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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Finance]  投资要点 
 市场回顾 

本周沪深 300上涨 2.53%，创业板上涨 2.68% ，其中通信板块上涨 1.86%，
板块价格表现强于大盘；通信（中信）指数的的 128 支成分股本周内换手
率为 3.13%；同期沪深 300 成份股换手率为 0.37%，板块整体活跃程度
强于大盘。 

通信板块个股方面，本周涨幅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欣天科技（33.10% ）、
新雷能（19.81%）、二六三（17.98%）、七一二（13.95%）、淳中科技
（13.10%）；跌幅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鼎信通讯（-9.79%）、工业富联
（-7.95%）、深南股份（-7.88%）、科创新源（-5.60%）、剑桥科技（-
5.27%）。 

 

 核心观点 

中移动集采金额超预期，国内 5G 建设有望加速。6 月 10 日，中国移动发
布 2019 年 5G 一期无线工程设计及可行性研究服务集中采购招标公告，预
估工程费 1（设计费计价基数）为 192.58 亿元（不含税），预估工程费 2
（可研计价基数）为 192.58 亿元（不含税），预估勘察费（无折扣）2.0
1 亿元（不含税）。5G 牌照发放后，中移动成为网络建设和智能手机测试
的急先锋，计划 9 月底将在 40 个城市推出 5G 服务，5G 无线工程集采总
金额超出移动财报的 170 亿 5G 投资规划。同时移动 2019 年核心网 5G 
NSA 功能升级改造设备公布结果，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中标。三
大运营商 2019 年总开支规划出现回升拐点，同比增长 5.6%，其中无线资
本开支增长约 16%，5G 口径开支电信、移动和联通分别为 90 亿、170 亿
和 80 亿元，全球国家重视 5G 战略地位，我们预计 2019 年三大运营商将
建设 10-15 万基站，2020-2022 年将迎来 5G 投资高峰期。国内 5G 网络
建设不受影响，目前华为在 30 个国家拥有 46 个 5G 网络商业合同，中美
博弈带来产业链重构和自主可控新机遇。 

预计 2020 年上半年 5G 手机将迎来换机潮。中移动除 5G 网络招标外，近
期也率先集采 1.71 万台 5G 测试终端，包括 1.01 万台 5G 手机和 7000 台
5G CPE 终端，华为、中兴、小米、OPPO、vivo 几大国产手机厂商均在
列，华为份额占比近半。随着今年 5G 网络建设与商用，终端芯片和射频
部分逐步成熟，我们预计 2020 年上半年 5G 手机将迎来换机潮。各大手机
厂商加大投入 5G，据 GSA，截止 2019 年 4 月，全球共公开宣布的 5G 手
机共 16 款，其中中国厂商 4 家，在 5G 首次参与标准制定，将获得更多话
语权。从技术的角度看，5G 手机面临多重挑战：由于复杂性更高，芯片将
是 5G 手机的核心难点；同时射频数量和难度加大，对手机散热要求也更
高，提升对手机散热模组的需求。5G 将推动手机产业链的发展，为产业带
来新的增长空间，中国厂商有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物联网连接终端价值量将大幅提升，关注 5G 应用端的机遇。5G 三
大应用场景，mMTC 和 uRLLC 都是面向物联网的新场景，将推动移
动互联网向万物互联时代转变。物联网发展路径“连接—感知—智
能”，第一个阶段首先是联网终端的放量，2018 年我国 M2M 连接
数共计 6.7 亿，成为全球最大的 M2M 市场。全球运营商逐步退出 2
G 转向 4G，2019 年是 5G 启动元年，物联网将由 LPWAN 向 LTE/5G
高速率转变，物联网终端模组和数据的单体价值都将大幅提升。边
缘计算将为物联网提供全新的 IT 支撑。看好车联网、以 PC/pad
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以 POS/自动贩卖机为代表的电子支付、空港
物流领域资产追踪、工业互联和医疗等物联网应用的发展。4G 移
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 BATJ 等巨头，未来 5G 物联网时代将有望出现
新应用市场机遇。  

