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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Finance]  投资要点 
 市场回顾 

本周沪深 300下跌 0.02%，创业板上涨 1.57% ，其中通信板块下跌 1.07%，
板块价格表现弱于大盘；通信（中信）指数的 128 支成分股本周内换手率
为 1.23%；同期沪深 300 成份股换手率为 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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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凡谷（13.85% ）、
汇源通信（13.80%）、新易盛（12.94%）、星网锐捷（12.67%）、辉煌
科技（9.63%）；跌幅居前五的公司分别是：*ST 信威（-22.58%）、恒宝
股份（-10.98%）、移为通信（-9.17%）、光库科技（-8.26%）、通鼎互
联（-8.23%）。 

 核心观点 

微软财报收入利润超预期，云计算收入首次超过 Windows 业务，云服
务 Azure 是推动市值增长的关键。微软发布 FY19Q4 财报，营收 337
亿美元（YoY + 12%），超过市场预期的 328 亿美元；运营利润 124
亿美元（YoY +20%），超过市场预期的 112 亿美元。自 2014 年微软
CEO 纳德拉上任以来，微软一直在从传统 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转向
云计算服务。最新一季财报，智能云部门营收（114 亿$）首次超过个
人计算业务营收（113 亿$），其中 Azure 营收同比增长 64%，不变汇
率下为 68%，环比增速回落，微软没有提供绝对收入数据，我们预计 3
3 亿美元左右。Azure 已经建立了 54 个数据中心，第一个在中东和非
洲建立云数据中心的公司。公司混合云推进明显快于竞争对手，通过和
Oracle、Red Hat 和 VMware 合作，将 Azure 与更多工具进行连接和
兼容。Azure 主要竞争对手是 AWS，两家公司进入了美国国防部 100
亿美元云计算合同争夺的最后一轮竞标中。 

云市场持续向寡头集中，部分第二梯队增速高于第一梯队。从最新发布
的 Gartner 的 IaaS 公有云魔力象限来看，2018 年玩家只剩下 6 家，大
量公司从版图上消失，2019 年格局没有变化，总体来看格局趋于固化，
前五六大巨头集中度持续提升，而领头羊比如 AWS 的份额开始见顶回
落。据 Gartner 统计，2018 年全球云计算 IAAS 市场向头部进一步集中，
3A（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阿里云）占据七成市场份额。亚马逊
依旧领跑，但市场份额已经见顶回撤，市场份额下跌 4 个百分点。微软
和阿里云均有市场份额增长，其中阿里云保持 3A 军团中最快增长，市
场份额增长近一倍。中国本土市场，国内阿里占主导，全球 56 个可用
区，产品技术不断突破，包括云计算操作系统飞天、云原生数据库 Pol
arDB、弹性裸金属云服务器神龙、开创性人工智能平台城市大脑等。
但 2018 年腾讯云、AWS 中国、百度云、ucloud、金山云等公司营收增
长较快，私有云也在规模上量，处于多业务特点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企业
往往选择多云策略，混合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云巨头营收随着基数扩
大增速回落也是自然规律，但整体研发技术和产品领先能力继续强化。 

5G 将驱动云计算和 AI 的发展，持续看好云计算产业链。云计算诞生 1
0 余年，已从互联网行业渗透到实体产业，逐渐成为企业的 IT 服务新
模式，云数据中心快速增长。2017 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提出一二线核心
区域大型数据估值将会提升，主要基于云计算需求催生了超大规模数据
中心的发展，表现为集中化规模化。Synergy 数据，截至 2018 年底，
超大规模提供商运营的大型数据中心数量达到 430 个，年增幅 11%。
思科预计 2019 年超大型数据中心将达到 500 个，到 2021 年超大型数
据中心将占到所有服务器安装量的 53%，占公有云服务器安装量的 8
5%。云计算对 ICT 基础设施产业链的 IDC、CDN、网络设备、服务器
和芯片等层面的架构、市场格局影响以及投资机会，如超大规模 IDC、
CDN 向云安全和边缘云延伸、交换机服务器白盒化、CPU+GPU/FPG
A 等出现计算平台多样化。 

