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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4 月 10 日 行业研究●证券研究报告 

通信 行业动态分析 

RCS 升级 5G 消息，开放生态多方受益 

 

投资要点 

 

 5G 消息：RCS 的升级，5G 应用先行者。4 月 8 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三大运营商联合举行线上发布会，发布《5G 消息白皮书》，宣布共同启

动 5G 消息业务。5G 消息即富媒体消息 RCS（Rich Communication Services & 

Suite）在 5G 下的应用，是对传统短消息服务的升级，将通话、消息、联系人

三个入口在运营商层面即进行融合，可以在短信界面上实现 App 的各类丰富应

用。5G 消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用户与个人用户之间交互的消息，另一类

是行业客户与用户之间交互的消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已将 RCS

纳入 5G 终端的必选功能，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业务呈现、统一的功能

体验，加快业务快速普及和规模发展。根据华为在发布会上表示有望在 6 月实

现支持国内 5G 消息商用。 

 5G 消息有望构建开放生态，多方有望受益。我们认为 5G 消息生态系统中，运

营商、行业客户、终端厂商、个人用户，以及相关联的 AI、SDK 技术提供商，

均有望在 5G 消息服务过程中获益。其中，运营商从通信服务向信息服务拓展，

有望凭借 5G 消息牢牢掌握入口，充分挖掘用户价值，争夺 5G 流量红利。MaapP

平台实现行业消息的交互化，实现消息的多媒体化、轻量化，提供者可以是运营

商，也可以是专门的平台开发者；在 5G 消息生态中提供服务的移动互联服务提

供商和视频通信服务商也有望受益。此外，5G 消息业务的推动，还需要运营商

核心网、BOSS 系统等系统的相应升级，相关运营商业务系统集成商有望受益。 

 投资建议：随着三大运营商合力推进 5G 消息，相关终端厂商的配合，RCS 有

望成为 5G 首个大规模落地的应用。《5G 消息白皮书》阐述了 5G 消息的核心

理念，明确了相关业务功能及技术需求，提出了对 5G 消息生态建设的若干构想，

有望通过产业链协同，构建 5G 消息大生态。运营商、行业客户、终端厂商、个

人用户，以及相关联的 AI、SDK 技术提供商，均将在 5G 消息服务过程中获益。

其中，运营商、MaaP 平台、移动互联网服务商、视频通信服务提供商均有望重

点受益。A 股市场建议关注 5G 消息的相关核心厂商：中国联通（600050.SH）、

中嘉博创（000889.SZ）、吴通控股（300292.SZ）、梦网集团（002123.SZ）、

天源迪科（300047.SZ）。 

 风险提示：5G 建设进度及 5G 手机销量不及预期；交互体验不及预期导致 5G

消息用户推广较慢；现有 APP 生态强大，用户习惯迁移不及预期；运营商、手

机终端、系统供应商等协调合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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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G 消息：RCS 的升级，5G 应用先行者 

4 月 8 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联合举行线上发布会，发布《5G 消

息白皮书》，宣布共同启动 5G 消息业务。除了三大运营商外，华为、小米、vivo、OPPO、中兴、

魅族及三星等主流手机厂商也纷纷站台。产业链各方协力，标志着 5G 消息即将进入全面加速，

节奏超预期。 

图 1：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 5G 消息白皮书 

 

资料来源：《5G 消息白皮书》华金证券研究所 

5G 消息即富媒体消息 RCS（Rich Communication Services & Suite）在 5G 下的应用。RCS

是 2008 年由 GSMA（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提出的一

种通讯方式，核心是打破传统短信的文字限制，融合了语音、消息、状态栏、地理位置等通信服

务，用以丰富通话、短信、联系人等手机原生应用的客户体验。 

5G 消息业务是对传统短消息服务的升级，将通话、消息、联系人三个入口在运营商层面即

进行融合，可以在短信界面上，实现 App 的各类丰富应用。5G 消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用

户与个人用户之间交互的消息，另一类是行业客户与用户之间交互的消息。个人用户与个人用户

之间的消息还分为点对消息、群发消息和群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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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G 消息的两类 

 

资料来源：《5G 消息白皮书》、华金证券研究所 

个人用户间传送消息方面，消息可支持多种媒体格式，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表情、

位置和联系人等，支持在线和离线消息，并可向用户提供消息状态报告和消息历史管理。  

图 3：个人用户与个人用户间的 5G 消息 1  图 4：个人用户与个人用户间的 5G 消息 2 

 

 

 

资料来源：人民网，华金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人民网，华金证券研究所 

行业用户与个人用户间方面，行业客户以 Chatbot 形式与个人用户通过运营商网络进行交互，

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以 RCS 信息形式呈现在用户的消息界面上，能为企业、商家和用户提供更

出色的沟通服务平台，实现“消息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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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行业用户与个人用户间的 5G 消息 1  图 6：行业用户与个人用户间的 5G 消息 2 

 

 

 

资料来源：人民网，华金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人民网，华金证券研究所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已形成普遍共识，将 RCS 纳入 5G 终端的必选功能，通

