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重点公司投资评级  

代码 公司 
总市值

（十亿） 

收盘价

（08.16） 

  EPS（元） PE  
投资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000063 中兴通讯 1,188.42 28.18 -1.67 1.31 1.57 -16.87 21.51 17.95 增持 

00788 中国铁塔 315.06 1.79 0.02 0.03 0.05 86.13 54.05 35.42 增持 
002446 盛路通信 84.03 9.39 0.14 0.22 0.27 67.07 42.68 34.78 增持 

002281 光迅科技 183.68 27.13 0.56 0.73 0.95 48.45 37.16 28.56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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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率先公布 5G 套餐，5G 开始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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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通召开 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会，率先剧透 5G 套餐价格：8 月 15日，中

国联通召开 2019 年度中期业绩发布会，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透露，中国联

通的 5G 推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过渡期，是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 11

月到 12 月，主要以增加 5G 功能包的方式来进行,价格最低的套餐为 190 元。

在长远的计划里将谋求根据用户的质量、速度的不同差异化定价。上半年财报

显示中国联通实现服务收入 1330 亿，同比下降 1.1%；EBITDA495 亿，同比增

长 8.4%；税前利润人民币 87 亿，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 4G 基站总数 135

万个，其中 LTE 900MHz 基站 18万个，4G网络深度覆盖和农村广度覆盖显著提

升；累计开通 NB-IoT 基站 20 万个，物联网业务承载能力显著增强；VoLTE 网

络全网具备业务开通能力。 

 华为助力中国电信实现全球首个 5G SA 与现网协同的音视频通话，推动 5G SA

快速规模商用：8月 14日，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携手华为基于现网实现业界首次

5G SA 不换卡不换号、数据、语音和短信等全业务体验，解决了 5G SA 商用基

础业务难题，是中国电信 5G SA网络具备商用条件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以来，

中国电信与华为在 5G SA 商用测试上进展迅速，在音视频通话、4G/5G 协同、

IoT 对接、网络能力开放等方面接连取得好成绩。随着 5G 牌照的发放，华为将

持续助力中国电信进行更为广泛的技术验证，推动 5G SA 快速规模商用。 

 联发科携手 T-Mobile，成功实现首次 5G 联网通话对接：联发科、电信运营商

T-Mobile 8 月 15 日宣布，在多家厂商共同测试环境(multi-vendor network 

environment )下，成功完成全球首次 5G独立组网（SA）联网通话对接，是 5G

生态建设关键里程碑。本次合作的国际级产业伙伴包括核心网络供应商诺基亚

和思科、爱立信，加上联发科及电信运营商 T-Mobile，在共同合作测试的环境

下，实现全球第 1 个独立组网的联网通话，成功模拟 T-Mobile 网络中的实际

5G 部署，带领独立组网架构商用目标迈出重要一大步。 

 阿里巴巴重金投入数据中心，浙大网新子公司华通云携手布局：8 月 12 日晚间，

浙大网新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华通云与阿里巴巴有限公司于近日签署了包含

ZH12 数据中心项目的《合作备忘录》。华通云是一家国内技术领先的新型互联

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包括 IDC 托管服务、互联网资源加速服务和云计

算服务。华通云将设立项目公司，负责 IDC项目建设及运营全过程管理、项目

运营所需机电设备的投资建设等。项目建设完毕经阿里验收合格后，双方完成

签订“数据中心服务协议”，华通云向阿里提供运维服务，并通过收取数据中

心运维服务费确认业务收入。今年以来，阿里在数据中心领域频频放出大单。

今年 3 月，数据港就与阿里签订了关于 ZH13 等五个云计算数据中心基地园区

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投资建议：基站中国铁塔（0788.HK）；主设备中兴通讯（000063）；网络建设

润健股份（002929），天线射频大富科技（300134）、通宇通迅（002792）、飞

荣达（300602）、盛路通信（002446）；光模块光迅科技（002281）、博创科技

（300548）;物联网厂商日海智能（002313）、高新兴（300098）、广和通（300638）；

流量与大数据：天源迪科（300047）、东方国信（300166）、梦网集团（002123）。 

 风险提示：中国 5G 资本开支及商用进展低于预期；国际市场逆全球化影响、
贸易摩擦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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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行情回顾 

