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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维持） 5G 提前发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关注 5G

基建龙头标的 

 

 本周行情回顾。本周通信行业受 5G 发牌影响先扬后抑，周一午间工信部宣布
“5G 将于近期发牌”的消息后，通信指数一路上扬。5 日晚间传出消息“6 日
盘前发放 5G 牌照”，6 日开盘通信指数低开低走，市场受利好兑现情绪情况
一路下行。整周通信行业（-0.66%）大幅跑赢沪深 300（-1.79%），4G 指数、
5G 指数领跑市场，设备龙头中兴通讯（3.55%）烽火通信（5.06%），运营商
中国联通（2.52%）均不同程度上涨，光纤光缆行业仍然表现疲软。 

 行业数据更新。网络方面，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8 日，全球共有 17 家运营商在
10 个国家和地区宣布 5G 正式商用，他们是 AT&T（美国）、EE（英国）、
Elisa（芬兰）、Elisa（爱沙尼亚）、Etisalat（阿联酋）、KT（韩国）、LG U+

（韩国）、Ooredoo(卡塔尔)、Optus（澳大利亚）、SKT（韩国）、Sprint（美
国）、Sunrise（瑞士）、Swisscom（瑞士）、Telstra（澳大利亚）、Verizon

（美国）、Vodacom（莱索托）、Vodafone（卡塔尔）。最新宣布商用的是英
国的 EE 以及美国的 Sprint。国内方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
国广电已经获发 5G 牌照，已获得商用资格，预计最早一批将于 8-9 月宣布正
式商用。终端方面，截至 6 月 8 日，全球终端厂商共宣布了约 68 款 5G 终端
（包括发布但尚未上市），其中手机 20 款、各式 CPE19 款，其他类型终端（热
点、物联网节点、笔记本、平板等）共 29 款。目前已公布的机型将在 2019

年年中至下半年集中发售。终端芯片主要来自 5 家供应商：华为、三星、Intel、
Qualcomm 和 MTK。 

 行业重点新闻梳理及点评。工信部正式发放 5G 牌照 中国广电入围。2019 年
年初市场对于 5G 商用牌照的发放预期在三季度末，而受国际外围事件影响，
5G 牌照提前发放，表明了政府对于 5G 在未来科技行业所起引领作用的重视
和落实中央经济会议“加速 5G 商用”的决心。目前运营商省公司仍在紧锣密
鼓的进行试验网建设，部分进度较快省份已经完成先期规划的一半以上。预计
5G 牌照正式发放以后，各运营商网络建设将进一步提速，设备商向上游零部
件供应商的拉货也将进一步加速，整个 5G 基建板块受益 5G 加速，2019 年业
绩有望增厚。 

 本周讨论：共建共享对运营商和设备商影响几何？运营商共建共享在 3G/4G

的欧洲早已有之，5G 阶段日韩加入尝试。我国也在讨论可行性，可能性最大
的操作手法是电信和联通在郊区、农村、山区共建共享。如果按上述方式实施
共建共享，郊区、农村、山区可节约的基站数不足全国范围的 1/10。共建共享
不会对设备商产生较大影响，因为运营商大概率会将在郊区省下的资本开支补
足到城镇，不影响整体资本开支。共建共享对于弱势运营商一方是利好，因为
可以借此缩小网络上的差距，专心在网络两端——用户和创新业务领域加强竞
争力。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5G 牌照提前发放对国内加速 5G 部署起到关键作用，
牌照发放超预期带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超预期，5G 基建板块受益确定性
较大。标的方面，我们建议关注网络设备龙头中兴通讯（000063.SZ）和光设
备龙头烽火通信（600498.SH）,5G 牌照超预期发放促使两个细分行业龙头 2019

年业绩增厚，整个 5G 周期业绩向前平移，并可能受益后续建设规模的加大；
IDC 板块建议关注光环新网（300383.SZ），REITs 逐步落地推动科技地产龙
头进入规模扩张新时代；上游天线射频建议关注通宇通讯（002792.SZ），进
入爱立信产业链，受益爱立信在整个 5G 周期复苏。 

 风险提示：贸易战加剧；美国对于华为制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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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通信行业受 5G 发牌刺激先扬后抑，周一午间传出“5G 将于近期发牌”的消息后，通信指数甩开沪深 300