过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业务呈现、统一的功能体验，加快业务快速普及和规模发展。统一的

技术标准可在各类终端存在差异下，降低终端与平台的适配难度，所有用户均可享受到一致的业

务体验。 

在技术要求方面，5G 消息的基本技术要求是运营商基础通信能力的升级，是 5G 时代终端

和运营商网络普遍具有的基础通信能力。在终端上应原生支持，无需用户下载安装应用或操作业

务开关就可以使用 5G 消息功能。同时运营商将升级自身网络设备，实现 5G 消息功能，实现全

球互联互通。 

表 1：5G 消息的技术要求 

5G 消息 

技术要求 
具体方面 

终端要求 
支持 GSMA RCS Universal Profile v2.4 及后续升级版本 

支持个人消息和行业消息 

网络要求 
支持 GSMA RCS Universal Profile v2.4 

支持终端接入并正常使用 5G 消息功能 

行业接入要求 
可向运营商申请开通 chatbot 

调用运营商的 API,实现终端间的 5G 消息交互 

资料来源：《5G 消息白皮书》，华金证券研究所 

国内预计 6 月实现 5G 消息商用。华为在发布会上表示：公司支持移动 5G 消息业务，3 月

已入场试点大区启动联调测试，4 月 10 日计划打通 First Call，6 月支持 5G 消息商用，同时将持

续与运营商保持消息领域的长期沟通与合作，共同做大 5G 消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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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G 消息有望构建开放生态，多方有望受益 

中国三大运营商率先推出 5G 消息业务，可覆盖全部中国移动用户，并实现与全球其他运营

商用户的互联互通。未来全球更多运营商加入到 5G 消息生态系统中，覆盖用户将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消息通道，将使所有行业客户享受到完全平等的接入能力。全球运营商与行业合作伙伴共

同建立的 5G 消息业务生态将是一个标准、开放、共赢的生态体系。 

图 7：5G 消息生态 

 

资料来源：C114，华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 5G 消息生态系统中，运营商、行业客户、终端厂商、个人用户，以及相关联的

AI、SDK 技术提供商，均有望在 5G 消息服务过程中获益。 

运营商：从通信服务向信息服务拓展，有望凭借 5G 消息牢牢掌握入口，充分挖掘用户价值，

争夺 5G 流量红利。运营商一直扮演“管道工”的角色，在 4G 时代无法参与到流量经营分享高

价值，其短信业务也逐渐更多只在 B2C 的消息中出现。5G 消息业务的展开，一方面，有望重振

运营商短信业务，另一方面，5G 消息有助于其掌握新入口，直接开展数字流量的商业探索。 

MaaP 平台：5G 消息基于 GSMA RCS UP 标准构建，实现消息的多媒体化、轻量化，通过引

入 MaaP 技术实现行业消息的交互化。MaaP 平台化的行业服务能力，将弥补传统短信用户体验

单一、交互性不足等弱点，未来可实现去 APP 化和直达用户的更为快捷、安全、全媒体化、全

球互通体验的消息服务。MaaP 平台的提供者可以是运营商，也可以是专门的平台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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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用户、企业、消息平台构建的 RCS 生态 

 

资料来源：爱范儿，华金证券研究所 

移动互联服务商：5G 消息是运营商提供的、最底层的入口，用户在消息窗口内即可完成搜

索、对话、交互、支付等一站式业务，将不再需要下载大多数 APP，今后在 5G 消息生态中提供

服务的移动互联服务提供商将有望受益。 

视频通信服务提供商：5G 消息可支持多种媒体格式，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未来

可能大量视频通信通过 5G 消息入口完成，这将带动视频通信的大量增长，运营商或自己开发或

由相关视频通信技术厂商提供相关服务。 

此外，5G 消息业务的推动，还需要运营商核心网、BOSS 系统等系统的相应升级，相关运

营商业务系统集成商有望受益。 

三、投资建议 

随着三大运营商合力推进 5G 消息，相关终端厂商的配合，RCS 有望成为 5G 首个大规模落

地的应用。《5G 消息白皮书》阐述了 5G 消息的核心理念，明确了相关业务功能及技术需求，提

出了对 5G 消息生态建设的若干构想，有望通过产业链协同，构建 5G 消息大生态。运营商、行

业客户、终端厂商、个人用户，以及相关联的 AI、SDK 技术提供商，均将在 5G 消息服务过程

中获益。其中，运营商、MaaP 平台、移动互联网服务商、视频通信服务提供商均有望重点受益。

A 股市场建议关注 5G 消息的相关核心厂商：中国联通（600050.SH）、中嘉博创（000889.SZ）、

吴通控股（300292.SZ）、梦网集团（002123.SZ）、天源迪科（300047.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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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5G 建设进度及 5G 手机销量不及预期； 

交互体验不及预期导致 5G 消息用户推广较慢； 

现有 APP 生态强大，用户习惯迁移不及预期； 

运营商、手机终端、系统供应商等协调合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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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分析师声明  

    蔡景彦、曾捷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

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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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策的

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

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亦不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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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表、转发、篡改或引用本报告的

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风险提示: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负完全责任，我公司及其雇员对使用

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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