1.1  A 股板块表现 

上周A股市场整体上涨，上证指数上涨1.77%，创业板成分指上涨4.00%，通信行

业指数上涨4.10%。通信子行业中，电信运营本周涨幅最大（4.89%）。行业内个

股涨幅前五的分别是：武汉凡谷（26.24%）、盛路通信（17.96%）、工业富联（16.84%）；

信维通信（15.30%）、新易盛（12.55%）。 

图1：A股全体板块上周表现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通信子板块方面，通信设备制造上涨了4.06%，电信运营上涨了4.89%，增值服务

上涨了3.01%。 

概念板块中，北斗导航上涨了4.07%，PCB上涨了1.48%，IDC上涨了3.69%，基站

设备上涨了0.64%，天线射频上涨了7.62%，网规网优上涨了1.71%，物联网上涨

了5.23%，光通信上涨了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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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通信子板块表现  图3：概念板块表现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1.2  A 股通信板块个股表现 

本周A股通信行业个股中，涨幅第一的是武汉凡谷（002194.SZ），本周上涨26.24%；

此外盛路通信（002446.SZ）本周上涨17.96%；工业富联（601138.SH）本周上涨

16.84%；信维通信（300136.SZ）本周上涨15.30%；新易盛（300502.SZ）本周上

涨12.55%。 

表1：A股通信板块涨幅前五 

股票代码 名称 涨幅 主营业务 

002194.SZ 武汉凡谷 26.24% 

公司是跻身国际一流的移动通信天馈系统射频器件独立供应商。公司

长期专注于发展移动通信天馈系统射频器件的核心技术，主要产品和

解决方案有滤波器系列(双工器、合路器、塔顶放大器等)、介质材料、

毫米波雷达系列(交通、安防、工业控制等)、行业网平台系列(公安、

交通以及政府政务云等)，凭借自有知识产权和强大的软件和硬件研

发平台，快速响应客户定制产品需求。 

002446.SZ 盛路通信 17.96%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天线、射频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上市后经过资产重组，在通信、汽车电子、国防通信等

领域拓展，发展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公司产品业务在移动通信、车载

移动互联、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等领域布局。 

601138.SH 工业富联 16.84%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设备、云服务设备、精密工具及工业机器

人专业设计制造服务商，为客户提供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新形

态电子设备产品智能制造服务。 

300136.SZ 信维通信 15.30% 

公司是国内小型天线行业发展的领跑者，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

主要致力于研发和生产移动通信设备终端各类型天线，包括手机天线

/GPS/WIFI/手机电视/无线网卡/AP 天线等。 

300502.SZ 新易盛 12.55% 

公司是领先的光收发器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一直专注于光模块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光模块在光纤终端完成光电信号转换，是光纤传

输的最核心部件；光模块广泛应用于数据宽带、电信通讯、数据中心

等行业。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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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新闻 

2.1  中国联通召开 2019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率先剧透 5G 套餐价格 

8 月 15 日，在中国联通 2019 年度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透

露，中国联通的 5G 推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过渡期，就是从现在到今

年 11 月和 12 月，这个阶段主要以增加 5G 功能包的形式进行，费用最低的一个

套餐月租是 190 元。 

对于中国联通 5G 套餐的内容，王晓初并未透露更多信息。不过，近日，中国联

通公布了一项短期 5G 体验方案，每月赠送 100GB 体验流量，最高可以实现 1Gbps

的 5G 速率，而且该 5G 体验流量包不区分 4G、5G 网络，将于 9 月底自动失效。

针对中国联通正式推出 5G 套餐的具体时间，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中国联通相关负

责人，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对方回复。 

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均未推出正式的 5G 套餐。不过，有消息称，中国电信的

5G 套餐资费预计将在 199-599 元不等。此外，公开报道显示，美国有约 470 元

15G 的 5G 套餐，韩国有约 300 元 10G 的 5G 套餐，芬兰与德国则有约 395 元和 658

元的无限流量 5G 套餐。 

对于 5G 套餐的价格门槛，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运营商 5G 套餐的推广策略

必然会与其 5G 网络建设状况相协调，5G 应用初期，运营商肯定会适度控制用户

转移的规模，以此来保证每个 5G 新用户都能拥有良好的网络体验。因此，制定

一定的价格门槛并不奇怪。在 4G 应用初期，中国联通力推的冰激凌套餐，月租

同样高达 198 元和 398 元。 

在终端方面，王晓初称，目前中国联通没有考虑对 5G 手机进行补贴。用户可在

不换号不换卡的情况下，自购手机进入 5G 网络。 

截止到 6 月 30 日的上半年财报。期内，中国联通实现服务收入 1330 亿，同比下

降 1.1%；EBITDA1 达到 495 亿，同比增长 8.4%；税前利润达到人民币 87 亿，本

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盈利达 69 亿，同比增长 16%。中国联通在财报中指出，2019