震荡上行，市场预期将于端午节前正式发放 5G 牌照。5 日晚间传出多方消息验证 6 日盘前将会正式发牌。6 日通信

板块低开低走，市场受利好兑现情绪影响一路下行，本周前期涨幅较大的权重股纷纷回吐涨幅。本周通信指数（-0.66%）

大幅跑赢沪深 300 指数（-1.79%），但是 6 号大幅下挫说明市场正在宣泄利好兑现的情绪。 

板块方面，5G 指数（0.6%）和 4G 指数（-0.69%）领跑市场，华为概念指数（-4.52%）、物联网指数（-5.26%）

大幅跑输市场。 

图表 1  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创证券 

个股方面，设备龙头中兴通讯（3.55%）、烽火通信（5.06%），运营商中国联通（2.52%）均受 5G 发牌利好影

响录得正收益；长飞光纤（-2.23）、中天科技（0.45）涨跌互现，亨通光电（0.00%）本周停牌。 

二、行业数据更新 

网络 

截止到 2019 年 6 月 8 日，全球共有 17 家运营商在 10 个国家和地区宣布 5G 正式商用，他们是 AT&T（美国）、

EE（英国）、Elisa（芬兰）、Elisa（爱沙尼亚）、Etisalat（阿联酋）、KT（韩国）、LG U+（韩国）、Ooredoo(卡

塔尔)、Optus（澳大利亚）、SKT（韩国）、Sprint（美国）、Sunrise（瑞士）、Swisscom（瑞士）、Telstra（澳大

利亚）、Verizon（美国）、Vodacom（莱索托）、Vodafone（卡塔尔）。最新宣布商用的是 EE 在英国以及 Sprint

在美国。国内，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已经获发 5G 牌照，已获得商用资格，预计最早一批将

于 8-9 月宣布正式商用。 

此外，全球范围内还有 45 个运营商目前处于建网测试中，超过 120 家运营商处于 5G 前期技术验证和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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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全球已经部署 5G 网络及发放牌照国家  图表 3  全球 5G 网络部署计划 

 

 

 

资料来源：GSA，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GSA，华创证券 

国内方面，5G 牌照刚刚下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宣布年底前将在 40 座城市完成 5G 网络初步部署，中国电信

目前公布的城市数为 17 座。 

图表 4  运营商公布首批 5G 城市名单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物联网方面，目前全球应用最广的制式为 NB-IoT 和 LTE-M，两者均为基于 LTE 的物联网制式。中国、印度、

英国主要支持 NB-IoT 制式，墨西哥、阿根廷主要支持 LTE-M 制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两种均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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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全球物联网标准分布 

 

资料来源：GSA，华创证券 

终端 

截至 6 月 8 日，全球终端厂商共宣布了约 68 款 5G 终端（包括发布但尚未上市），其中手机 20 款、各式 CPE19

款，其他类型终端（热点、物联网节点、笔记本、平板等）共 29 款。手机终端中，包括华为 Mate X、Mate 20x 5G、

中兴 Axon10 Pro 5G、努比亚 Mini 5G、OPPO Find X 5G、Reno 5G、Vivo NEX S 5G、Apex2019、小米 Mi Mix 3 5G、

三星 Galaxy Fold 5G、Galaxy Note 10、Galaxy S10 5G 等多款机型。目前已公布的机型将在 2019 年年中至下半年集

中发售。终端芯片主要来自 5 家供应商：华为、三星、Intel、Qualcomm 和 MTK。其中华为 Balong 5000 支持 SA&NSA，

而其他大部分厂商目前采用的高通 X50 仅支持 NSA，高通 5G 旗舰 X55 仍处于测试阶段，相信会有搭载 X55 的终端

在今年年底前发售。 

图表 6  5G 终端一览（本表只含手机终端） 

供货商 终端名称 样式 芯片 5G 频段支持 发售或预计发售日期 备注 

Huawei Mate X Phone Balong 5000 Sub-6 GHz July 2019 可折叠，支持

LTE、NSA&SA 

Huawei Mate 20x 5G Phone Balong 5000 / June 2019 / 

Lenovo Z6 Pro (China 5G 

variant)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modem 

/ June 2019 / 

LG V50 ThinQ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modem 

/ Available from May 2019 

Switzerland and USA 

2G, 3G, LTE-A 

and 

5G NR; 1.7 

Gbps DL 

LG V50 ThinQ Dual 

Screen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modem 

/ Available from May 2019 3G, LTE-A and 

5G NR 

Nubia Mini 5G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0 

platform with X50 modem 

/ Available for pre- order in 

China 

/ 

OnePlus OnePlus 7Pro 5G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5G 

modem 

Sub-6 GHz Available from May 2019 / 

Oppo Find X 5G Prototype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No data Commercialisation plans 原型机在 M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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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商 终端名称 样式 芯片 5G 频段支持 发售或预计发售日期 备注 

phone with X50 5G modem uncertain 展示过 

Oppo Reno 5G Phone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Sub-6 GHz Available from May 2019 支持 LTE&5G 

Royole Flexpai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X55 

modem 

/ 5G version announced, but 

not yet available 

需要软件升级

才能支持 5G 

Samsung Galaxy Fold 5G Phone / / Original release date April 

2019. Delayed, possibly to 

June 2019 

/ 

Samsung Galaxy Note 10 Phone / / 2019 / 

Samsung Galaxy S10 5G 

(North America) 

Phone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5G 

modem 

Sub-6 GHz 

and mmWave 

Available for pre-order on 

Verizon, shipping to 

customers in May 2019. 

