维复杂的建站

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站点资源并提高站点的部署效率。通过全室外模块化设计，让 5G 时代建站变得更加简单。通

过把站点简化为“零”，减少运营商对基础资源依赖，快速 5G 建站的同时大幅度降低站点 TCO。 

点评：5G 时代面临 2G/3G/4G/5G 多制式共存，网络复杂，运维成本高等问题，因此，需要将基础的语音、IoT、

数据业务重点迁移到 LTE 网络，使 LTE 成为基础业务承载。未来沿着 LTE+NR 的目标网进行网络建设，可快速部

署 5G 的同时大幅降低成本。 

根据华为最新发布的 5G 基站来看，其体积比传统基站更加轻巧，部署更加方便。华为站在帮助运营商更好更快部

署 5G 的思路，技术产品领先，“用户思维”将让其成为全球 5G 建设的重要力量，华为有望在 5G 时代全球市占率

更上一个台阶。 

图 1：华为无线网络首席营销官周跃峰发表主题演讲  图 2：CNN 民意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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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 民意调查：61%美国群众认为打压华为是政治原因】CNN 电视台 Quest Means Business 节目官方推特昨

日播出了最新的调查结果：61%美国群众认为美国打压华为是政治原因。仅 24%的群众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13%

群众认为是商业原因。 

点评：中美贸易战谈判期间，美国以安全为由呼吁西方国家抵制华为设备，此后相应者较多，而近阶段明确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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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限制华为设备的声音开始多起来，华为与全球各国共建 5G 的订单数也远远领先竞争对手，我们认为，华为由于

其技术领先性和极高的性价比，将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依赖其建设 5G 网络，这次的风波或逐渐平息。 

全球 5G 行业动态： 

 西班牙沃达丰实现首次 5G 标准通话 

今天，西班牙沃达丰成为了全球首个通过 5G 手机实现 5G 标准通话的运营商。沃达丰成功利用即将投入商业运营

的 3GPP NSA（非独立组网）技术标准，将第一批智能手机接入了其在巴塞罗那市中心部署的 5G 网络。 

沃达丰成功提供了多种服务，包括西班牙记者们使用华为终端通过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商用网络实现了多次视

频通话。在移动测试中，下载速度最高达到 1.7Gbps。 

国内 5G 行业动态： 

 中国电信 1 月份净增 4G 用户 494 万 累计用户达 2.47 亿 

国电信近期公布了 2019 年 1 月份运营数据，当月中国电信净增移动用户 426 万户，移动用户累计达 3.0726 亿户；

当月 4G 用户净增 494 万户，累计用户数达 2.4737 亿户。固网业务方面，有线宽带用户净增 73 万户，累计达 1.4652

亿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中国电信光纤宽带(FTTH)用户数达到约 1.4066 亿户，2018 年净增约 1449 万户。截

至 2019 年 1 月底，公司及公司的母公司的有线宽带用户总数合计为 1.72 亿户。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中国电信

本地固话用户减少 15 万户，累计为 1.1633 亿户。 

 中国联通将重磅召开“5G MEC 边缘云商用加速计划”发布会 

在本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2019）期间，中国联通将隆重召开“MEC 边缘云商用加速计划”发布会，以“构

建边缘智能生态，赋能 5G 数字转型”为主题，向全球产业界传递联通 MEC 边缘云战略布局及商用计划，携手合作

伙伴共建 5G 生态。中国联通将携手华为和 INTEL 等联合展示三大商用落地创新成果“5G 边缘云赋能智能驾驶”、

“CUBE-EDGE 平台助力 5G 新媒体及 AI 应用”和“基于 5G MEC 的云游戏体验增强”。 

 中兴通讯发布首款 5G 前传 200G 室外 OTN 新品 

中兴通讯发布业界首款 5G 前传 200G 室外 OTN 新品 ZXMP M721 OD62。该产品可应用于城域边缘层，具有体积

小、易安装、易维护和高可靠等特性。中兴通讯 ZXMP M721 OD62 支持 200G 线路带宽，满足用户大容量需求。

该新品应用 Flex-O 技术，端到端时延小于 1 微秒；并支持 SDH / Ethernet / CPRI / eCPRI 等多种业务接入类型，

满足多样化场景需求。 

截至目前，中兴通讯全球光网络应用案例超过 400 个，建设的网络光纤总长度达到 40 万公里以上。根据国际著名

咨询公司 OVUM 最新发布的市场份额数据，中兴通讯光交换市场份额排名稳居全球前二，Access WDM 波分接入

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一。 

 华为云全球化再进一步，新加坡大区正式开服 

2 月 20 日，华为云宣布，其新加坡大区(Region)正式开服。该大区立足新加坡，面向亚太区提供全栈云平台及 AI

能力。据计划，新加坡大区将成为华为云资源规模最大的海外大区之一。华为云计划在新加坡大区构建先进的 AI

能力，落地华为云的创新技术方案和成果，裨益亚太地区众多初创公司及各大产业，推动实现“用得起、用得好、

用得放心”的普惠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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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行情回顾： 

【板块每日涨跌】今日上证综指下跌 0.34%，深证成指下跌 0.2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00%，标普 500 指数上涨

0.18%，申万通信板块上涨 2.03%，显著跑赢市场，Wind 5G 概念指数今日上涨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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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有明显的细分领域板块性表现，行业整体跑赢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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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通科技 10.07   深信服 -0.82  中新赛克 -1.72  

春兴精工 10.06   麦捷科技 6.41  中海达 -2.15  

汇源通信 10.05   拓邦股份 -1.38  烽火通信 3.06  

硕贝德 10.02   光环新网 -1.21  海格通信 -0.91  

会畅通讯 10.02   中天科技 0.74  中国联通 -0.69  

东方通信 9.99   日海智能 7.15  华测导航 -3.71  

路通视信 9.99   天源迪科 -1.39  佳都科技 -0.34  

欣天科技 9.99   中际旭创 6.94  宜通世纪 -1.95  

南京熊猫 9.97   亨通光电 1.54  高新兴 0.26  

特发信息 9.96   星网锐捷 0.68  中兴通讯 5.46  

亿通科技 10.07   亿联网络 2.20  大富科技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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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联网络、中新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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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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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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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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1 

中新赛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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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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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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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通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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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通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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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维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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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通视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6,406,607.46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51,880.54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6.52% 

【东方通信】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东方通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征询函的回复：公司不存在关于上市

公司应披露未披露事宜 

【新易盛】公司拟与南京俱成投资等共同出资设立南京俱成秋实股权投资基金。基金规模 11 亿元，普通合伙人的出

资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南京俱成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

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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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