年上半年，伴随国内通信行业步入发展的阵痛期，公司收入增长面临压力。但公

司坚持新发展理念，转换创新发展新动能，控成本、提效益，盈利持续快速提升。

在投资规模上，王晓初表示，上半年中国联通资本开支为 220 亿元，预计全年包

含 5G 的资本开支将不高于 580 亿元，并维持今年 5G 资本开支 80 亿元的指引。

针对明年 5G 将开始进入投资高峰期的问题，王晓初透露，中国联通正在和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谋求合作，也和中国广电聊过相关合作。“要跟合作方签下协议

以后才能知道我们大体上双方共同的发展和计划。”王晓初说。（北京商报网） 

2.2  联发科携手 T-Mobile，成功实现首次 5G 联网通话对接 

IC 设计厂联发科、电信运营商 T-Mobile 昨（15）日宣布，在多家厂商共同测试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72034940&fav=1&lan=cn&dlang=cn&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8.4.1.70848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72034940&fav=1&lan=cn&dlang=cn&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8.4.1.70848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72034940&fav=1&lan=cn&dlang=cn&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8.4.1.7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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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multi-vendor network environment )下，成功完成全球首次 5G 独立组网

（SA）联网通话对接，是 5G 生态建设关键里程碑。 

联发科指出，本次合作的国际级产业伙伴包括核心网络供应商诺基亚和思科、爱

立信，加上联发科及电信运营商 T-Mobile，在共同合作测试的环境下，实现全

球第 1 个独立组网的联网通话，成功模拟 T-Mobile 网络中的实际 5G 部署，带领

独立组网架构商用目标迈出重要一大步。 

联发科无线通讯事业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这项成就显示联发科突破性的 5G 技

术，让市场消费者得以使用最先进的 5G 网络，将持续保持技术先行地位，扮演

全球 5G 产业生态圈重要角色，致力加速 5G 商转时程。 

联发科表示，本次通话测试使用自家 5G 多模调制解调器芯片 M70，而公司 5 月

推出的第 1 颗 5G 系统单芯片（SoC），采用 7 纳米制程，整合了 M70 的数据及安

谋最新的 Cortex-A77 CPU、Mali-G77 GPU 和联发科最先进的独立 AI 处理器

(APU)，可适用于 5G SA、非独立式组网（NSA）及 Sub-6GHz 频段，并支持 2-5G

等各世代通信。 

即将于 2020 年广泛部署的 5G SA，相较于 NSA 更有效率。联发科解释，NSA 是与

前代 LTE 混合组网，在 5G 独立组网架构下才能支持完整功能，包括超低延迟、

高覆盖率、高承载率等优点，并支持多项的应用如 AR/VR、在线游戏、智能工厂

及电表、车联网，满足需要实时回应及大量连结的应用，超快速连接也让消费者

能享受更佳的效能与流畅度。 

而联发科的 5G 多模调制解调器芯片 M70 适用于 5G SA、NSA 架构，最高下载速度

4.7Gps (Sub-6GHz 频段)，支持新无线电的空中界面 New Radio (NR) 及载波聚

合 (CA)，让电信运营商享有更多部署弹性。（C114 通讯网） 

2.3  高通宣布与俄罗斯合作部署欧洲首个 5G毫米波网络 

高通 14 日宣布与莫斯科信息技术局，俄罗斯移动运营商、设备和软件提供商合

作，支持今年秋季在莫斯科测试并部署欧洲首个 5G 毫米波网络。 

作为今年欧洲首个 5G 新空口毫米波（n257 频段）网络部署，莫斯科的这一项目

将支持一系列全新应用的测试及商用，从面向私有网络用户的增强型固网宽带和

移动无线接入，到独特的业务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项目旨在为该市开启一系列由 5G 赋能的全新数字服务和创

新（包括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应用），上述服务和创新将成为俄罗斯首都数字空

间最重要的元素。因此，莫斯科信息技术局正在支持俄罗斯无线通信行业进行本

次部署的准备工作。 

莫斯科政府正在协调“5G 试验区”计划，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网络扩展到主要

街道，火车站，机场，商业中心，体育馆甚至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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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业务拓展副总裁 Yulia Klebanova 表示，在 n257 毫米波频段部署 5G 网络将