Other carriers from 

‘summer’ 2019 

支 持

2G/3G/4G/5G 

NSA 

Samsung Galaxy S10 5G 

(Europe and Asia) 

Phone Samsung Exynos 5100 Sub-6 GHz 

and mmWave 

April 2019 (South Korea) 

May 2019 

(Australia) 

July 2019 (Switzerland) 

Summer 2019 

制式下行2Gbps

和 上 行

150Mbps 

Sony Xperia 5G (exact 

name to be 

confirmed)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modem 

mmWave No data 原型机在 MWC

展示过 

TCL Alcatel 7 5G Phone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modem 

/ Late 2019, early 

2020 

/ 

Vivo Apex 2019 Prototype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 Commercialisation plans 

uncertain 

/ 

Vivo NEX S 5G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and X50 

modem 

/ Mid 2019 2G, 3G, 4G and 

5G 

Xiaomi Mi Mix 3 5G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5G 

modem 

Sub-6 Ghz May 2019 2G, 3G, 4G and 

5G; 支持2Gbps

下行速度 

ZTE Axon 10 Pro 5G Phone Qualcomm Snapdragon 855 

platform with X50 5G 

modem 

Sub-6 Ghz Available. Launched May 

2019. 

2G, 3G, 4G and 

5G; 

资料来源：GSA，华创证券 

 

 

 

 

 

 

 



 

通信行业周报（20190603-20190606）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8  

 

三、行业重点新闻梳理及点评 

5G 

新闻-《工信部正式发放 5G 牌照 中国广电入围》 C114 讯 6 月 6 日消息（岳明）今天上午，工信部向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C114 通信网） 

简评： 

5G 牌照正式发放，5G 商用提前到来。2019 年年初市场对于 5G 商用牌照的发放预期在三季度末，而受国际外

围事件影响，5G 牌照提前发放，表明了政府对于 5G 在未来科技行业所起引领作用的重视和落实中央经济会议“加

速 5G 商用”的决心。目前运营商省公司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试验网建设，部分进度较快省份已经完成先期规划的

一半以上。预计 5G 牌照正式发放以后，各运营商网络建设将进一步提速，设备商向上游零部件供应商的拉货也将

进一步加速，整个 5G 基建板块受益 5G 加速，2019 年业绩有望增厚。 

另一方面，中国广电获得 5G 牌照在预期之中。去年 11 月底，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聂辰席公

开宣布广电“正在申请 5G 牌照”。我们认为，广电虽拿到 5G 牌照，发力点应该在政企业务、智慧城市等政企公用

领域，局部地区发展高清电视等传统业务。由于广电在移动通信技术储备、人员储备、网络运营经验、网络建设资

金等方面均有先天不足，所以最适合广电的方式是与中国移动共建共享、利用手里宝贵的 700M 资源，发展“带宽

要求适中、政策性强”的业务。 

光通信 

新闻-《光缆产量惊人下滑，厂商急需 5G 止渴》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进入到 2019 年以

来，我国光缆产量下滑惊人，月产量同比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产量下滑就意味着产能利用率下滑，毫无疑问的是，

目前多数厂商的部分产线处于停滞状态。这对于此前大力扩充产能的光纤厂商来说，意味着投资损失。（C114 通信

网） 

简评： 

光纤光缆下游需求主要由通信运营商需求和 IDC 需求构成。近年来 IDC 需求平稳上升，但是从 2018 年开始通

信运营商需求却在下降，直接导致整体需求萎靡，价格断崖式下跌。究其原因，主要是作为前几年光纤光缆的采购

大户的中国移动从 2018 年起需求下降。中国移动从 2015 年开始大力发展固网，采用“综合业务区”和“微网格”

的业务形态进行光纤光缆的部署，2015-2017 年采购光纤光缆数量大涨，但是埋部下的光纤光缆也透支了未来几年的

部分需求。另外，5G 即将到来，运营商用在光通信上的资本开支将会向创新较为密集的光设备领域倾斜，进一步加

剧了光纤光缆需求的萎靡。预计 2020 年光纤光缆需求将触底反弹，2021-2022 年开启新一轮景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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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周讨论：共建共享对运营商和设备商影响几何？ 