 投资建议：4G 应用推动了云计算的发展，云计算与 5G 相辅相成，IC
T 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云计算产业链。云服务商关注：ucloud（拟科创
板上市）、金山云；数据中心：宝信软件、万国数据、光环新网、数据
港；交换机：紫光股份、星网锐捷；服务器：浪潮信息、中科曙光；F
PGA：紫光国微等。5G 投资从主题向业绩驱动转变，关注华为产业链，
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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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深南电路、沪电股份；手机终端
与半导体器件：闻泰科技、卓胜微、麦捷科技；天线和射频：飞荣达、
通宇通讯、摩比发展、东山精密、北斗星通；关注小基站：京信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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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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辰光、新易盛；物联网模组与终端：移远通信、移
为通信、广和通、有方科技、高新兴、日海通讯；智能控制器：拓邦股
份、和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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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市场系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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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综述 

 上周沪深 300 下跌 0.02%，中小板下跌 0.01%，创业板上涨 1.57%，TMT

中通信板块下跌 1.07%，计算机上涨 0.82%，电子上涨 1.09%，传媒上

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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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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微软智能云收入 

 
来源：微软财报，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2：IAAS 魔力象限（2019）  图表 3：全球云计算 IAAS 市场份额 

 

 

 

来源：Gartner，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Gartner，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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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云计算市场份额变化  图表 5：中国云计算 IAAS 份额 

 

 

 

来源：Gartner，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canalys，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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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点公告与新闻 

公司公告 

 

   7 月 15 日 

【华力创通】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1,936.95

万元–2,130.6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00% - 230%。 

【合众思壮】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拟向兴港保理申请保理融资 4,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 

【中光防雷】重组终止：截止 2019 年 7 月 15 日，交易对方王曙光尚未

履行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 

【通鼎互联】回购股份：公司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421.15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3%，成交总金额为 0.30 亿元。 

【金卡智能】高管增持：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部分公司股

份。 

【意华股份】业绩快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6.53 亿元，同比增长

3.76%；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0.26 亿

元，同比下降 25.42%。 

 

   7 月 16 日 

【光环新网】重大收购：公司全资子公司光环上海拟以不超过 1.43 亿元

收购上海中可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将利用上海中可拥有的土地房产与

上海中可共同投资建设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 

【金卡智能】股份增持：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朱央洲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

增持了公司股份 4 万股，增持后持股比例为 0.05%。 

【中际旭创】现金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际智能使用自有资金 0.3 亿元

购买保本型收益凭证，产品期限 5 个月，预期年化利率 4.5%。 

 

   7 月 17 日 

【中天科技】解除质押：公司控股股东中天科技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0.16

亿股股份解除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解除质押。 

【信维通信】回购注销：公司将限制性股票 695.53 万股回购注销，占回

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71%，回购价格为 11.71 元/股。 

【*ST 高升】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16 日、17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达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规定的幅度，

公司声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 

【通鼎互联】解除质押：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解除质押股份 0.39 亿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8.18%。 

【通鼎互联】股份质押：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小平质押股份 0.03 亿股，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5.36%。 

 

   7 月 18 日 

【中际旭创】现金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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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1 个月。 

【中际旭创】解除质押：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辛红解除质押 130 万股，

另有 931.2 万股质押股票延期 1 年购回。 

【麦捷科技】期权授予：公司完成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首次实际授予

股票期权数量 0.31 亿份，行权价格：8.18 元/股。 

 

 7 月 19 日 

【大唐电信】融资租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联芯将拥有的部分发明专利及

固定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汇益融资租赁开展不超过 3 亿元融资额度的

融资租赁业务，期限 3 年。 

【亿联网络】现金管理：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0.8 亿元购买了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 6 个月，预计年收益率 4.10%。 

 

重要新闻 

1、光纤价格急剧下滑，通鼎 2019 上半年净利或为 0 

  

C114 讯 7 月 15 日报道（水易）昨日晚间，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 2019 上半年业绩预告。公告显示，报告期内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0 万元至 7,008.73 万元，预计比上年同期下降：100% - 

80%。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4app/3542/a1093575.html 

 

2、联通新建 IPRAN 网络第三方管控平台：预算为 1525 万元 

  