支持运营商非常高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正携手制造商为从智能手机到固定无

线接入点的广泛终端带来 5G 毫米波技术，这对于莫斯科实现该目标至关重要。 

莫斯科信息技术局局长 Eduard Lysenko 表示，莫斯科将在今年秋季成为俄罗斯

首个支持全部电信运营商进行成熟的 5G 试点部署的城市。许多全球特大城市的 

5G 网络部署受限于移动运营商的业务需求及其所需频谱的接入。而我们为了加

速大容量 5G 毫米波部署，已在国家层面解决频谱接入问题。 

迄今为止，对 5G 毫米波频谱比较感兴趣的主要来自美国运营商。该频段可提供

较高的容量和数据速率，但与美国以外的中频频谱运营商通常使用的频谱相比覆

盖范围有限。（C114 通讯网） 

2.4  华为助力中国电信实现全球首个 5G SA 与现网协同的音视频通话 

8 月 14 日，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携手华为基于现网实现业界首次 5G SA 不换卡不

换号、数据、语音和短信等全业务体验，解决了 5G SA 商用基础业务难题，是中

国电信 5G SA 网络具备商用条件的重要里程碑。 

根据 3GPP R15 的标准定义，5G 将沿用 4G 的话音架构，仍基于 IMS 提供话音业

务。在 5G SA 阶段，由于标准明确不支持通话建立时从 5G 到 3G 的直接回落，因

此在 5G NR 达到全面覆盖之前，通过 EPS Fallback 方式回落到 4G，以 VoLTE 为

5G 用户提供通话业务成为必选。 

本次通话是全球首次基于现网 EPC、IMS 与新建 5GC 组网实现，所有对接操作均

按照商用建网标准和现网商用维护标准。友好用户不换卡不换号从 4G 升级直接

至 5G，使用华为 5G 手机 mate 20X 发起呼叫，通过 EPS Fallback 方式将附着由

5G SA 网络回落到 4G 商用网，由 VoLTE 提供音视频通话服务。音视频呼叫建立

时延短，通话质量佳，体现了中国电信的 5G SA 话音业务已经具备商用条件。除

了高清音视频通话业务外，本次测试还实现了多项 5G SA 网络的商用突破。包括

5G 数据、短信业务的全面打通；建成 5G 核心网全球首个对接客户 4A 系统、安

全审计系统及日志审计系统，符合商用网络安全规范要求；业界首个成功对接现

网 CRM、服开激活系统，真正完成了的端到端业务穿测，具备真正商用能力。 

今年以来，中国电信与华为在 5G SA 商用测试上进展迅速，在音视频通话、4G/5G

协同、IoT 对接、网络能力开放等方面接连取得好成绩。随着 5G 牌照的发放，

华为将持续助力中国电信进行更为广泛的技术验证，推动 5G SA 快速规模商用。

（C114 通讯网） 

2.5  中国联通 4G基站数量达 135 万个：具备 VoLTE 业务全网开通能力 

C114 讯 8 月 14 日消息（岳明）今天，中国联通发布了截止到 6 月 30 日的上半

年财报。期内，中国联通实现服务收入 1330 亿，同比下降 1.1%；EBITDA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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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亿，同比增长 8.4%；税前利润达到人民币 87 亿，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盈

利达 69 亿，同比增长 16%。 

中国联通在财报中指出，2019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以效益和市场为导向的

精准高效建设，优先满足“5G+4G”精品网、创新业务等需求，不断提升网络竞

争力。 

移动网络方面，加快利用高效频率资源，完善 4G 网络覆盖，优化网络架构，为

“5G+4G 精品网打好坚实基础。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 4G 基站总数达到 135