核心结论 

1. 运营商共建共享在 3G/4G 的欧洲早已有之，5G 阶段日韩加入尝试。我国也在讨论可行性； 

2. 我国运营商共建共享可能性最大的操作手法是电信和联通在郊区、农村、山区共建共享； 

3. 如果按上述方式实施共建共享，郊区、农村、山区可节约的基站数不足全国范围的 1/10； 

4. 共建共享不会对设备商产生较大影响，因为运营商大概率会将在郊区省下的资本开支补足到城镇，不影响整体

资本开支； 

5. 共建共享对于弱势运营商一方是利好，因为可以借此缩小网络上的差距，专心在网络两端——用户和创新业务

领域加强竞争力。 

1) 运营商共建共享主要有哪些方案？ 

运营商的共建共享最初出现在 3G 时期的欧洲，主要的目的就是节约资本开支，增强运营商自身竞争力。运营

商的共建共享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站点设施的共建共享和网络设备的共建共享。2014 年我国成立铁塔公司，依托铁

塔公司的站点设施的共建共享的思路已经基本理清。而网络设备的共建共享我国也早有应用，只不过目前情况下绝

对量非常少。根据运营商提供的数据，目前三大运营商在偏远省份存在一定数量的共享基站，数量在 1-2 万站。选

在共建共享的原因是偏远省份的部分偏远地区人烟稀少，甚至一些高原地区建站和运维难度大，三件运营商都部署

基站浪费严重，故采用共建共享方式。 

目前来看，共建共享方式主要有四种： 

i. 站址资源共享 

ii. 接入网/无线网共享（包括独立载波共享和共享载波） 

iii. 核心网+无线网共享 

iv. 基于地域漫游/虚拟运营商 

这四种方式中从 1 到 4，共享程度越来越高、可控性越来越低、资本开支的节约程度越来越高。可见共建共享

方案的选择就是在可控性与资本开支之间的博弈。 

图表 7  运营商共建共享下可控性与 CAPEX 节省的制约 

 

资料来源：刘光海，陈崴嵬等《4G 基站共享优化解决方案》，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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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接入网共享（独立载波）  图表 9  接入网共享（非独立载波） 

 

 

 

资料来源：刘光海，陈崴嵬等《4G 基站共享优化解决方案》，华

创证券 

 资料来源：刘光海，陈崴嵬等《4G 基站共享优化解决方案》，华

创证券 

2) 他山之石——Vodafone 和 O2 在英国共建共享带来的启示 

在欧洲，共建共享早有先例。原因主要是 3G 时期，欧洲运营商小而多，他们集体高估了 3G 能够到来的收入，

纷纷在频谱拍卖时斥巨资购入，使得在后续建网时捉襟见肘。此时欧洲运营商负担不起高额的建网成本，故而转向

和友商的合作。主要案例如下 

 2011 年，挪威电信(Telenor)与和记黄埔两家运营商为瑞典 70%地区提供 3G 网络 

 2004 年，沃达丰和 OPUTS 在澳大利亚成立合资公司，共享 3G 接入网基站和其他基础设施，并联合建设部

分基站。 

 2006 年，沃达丰与 Orange 在西班牙在偏远地区合作共建共享 3G 网络 

 2016 年，沃达丰与 Orange 公司计划合并它们在英国的 3G 网络,以减少运营成本，不过，两公司还将保留对

各自骨干网络的控制权。 

 2018 年 12 月，韩国三大运营商率先在全球同时实现 5G 商用，共建共享给快速商用也提供了重要基础，因

为在 2018 年 4 月，在韩国政府的协调下，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就达成了关于 5G 共建共享的协议，三家运

营商将在 5G 建设上共建共享，加速 5G 部署，有效地利用资源来减少重复的投资，此后，三大运营商开始

共同布局 5G。 

 日本三大运营商 NTT DOCOMO、KDDI、软银也对一项共建共享的方案表示出极大兴趣，而且预计在共建

共享之下，日本 5G 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少于 4G。 

当然，最有名的例子还是 4G 时期沃达丰与 O2 的共建共享。当时英国沃达丰和 O2 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大运营商，