 投资建议：5G 投资从主题向业绩驱动转变，自主可控产业链重构的国产替
代与 5G 应用市场将迎来机遇。看好主设备商中兴通讯、烽火通信；基站
运营：中国铁塔；手机终端与半导体器件：闻泰科技；5G 应用驱动数据中
心：宝信软件、光环新网、万国数据、数据港；天线和射频：飞荣达、通
宇通讯、摩比发展、东山精密、北斗星通；终端器件：信维通信和麦捷科
技；关注小基站：京信通信、剑桥科技、天邑股份、中嘉博创；高速光模
块与组件：光迅科技、中际旭创、天孚通信、新易盛；物联网模组与终端：
移远通信、移为通信、广和通、高新兴、日海通讯；智能控制器：拓邦股
份、和而泰；边缘计算供应商商：网宿科技、浪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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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贸易争端悬而未决、5G 投资不及预期风险、海外市场禁入风险、
技术风险、竞争风险、市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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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综述 

 上周沪深 300 上涨 2.53%，中小板上涨 2.92%，创业板上涨 2.68%，TMT

中通信板块上涨 1.86%，计算机上涨 3.02%，电子上涨 2.75%，传媒上

涨 2.78%。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通信板块涨跌幅前五 

图表 2：中泰通信重点覆盖公司最新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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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点公告与新闻 

公司公告 

 

   6 月 10 日 

【通宇通讯】权益分派：公司以总股本 2.25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40 元人民币 

【中天科技】解除质押：控股股东中天科技本次解除质押 1.01 亿股（占

总股本的 3.29%），解除质押后其持有公司股份 7.68 亿股，占总股本

25.05% 

【合众思壮】提供担保：北斗导航对海宁投资公司所持海宁项目公司股权

进行远期收购，公司对该远期收购义务提供担保，元博中和对公司的担保

提供反担保 

 

   6 月 11 日 

【海能达】权益分派：公司以总股本 18.37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5 元人民币（含税） 

【中际旭创】股权质押：一致行动人苏州云昌锦企业和股东悠晖然本次分

别质押 0.018 亿和 0.022 亿股，质押后云昌锦持股 0.27 亿股，占总股本

3.75%；悠晖然持股份 0.049 亿股，占总股本 0.69% 

 

   6 月 12 日 

【高新兴】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 2015 及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部分配套募集资金合计 2.14 亿元用于投资 5G 和 C-V2X

产品研发项目。 

【梦网集团】异常波动：公司 6 月 10 日、6 月 11 日及 6 月 12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公司不存在未披露事

项 

【金卡智能】权益分派：公司以总股本 4.29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0 元人民币现金 

【梦网荣信】回购注销：公司拟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 0.041 亿股，回购价格为 5.39 元/股，回购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8.09

亿股减少为 8.05 亿股 

 

   6 月 13 日 

【麦捷微电子】股票期权：公司向 2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0.32 亿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 8.18 元/股 

【高新兴】股份变动：实际控制人刘双广本次减持 0.30 股，占总股份

1.71 %。减持后，刘双广持有股份 4.80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27.30%，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际旭创】现金管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和中际智能使用不超

过 7.00 亿元人民币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星网锐捷】股份减持：持股 5%以上新疆维实减持 0.052 亿股，占总股

本的 0.89%。减持后，新疆维实持有 0.29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

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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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4 日 

【合众思壮】申请贷款：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以部分自有土

地、房产为抵押，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支行申请贷款 5000 万元，期

限 6 个月 

【中国联通】发行债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不超过 20 亿人民币 

【大唐电信】股权转让：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产业布局，

公司拟将持有的大唐恩智浦半导体 51%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

大唐半导体，转让对价 0.80 亿元 

【鹏博士】对外投资：为共同参与云南联通混改项目，公司拟以现金出资

方式对讯通联盈增资 3 亿元。增资后讯通联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 亿元，

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 

 