万个（含 4G 室外站及室分信源），其中 LTE 900MHz 基站 18 万个，4G 网络深度

覆盖和农村广度覆盖显著提升；累计开通 NB-IoT 基站 20 万个，物联网业务承载

能力显著增强；VoLTE 网络全网具备业务开通能力。 

宽带网络方面，在北方区域保障覆盖、质量、体验领先，南方地区聚焦价值区域

进行社会化合作，提升网络能力。着眼云网一体化和企业信息化机会，打造“政

企精品网”智能网络，助力创新业务发展。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公司固网宽带

端口中 FTTH 端口渗透率达到 83%，宽带用户中 FTTH 用户占比达到 82%。 

得益于精准的资源投放和网络优化扩容，公司聚焦地区网络质量和客户感知持续

提升。移动网络和固网宽带 NPS 双提升，4G 网络平均上下行速率保持行业领先，

网络时延指标行业最优。（C114 通讯网） 

2.6  IoT 时代下，阿里云与星网锐捷 NexHome 助力地产数字化转型 

新时代新技术推动下的数字化浪潮，如何让数据驱动业务，让科技优化管理，这

是地产行业能力重构升级的核心问题。8 月 10 日，以“数心·数慧·数遇未来”

为主题的 2019【思享荟】走进名企系列活动在深圳阿里中心成功举办。阿里携

手星网锐捷 NexHome 与现场来宾，围绕“生态共建”、“产业重构”、“转型升级”

等关键词，共同探讨地产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 

千亿时代，房产市场风起云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大。数字化新技术、新思维

为房地产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与创新激发出新的活力。不少房地产企业正在积极探

索数字化转型道路，例如，阳光城新 IP“绿色智慧家”、万科锁定做“美好生活”

的服务商、龙湖用“连接”玩转空间革命等等。高速发展后的房地产行业竞争格

局下，未来的制胜关键点在哪里？阿里云从中抽象出三大关键词，即“智慧”、

“服务”、“运营”。数字化地产转型与“人”休戚相关，这些关键词究其根本都

是为了给予消费者更高的价值。 

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三大关键呢？阿里云与星网锐捷 NexHome 对此进行了深入

思考与讨论，并总结出了“空间再造”、“场景革命”、“交互升级”三大步骤。场

景革命的本质在于满足人的需求与情感。房地产企业从售卖空间向后运营时代的

转变，必须实现自身产品的数字化，打造空间智能化与消费者场景，与消费者共

享、共建、共生，将服务做到极致，才能实现更加精准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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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联合星网锐捷 NexHome 共同打造智能化的空间，实现场景革命的最大特点

即融合。SN-BUS 系统实现了主流协议的全覆盖，支持越来越多智能居家场景下

的设备接入；实现实时互联互通和各种场景模式协同操作的高效体验；自有云平

台云端配置管理技术, 能够在线对智能设备进行配置管理。同时，此智能化空间

是一个统一的入口与用户产生联系，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身份识别、数据加

密保护等技术，将空间当中的物理设备、服务设备场景化，将用户需求与各个场

景打通，构建了从小区场景服务到社交环境的社区生活生态闭环，这才是真正实

现这些场景的革命。在交互升级方面，需在空间再造场景革命的基础上，重新架

构整个智慧社区平台。 

真正的智能空间完整交互体系，需要能够将屋内、屋外所有与人相关的服务，结

合不同场景下的综合交互设计，实现去中心化场景交互，融合室内机、智能面板、

APP 客户端、AI 语控等多种交互方式，满足家居生活中的多样化交互需求，覆盖

每一个场景，场景化的交互方式的关键在于解决人在享受服务当中能否实现便捷

和人性化的需求。 

那么如何将服务化的运营体系导入平台？作为阿里云 IOT 铂金级软件合作伙伴，

星网锐捷 NexHome 与阿里云共同为地产商提供智慧社区+地产大数据平台及解决

方案，升级智慧社区大数据平台。阿里云 IoT 提供 PaaS 平台的能力，星网锐捷

NexHome 提供 SaaS 应用和 IoT 运营的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家居、楼宇对讲、无线

覆盖、网络设备及边缘网关等产品解决方案。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产

品优势、营销能力优势，加速推进地产行业的数字化升级转型。（C114 通讯网） 

2.7  三星确认会在年底推出集成 5G 基带的手机芯片 

8 月 14 日消息，三星今年推出了自有 5G 基带芯片 Exynos M5100，分别应用于三

星 Galaxy S10 5G 版和 Galaxy Note 10+ 5G 版，三星同时确认会在今年年底推

出可整合进处理器的 5G 基带芯片。 

据媒体报道，高通与联发科均确认将推出整合进处理器的 5G 基带芯片，预计最

快会在 2020 年初推出的手机上应用，现阶段仍以独立芯片形式存在（俗称“外

挂”），如果未来能集成到处理器中，将会减少手机内部空间占用，同时也能降低

功耗。 

另一方面，华为也有意将 5G 基带整合进麒麟芯片中，这样能充分利用手机内部

空间，同时也会提高手机续航表现以及更好的散热表现。遗憾的是，三星仅仅证

实会在今年年底推出整合进 5G 基带芯片的处理器，但是细节暂时未透露，因此

暂时不确定是以现有 Exynos M5100 为基础还是推出全新产品。 

目前三星正在持续加强自身半导体产品研发能力，Exynos 处理器持续改良运算

效能，不仅加入了自研架构核心，GPU 方面还将会与 AMD 进行深度合作，借此与

苹果、高通等对手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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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三星正在加强与中国手机品牌的合作力度，与小米合作推出亿级像