未来能够挑战“老大”BT 并一定程度上节约资本开支，沃达丰和 O2 达成协议实施共建共享。两家运营商商议将英

国华为东西两大区域，东部 O2 建网，西部沃达丰建网；伦敦划成南北两个片区，北区 O2 建网、南区沃达丰建网。

当时两家运营商的频谱是 L800 和 L1800，双方采用独立载频的共享方案，管理上实行“谁建网谁维护”，市场上仍

然各自品牌独立运营。从结果上来看，两家共建共享效果不错，Capex/Opex 下降 33%，网络覆盖提升 25%，站点数

量减少 29%，站点租赁费降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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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英国运营商共建共享网络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华为资料，华创证券 

3) 我国运营商在 5G 阶段可能的共建共享的方案解析与测算 

我国运营商也多次讨论过网络设备的共建共享，特别是在 5G 的巨额投入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成为最有可

能付诸实施的两家运营商。目前两家共建共享主要的方案有三种： 

i. 全网络共建共享 

ii. 郊区、农村、山区共建共享 

iii. 城镇热点地区室内小基站共建共享 

目前来看，第一种方案概率极低，操作性较差，不符合目前国内加大 5G 投入、以 5G 赋能垂直行业的大背景。

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案目前较为适合具体操作，国际上存在先例。我们以第二种为例简单计算一下 5G 大周期能在郊

区、农村、山区等区域节约多少站点。 

这个计算的关键在于算出达到全国范围内“打底覆盖”（连续覆盖），城镇和远郊基站数的比例。我们采取网

络规划传统的“链路预算”方法，以北京市为例，将五环内定义为城镇，五环外定义为远郊。五环内人员密集，高

楼遮挡物多，移动采用 2.6Ghz，适合的站与站之间的间距为 350 米，单站覆盖半径为 202 米，覆盖面积为 0.126 平

方公里，五环内需要的基站数约为 4800 站；五环外人员稀疏，高楼建筑物遮挡的情况较少，适合的站与站之间的间

距为 2000 米，同样方法计算得五环外需要约 3000 站。既像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城镇和远郊得基站比为接近 5:3。同

样方法应用于二、三、四线城市，得到城镇和远郊基站比接近 1:1。按照全国“打底覆盖”所需 70-80 万基站，预计

郊区基站数在 30-35 万左右.考虑到电信联通 5G 频段 3.5Ghz 较移动高，但是联通目前采用的 NSA 组网方式，不需

要全国范围内实现“连续覆盖”，我们估算如果电信联通在远郊实施共建共享，整个 5G 周期节约的基站数在 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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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占总数不到 1/10。 

4) 如共建共享成真，对于运营商和设备商的影响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运营商在共建共享下节约的资本开支的用途。我们认为，运营商会将远郊节约的资本开支

运用到城镇基站的加密部署上。原因有二： 

i. 运营商自身需求。与欧洲不同，我们国家 5G 建设的主要矛盾是运营商资本开支吃紧与加速 5G 精品网络建

设之间的矛盾，不像欧洲运营商一样对于公司盈利比较渴求。而联通和电信确实在城镇 5G 建设较为吃紧，

拿远郊节省的资本开支补贴城镇建设，是运营商建设 5G 精品网络的需求； 

ii. 国家政策的引导。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经常被当作逆周期调节因子来使用，5G 也不例外。去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加速 5G 商用”进程，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想方设法加大投资、加速 5G 商用，所以运营商就更加

不可能将节省下的资本开支存留下来。 

对于设备商而言，运营商的资本开支没有降低，对其设备采购量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对于运营商而言，将“不

赚钱”地方的投资换到“有钱赚”的地方，或是在“有钱赚”地方加密网络设备，均对盈利能力是一个增强。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认为，部门地区的共建共享（远郊或城市热点地区）对于设备商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对于

运营商而言是利好。 

 

五、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5G 牌照提前发放对国内加速 5G 部署起到关键作用，牌照发放超预期带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超

预期，5G 基建板块确定性受益。本次 5G 发牌与之前 3G/4G 时期发牌有两个明显不同：一是提前发牌带来建设进度

提前；二是官方在发牌前后造势明显，后续扶持性政策有望陆续出炉。标的方面，我们建议关注网络设备龙头中兴

通讯（000063.SZ）和光设备龙头烽火通信（600498.SH）,5G 牌照超预期发放促使两个细分行业龙头 2019 年业绩增

厚，整个 5G 周期业绩向前平移，并可能受益后续建设规模的加大；IDC 板块建议关注光环新网（300383.SZ），REITs

逐步落地推动科技地产龙头进入规模扩张新时代；上游天线射频建议关注通宇通讯（002792.SZ），进入爱立信产业

链，受益爱立信在整个 5G 周期复苏。 

 

六、风险提示 

贸易战加剧；美国对于华为制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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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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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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