重要新闻 

1、路透社：白宫要求美国国会延迟执行华为禁令 

 

C114 讯 北京时间 6 月 10 日（艾斯）据路透社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

公室要求美国国会提供更多时间给那些与中国华为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

司，使其能够更好地处理和应对作为去年通过的国防法一部分的华为禁令。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16/a1089886.html 

 

2、1-5 月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44 亿部 同比下降 4.1% 

 

C114 讯 6 月 11 日（乐思）来自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19 年 5 月，

我国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3643.6 万部，同比增长 1.3%，占同期手机出货

量的 95.1%，其中 Android 手机在智能手机中占比 90.5%。2019 年 1-5

月，智能手机出货量 1.44 亿部，同比下降 4.1%，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95.1%，其中 Android 手机在智能手机中占比 92.0%。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1/a1090018.html 

 

3、为降低 5G 建设成本做好准备：中国铁塔注资 50 亿元成立能源公司 

 

C114 讯 6 月 11 日（张海龙）日前，中国铁塔注册成立铁塔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铁塔能源”），注册资本为 50 亿元。 

 

新闻类型：5G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4564/a10899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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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G 基站建设将超 40 万座！8 省、5 城明确 5G 基站建设目标 

 

随着 5G 商用牌照的发放，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这也推动 5G 基

站大规模建设拉开序幕。 

2019 年以来河南、北京、重庆、成都等地出台了支持 5G 产业落地政策，

并明确了 5G 基站建设的目标。 

 

新闻类型：5G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wireless/2935/a1090001.html 

 

5、中国移动集采 1.71 万部 5G 测试终端，华为中兴明显领先 

 

C114 讯 6 月 12 日（焦焦）近两日，中国移动终端公司陆续对 5G 终端

（测试版）进行单一集采。 

据统计，本次集采共采购 5G 测试终端 1.71 万台，其中 5G 手机 10100

台，5G CPE 终端 7000 台。具体采购数量见下表： 

 

新闻类型：通信运营商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18/a1090088.html 

 

6、vivo 携泰尔实验室发布手机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白皮书 

 

昨日泰尔实验室在北京举行“泰尔论坛 2019 人工智能开启终端新时代”专

题论坛。论坛上与会各方就当前国内 AI 终端行业评测标准制定、安全体

系建设、创新模式探索等热点话题展开，探讨 AI 终端领域的新技术、新

动态、新趋势。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1/a1090203.html 

 

7、白宫改口：将在两年期限内实施华为禁令 

 

C114 讯 北京时间 6 月 13 日（艾斯）据路透社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

公室已经告诉美国国会，它将在两年的最后期限前禁止与中国公司华为有

业务往来的公司签订政府合同，这是美国去年通过的一项国防法的一部分。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16/a1090177.html 

 

8、1-5 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25.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各地区各部门全力营造法制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广大外贸企业迎难而上，创新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

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根据海关统计，1-5 月我国进出口 12.1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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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4.1%。其中，出口 6.5 万亿元，增长 6.1%；进口 5.6 万亿

元，增长 1.8%；顺差 8933.6 亿元，扩大 45%。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1/a1090292.html 

 

9、传苹果考虑收购英特尔德国芯片部门 加快自研脚步 

 

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称，苹果正在与英特尔谈判，考虑收购英特尔德

国调制解调器部门，收购之后苹果就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开发自己的调制解

调器芯片。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1/a1090049.html 

 

10、英国和记电讯宣布 8 月份启动 5G，依然采用华为设备 

 

英国电信运营商和记电讯（Three UK）日前宣布，今年 8 月在伦敦正式

启动商用 5G 服务，年底前将覆盖包括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

在内的英国 25 个城镇。 

 

新闻类型：5G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26/a1090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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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

其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

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

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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