素感光元件，希望以此撼动索尼在感光元件市场的地位。（C114 通信网） 

2.8  中国电信携手 GSMA 共同推进 5G 上行增强技术创新方案 

 近日，中国电信向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提交了 5G 上行增强技术创新

方案研究的提议，经 GSMA 认真评估与讨论，该提议已被采纳并正式发布在 GSMA

官方网站上。 

中国电信 5G 上行增强创新技术方案以“TDD/FDD 协同、高低频互补、时频域聚

合”为核心理念，可以有效地增强 5G 网络的上行容量和覆盖性能，提升 5G 2B

和 2C 用户业务体验，进而助力 5G 业务应用，特别是垂直行业应用，大规模推广

与发展。目前，中国电信正在牵头联合主设备、芯片等业内主流厂商，积极推进

上行增强创新技术方案的研究、标准化和产品实现相关工作。 

在 5G TDD 系统的典型时隙配置中，下行占比相对较高，可以满足 eMBB 2C 业务

的下行速率要求，但应对面向垂直行业的部分 2B 业务的上行速率和时延要求，

仍存在很大的技术挑战。为此，中国电信一直在积极探索与研究，致力于提出有

效的 5G 上行增强技术解决方案。 

2019 年 6 月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电信举办了 5G 技术创新发布会，在

全球率先提出了面向 sub 6GHz 的基于时频域聚合的 5G 上行增强创新技术方案。

在该技术方案中，基于 TDD 和 FDD 聚合频谱资源，终端采用 TDM 方式持续发送上

行业务数据，进而大幅度提升 5G 系统上行速率性能。相比于 5G 频谱，4G 频谱

具有更优的传播特性，因此，中国电信 5G 上行增强创新技术方案将同时有助于

改善 5G 网络的上行覆盖性能。 

GSMA 是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组织，其成员涵盖 220 个国家

地区近 750 家移动运营商，以及 400 多家包括手机制造商、软件公司、设备供应

商、互联网公司以及诸多行业专业领域在内的移动生态产业链企业。携手 GSMA，

中国电信将聚合 5G 产业链多方力量，共同推进 5G 上行增强创新技术方案研究，

并适时推进 5G 上行增强相关标准化工作和产品研发进程。 

中国电信将一如既往地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践行共享、共创、共赢的发展理

念，携手 5G 产业合作伙伴，以技术创新推进 5G 高质量发展，共同寻求和构建最

优体验的 5G 产品解决方案。（C114 通信网） 

2.9  中国联通与一汽解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 月 14 日，中国联通与一汽解放在长春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方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推进商用车智能网联化发展。会上，中国联通吉林省分公司、联通智

网科技与一汽解放还签署了“5G/V2X 智能网联联合实验室”协议。一汽集团副

总经理雷平、一汽解放董事长胡汉杰，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政企客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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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经理李广聚、吉林联通总经理张作良、联通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江山

等出席签约仪式。会上，中国一汽副总经理雷平、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分别

讲话，表示未来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彼此助力，共同推动商用车智能网联

化发展。签约后，一汽解放将全新一代世界级重卡解放 J7 的车模赠予中国联通。

同时，中国联通也向一汽解放赠送了联通首款自主品牌 5G 数据终端“先锋者一

号”。根据中国联通与一汽解放签署的战略协议，双方将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综合信息服务等多领域全面合作，联合开展基于车联网、自动

驾驶以及工业互联网等创新业务的研究，携手致力于 5G、V2X（车与万物互联）、

汽车模组技术等领域的测试、验证、开发及应用，提供优质高效、定制化的综合

信息和移动出行等服务。 

根据“5G/V2X 智能网联联合实验室”协议，三方将在车联网、自动驾驶、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展开合作，有效利用三方优势，共同推进 5G/V2X 智慧交