C114 讯 7 月 15 日报道（林想）中国联通日前启动 IPRAN 网络第三方管

控平台新建工程，实现对 23 省省内 IPRAN 承载网的统一管理，此项目

预算为 1524.92 万元。 

  

新闻类型：通信运营商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4app/3542/a1093648.html 

 

3、Gartner 调查显示，企业机构预计在明年增加一倍的人工智能项目 

 

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 Gartner 于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

示，目前使用人工智能（AI）或机器学习（ML）的企业机构中，平均有

四个己部署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项目。其中 5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

经部署了人工智能。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6/a10938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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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IAVI 为三星提供 5G 网络设备性能验证的领先解决方案 

 

Viavi Solutions 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VIAV）7 月 15 日宣布三星电

子（以下简称三星）选择 VIAVI TM500 网络测试仪和 TeraVM 5G 核心网

模拟仪对其 5G 网络设备的性能进行测试。此次合作是对 5G 独立组网

（SA）基站设备进行的首次全方位测试，通过对现实环境的模拟实现对

无线接入网（RAN）的端到端测试，从而确保网络在外场实际应用时的

性能和可靠性。 

 

新闻类型：通信设备商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0/a1093843.html 

 

5、Gartner：2019 年第二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增长 1.5% Win10 的更换

拉动企业市场的 PC 强劲需求 

 

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 Gartner 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在经

历了两个季度的下滑后，全球个人电脑（PC）市场在 2019 年第二季度

增长 1.5%，出货量达到 6300 万台，高于 2018 年第二季度的 6200 万台。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6/a1093993.html 

 

6、紫光展锐携手是德科技共同推进 5G 毫米波终端关键技术验证 

 

紫光集团旗下紫光展锐，全球领先的移动通信及物联网核心芯片供应商之

一，今日宣布采用紫光展锐 5G 毫米波终端原型样机和 KEYSIGHT 

TECHNOLOGIES N9040B UXA 信号分析仪，完成了 26GHz 频段 5G

毫米波关键功能和性能的测试。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1/a1093967.html 

 

7、3GPP 向 ITU 提交 5G 候选技术提案 NB-IoT 确定为 5G 候选技术组

成部分 

 

C114 讯 7 月 18 日报道（齐鸣）近日，3GPP 正式向 ITU-R（国际电信

联盟）提交 5G 候选技术标准提案，NB-IoT 技术被正式纳入 5G 候选技术

集合，作为 5G 的组成部分与 NR 联合提交至 ITU-R。据报道，ITU-R 对

提交的 5G 标准提案进行复核后，将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对外发布。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wireless/2935/a1094186.html 

 

8、中兴通讯与安科瑞电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联手打造 5G 智慧用电物联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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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兴通讯与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瑞）在南京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基于 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在电力监控、智慧

能源、智能用电等领域创新应用深化合作，共同面向建筑、交通、工厂、

园区、城市、乡村等各种能源电力业务场景提供创新智慧能源物联网技术

解决方案，拓展双方行业市场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新闻类型：通信设备商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27/a1094140.html 

 

9、中兴通讯首提 5GaaP 理念 携手运营商和行业客户开创 5G 价值新高

地 

 

7 月 18 日，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期间，中兴通讯副总裁尤琰应邀

在主论坛移动物联网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打造 5G 核心能力体系，赋能

行业快速发展》，首次提出 5G 核心能力体系（5GaaP）理念。通过运营

商数字化能力开放运营平台将切片、MEC、IoT、大数据/AI、云网融合等

能力进行拉通、融合，全面赋能 B 端行业客户，从而开创电信行业价值

新高地。 

 

新闻类型：通信设备商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127/a1094252.html 

 

10、网宿科技携手铁塔智联，全面推进 5G 边缘计算建设 

 

C114 讯 7 月 19 日报道（林想）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铁塔边缘数据中心暨

FSU 动环监控服务交流会上，网宿科技与铁塔智联签约结成战略合作伙

伴，双方将在边缘计算、物联网等 5G 时代关键技术应用领域展开合作，

共同推进 5G 生态的技术创新、业务创新以及合作模式创新。 

 

新闻类型：通信行业讯息 

原文链接：http://www.c114.com.cn/news/52/a1094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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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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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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

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对

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

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

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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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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