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 
 8 日消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

见，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和 TD-LTE 产业发展，发改委将组织实施

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产业化专项。专项以移动智

能终端为着力点，提高移动智能终端核心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能力，

支持重点包括移动智能终端新型应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面向移动

互联网的可穿戴设备研发及产业化、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等八个方面。 
投资分析： 

 TDD-LTE 产业链全面受益。国内 4G 政策上以 TDD-LTE 为主，但

是产业链成熟度相比 FDD-LTE 明显偏弱。本政策将对 TDD-LTE 产

业链企业形成利好，享受国家高技术产业项目的资金资助和税收等

优惠。 
 特别利好 TDD-LTE 智能终端子行业。参照 3G 发展的经验教训，终

端产业链特别是芯片是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当前 TDD-LTE 网络推

广商用过程中，多模多频终端特别是芯片生产制约着行业发展速度。

国家支持将加速子行业发展，相关企业将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和相当

的议价能力。 
 八条重点内容利好相关子行业，据此推荐标的。1）移动智能终端新

型应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利好科大讯飞 002230；2）面向移动互

联网的可穿戴设备研发及产业化，利好北京君正 300223；3）移动

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利好梅泰诺 300038；4）移

动智能终端开发及产业化环境建设，利好中兴通讯 000063；5）高

速宽带无线接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利好中创信测 600485；6）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利好拓尔思 300229。 
 

重点公司 股价 12EPS 13EPS 14EPS PE 评级 

科大讯飞 51.66 0.48 0.68 1.19 76.00 增持 

北京君正 26.54 0.46  0.32 0.57 82.94 增持 

梅泰诺 19.43 0.24 0.37 0.51 52.51 增持 

中兴通讯 18.09 -0.83 0.51 0.79 35.47 增持 

中创信测 11.25 -0.33 0.67 0.81 16.79 买入 

拓尔思 20.87 0.36 0.51 0.63 40.92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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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中创信测：信威注资重组，脱胎换骨

赢未来》 
2013/9/27

《神州泰岳：增资中清龙图，手游连接

腾讯平台》 
2013/9/26

《点评：4G 牌照将发放，晚 4 年奋起直

追》 
2013/9/24

《移动转售进展，获得灵活定价权力》
2013/9/12

《烽火通信：光通信龙头，宽带中国最

受益》 
2013/8/25

《神州泰岳：收购手机动漫，注入成长

新动力》
201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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