通、无人驾驶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全新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 

此次签约仪式上，面向商用车领域内实际运行中安全服务需求，中国联通、一汽

解放、联通智网科技联合行业优秀合作伙伴，成功完成了贯穿车内 AI 驾驶行为

感知、5G 远程紧急处置、5G 远程辅助驾驶和紧急救援场景的业务融合验证，为

后续特定场景以及开放场景商用车 5G 智能网联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在 5G 时代，中国联通将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拓展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纵深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全力推进 5G 网络建设和互联网化运营转型。中国联通与

一汽解放的深入合作将大幅提升双方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竞争力, 实现信息化

与工业化的高度融合，也将对国内汽车行业、通信行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C114 通信网） 

2.10  阿里重金砸向数据中心 浙大网新子公司华通云携手布局 

阿里正在快速强化其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布局。8 月 12 日晚间，浙大网新(600797)

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华通云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下称阿里）于近日

签署了包含 ZH12 数据中心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记者注意到，今年 3 月，数据港(603881)也发布公告称，已与阿里签订了关于

ZH13 等五个云计算数据中心基地园区项目的合作备忘录，明确约定了项目合作

内容、合作周期、费用结算等主要商务条款。 

华通云与阿里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显示，基于双方是各自所在区域的优势企业，

拥有良好的商誉和丰富的资源，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提升合作层级，

就数据中心项目达成合作共识，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实施 IDC 数据中心机房项目。 

华通云将根据阿里的选址，按照其提供的定制化数据中心的技术和运营服务保障

等要求，进行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及负责提供数据中心运维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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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云与阿里将合作建设 ZH12 数据中心，阿里将分批给予华通云数据中心建设

量，初始授予 1 个模块，后续根据实际履约情况，获取后续份额，累计 3 个模块。 

据悉，华通云将设立项目公司，负责 IDC 项目建设及运营全过程管理、项目运营

所需机电设备的投资建设等。项目建设完毕经阿里验收合格后，双方完成签订“数

据中心服务协议”，华通云向阿里提供运维服务，并通过收取数据中心运维服务

费确认业务收入。 

上述《合作备忘录》中针对机柜月服务费的定价、数据中心机房服务费用结算模

式和空置费进行了约定。在 10 年的运营期限内，浙大网新通过上述 1 个模块的

服务总收入为 5.28 亿元（不含电力服务费），3 个模块的总收入为 15.84 亿元（不

含电力服务费）。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阿里在数据中心领域频频放出大单。今年 3 月，数据港

就与阿里签订了关于 ZH13 等五个云计算数据中心基地园区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此前的公告显示，在该项目运营期限内，数据中心服务费总金额约为 40.44 亿元

（不含电力服务费）。 

公开信息显示，去年 6 月，阿里广东云计算数据中心河源项目动工建设，该项目

总投资 150 亿元；去年 9 月，杭州余杭区举行 2018 年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暨集中签约活动，其中就包括投资达 60 亿元的阿里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仁和项

目。 

在上述《合作备忘录》的签约双方里，除了阿里，另一个主角就是华通云。资料

显示，华通云是一家国内技术领先的新型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主营业务包括

IDC 托管服务、互联网资源加速服务和云计算服务。 

浙大网新在 2018 年报有关风险提示的部分谈到，如华通云未来经营业绩不达预

期，收购华通云 80%股权的交易形成的商誉存在继续减值的风险，减值金额将计

入公司利润表，从而对本公司未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数据显示，在收购华通云 80%股权的过程中，浙大网新增加了超过 12 亿元的商

誉。根据华通云商誉减值测试中的预测，华通云在 2019 年至 2023 年主营业务收

入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9.36%。（C114 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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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公司公告 

3.1  天孚通信：王志弘累计减持 38 万股 减持计划已执行完毕 

天孚通信(300394.SZ)公布，近日，公司收到王志弘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的告知函》，王志弘此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执行完毕。王志弘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2019 年 8 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3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910%。此次减持后，王志弘持股比例由 0.8037%降至 0.6126%。 

3.2  硕贝德：总经理温巧夫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90万股 占总股本的 0.71% 

8 月 16 日，硕贝德（证券代码：300322）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温巧夫

的《减持股份的告知函》，温巧夫为降低个人股票质押比例和满足个人资金需求，

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2019 年 8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

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9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130%。温巧

夫承诺在本次减持后六个月内不主动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

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等行为。 

3.3  七一二：上半年净利 6764 万元 同比增 27% 

七一二(603712)8 月 15 日晚间披露半年报，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23 亿元，同比增长 17.69%；净利润 6764.05 万元，同比增长 26.97%。每股收

益 0.09 元。随着军队体制改革的逐步落地，公司上半年专网无线通信终端产品

订单增加，公司收到的预付款较年初增长。 

3.4  凯乐科技：控股股东拟强制减持 3%股份% 

凯乐科技(600260.SH)公布，截止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控股股东科达商贸持

有公司 142,174,6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9%；其中累计质押 1.41 亿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9.72%，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99.13%。 

科达商贸于 2019年 8月 13日收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关于荆州科达商贸质押股票违约处置通知》和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凯乐科技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通知书》，申万

宏源和长江资管拟启动对科达商贸质押在申万宏源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江证券”)的凯乐科技股票进行违约处置。 

申万宏源和长江资管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转

让方式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日起

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7

月 17 日至 7 月 31 日，已减持 605 万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进行，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8月 7 日至 8月 9 日，已减持 541.97

万股)。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71993831&fav=1&lan=cn&dlang=cn&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8.4.1.7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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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华测导航：股东尚坤投资拟减持不超 240万股 

华测导航(300627.SZ)公布，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宁波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尚坤投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尚坤投资自公告日

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实施(但窗口期不减持)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40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9%(若此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截

止至公告日，尚坤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128.05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73%。 

3.6  网宿科技：半年度扣非净利润降 67.99%至 1.27 亿元 

网宿科技(300017.SZ)发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1.59 亿元，同比

增长 3.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5 亿元，同比增长 79.1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7 亿元，同比下降 67.99%；

基本每股收益 0.3310 元。 

3.7  新雷能：半年度净利润升 32.17%至 2774.12 万元 

新雷能(300593.SZ)发布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 3.62 亿元，同比增

长 8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4.12 万元，同比增长 32.1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89.53 万元，同比增长

41.68%；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 

报告期公司总销售收入 3.6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81.33%，其中 2018 年收

购的永力科技收入并入公司贡献 9569.85 万元，不含永力科技的收入为 2.66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3.39%。航空、航天、船舶及军工电子领域实现收入 1.68

亿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了 88.90%，通信领域实现收入 1.39 亿元，与上年同

期比较增长了 60.85%；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2775.42 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

了 32.24%。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子公司深圳雷能收入增加导致净利润增

加所致。 

3.8  科华恒盛：拟 3000 万元收购广州德昇 15%股权 

科华恒盛(002335.SZ)公布，公司(“甲方”)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基于公司总体战略规划，为了更好地支持广州德昇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德昇”、“目标公司”或“丙方”)的发展，公司同意与广州德昇少数股东广州市

德永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温洪标(“交易对方”或“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以人民币 3000 万元收购广州德昇 15%股权。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直接及

间接持有广州德昇 100%的股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广州德昇 30%的股权)。 

广州德昇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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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房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软件批发;办公设备耗

材批发;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通讯终端设备批发;办公设备批发;电子产品

批发;计算机整机制造。 

3.9  佳创视讯：陈坤江减持期已过半 累计减持 238万股 

佳创视讯(300264.SZ)公布，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陈坤江、监事李小龙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此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坤江自 2019 年 5 月 17 日

起至 2019 年 8 月 1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38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58%，占计划减持股份数的 12.53%。截至公告日，公司监事李小

龙在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此次减持后，陈坤江持股由 26.99%

降至 26.42%。。 

3.10  富春股份：董事范平及其家属违规减持及致歉 

富春股份(300299.SZ)公布，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收到董事范平关于因误操

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说明及致歉函。2019 年 8 月 16 日，范平的家属因误操作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范平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02 万股，成交均价 5.26 元

/股，成交金额约 26.41 万元。 

范平为公司现任董事，此次减持行为，未在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违反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同时，公司将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披露《2019 年半年度报告》，

上述交易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中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前 30 日内禁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构成违规减持。范平得知家属上述操作后，及时主动通

知公司，并出具了此次违规减持股票的说明及致歉函。此次减持前，范平持有公

司股份 1387.1074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5%。此次减持后，其持有公司股份

1382.087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 

4、 风险提示 

中国 5G 资本开支及商用进展低于预期；国际市场逆全球化影响、贸易摩擦影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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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行业评级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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