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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聚焦 

 梅泰诺 2015 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加 46.55%，20 日起复牌 

 高新兴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20 日起复牌 

 高鸿股份控股子公司股票拟在新三板挂牌 

 中国电信启动 LTE 三期 FDD 无线主设备集采，共 3.3 万载扇 

 工信部：虚商用户总数超 820 万 

 工信部公布 2015 年 6 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 

 美国成功发射第 10 颗 GPS IIF 卫星 

 

■市场回顾 

 上周沪深 300 上涨 1.09%，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上涨 9.26%和 9.76%。

TMT 大板块中通信板块上涨 19.06%，计算机、电子和传媒分别上涨

20.85%、15.92%、和 13.40%。 

 通信板块个股方面，涨跌幅居前分别为: 航天通信（+47.50%）、华力

创通（+44.68%）、国脉科技（+40.53%）、烽火通信（+39.98%）、华星

创业（+36.30%）；涨跌幅居后分别为：波导股份（-19.60%）、新海宜

（-10.96%）、汇源通信（-9.99%）、中国联通（-8.15%）、东方通信

（-3.74%）。 

■投资建议： 

 市场在经历了跌停潮与涨停潮，停牌潮与逐步展开的复牌潮之后，进

入灾后重建阶段。整体上看流动性危机已经解除，市场信心逐步回暖，

后期市场走势将回归常态。阶段性反弹和复牌个股的补涨行情后未来

行业和个股都将更加分化。上周通信板块强势反弹，上涨幅度近 20%，

仅次于军工与计算机板块，目前行业整体对应 2015 年 PE 为 45 倍。

整体业绩来看，2014 年行业业绩增速约为 22%，兑现了 4G 网络和宽

带建设带来的增长预期。展望未来两年，提速降费的政策指导下，运

营商资本开支仍将维持高位，2015 年在 4300 亿元左右，2016-2017 年

累计不低于 7000 亿元，对行业较高的景气度形成支撑，同时行业进

入规模国产替代和海外扩张的阶段、且并购重组的活跃，部分个股将

会有超预期的表现。 

 继续推荐超绩优低估值标的，长期配臵确定性高成长标的。本周重点

推荐中兴通讯、烽火通信、亨通光电、世纪鼎利、吴通通讯、海格通

信。关注 7 月 20 日复牌的高新兴。此外继续重点推荐北斗板块，尽

管调整后估值相对仍然较高，但作为高确定性、高成长的细分行业，

理应享受较高的估值溢价，重点推荐（北斗军工三剑客+高精度龙头）：

海格通信、振芯科技、华力创通与合众思壮。 

 

■风险提示：运营商投资规划不达预期；转型不达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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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末聚焦 

 

1.1. 公告要点 

                         

 梅泰诺发布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公告 

                        公司拟以现金收购上海万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股权，交易金额未确定，但明确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金信诺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张田女士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高新兴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暨复牌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高领投资与福建省连城县教育局签订了项目定期租赁合同，金额为 1.25

亿元，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开市起恢复交易。 

 

 高鸿股份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股票在新三板挂牌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拟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持有大唐融合 4500 万股，

占其发行后总股本的 65.22%。 

 

 梅泰诺发布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91 亿元，同比增加 27.01%；实现归属净利润 2042.33

亿元，同比增加 46.55%。 

 

 新海宜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将持有的 1840 万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2.68%）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东

吴证券，质押期为 362 天。 

 

 中恒电气发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控股股东质押给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的 2600 万股，于 2015 年 7 月 15 解除质押。2015 年 7

月 16 日，将其持有的 1350 万股重新质押给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南京熊猫发布 2014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公告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6 元，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7 月

2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7 月 24 日。 

 

1.2. 运营商动态 

                         

 中国电信发布天翼安全系列产品，联合腾讯构建安全生态圈 

7 月 17 日消息，中国电信发布“天翼安全”系列产品，包括 DDos 防护产品“云堤”、安

全办公产品、支付安全产品“天翼 U 盾”。同时，与腾讯达成合作，推出一款联合开发的

安全 APP 产品“安全中心”。（中国通信网） 

 

 中国电信启动 LTE 三期 FDD 无线主设备集采，共 3.3 万载扇 

7 月 17 日，中国电信官方消息显示，中国电信已经对 LTE 三期工程无线主设备（FDD）

进行公开招标，范围为中国电信相关本地网 LTE 建设所需 LTE-FDD 无线主设备，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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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万载扇。（中国通信网） 

 

 中国电信 17 日发行 40 亿元超短融资券 

公告显示，中国电信定于 7 月 17 日发行 2015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 40

亿元，期限 180 天，采用固定利率发行，发行利率按簿记建档结果确定。（中国通信网） 

 

 T-Mobile 因网络问题打不通 911 被罚 1750 万美元 

T-Mobile 今年先后出现了三次 911 紧急服务停止的故障，在此期间，T-Mobile 用户无法从

移动设备拨打 911 报警。为此，T-Mobile 收到 1750 万美元的巨额罚单，并被勒令马上实

施“合规计划”。（中国通信网） 

                         

1.3. 其他资讯 

 

 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于 7 月 21 日-23 日在北京举行 

7 月 19 日消息，2015 年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于今年 7 月 21 日-23 日在北京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产业融合，互联共享——开拓网络经济新常态，畅想

下一个五年”。（中国通信网） 

 

 爱立信 Q2 销售额同比增长 11%，加快向真正 ICT 企业转型步伐                         

7 月 17 日，爱立信公布了 2015 年第二季度财报，实现净销售额 607 亿瑞典克朗（约合 70.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环比增长 13%。其中，网络业务部门的利润率较上季度出现回

升，加快了成为真正 ICT 企业的转型之路。（中国通信网） 

                        

 工信部：虚商用户总数超 820 万                        

7 月 17 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国际虚拟运营商大会上，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透露，

截止目前，国内共有 42 家企业获得虚商试点批文，26 家企业正式放号开展业务，虚商发

展用户总数超过 820 万。（中国通信网） 

                     

 工信部公布 2015 年 6 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 

                        6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976.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速高 0.8 个百分点，

比上月增速下降 1.3 个百分点。4G 用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净增超过 2400 万，总数

达到 2.25 亿户。（中国通信网） 

 

 美国成功发射第 10 颗 GPS IIF 卫星 

                        7 月 15 日，美国空军 GPS IIF-10 卫星搭乘阿特拉斯-5 型(Atlas V)运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卡

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成功发射，GPS IIF 系列是新一代的定位、导航与授时卫星。（北斗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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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周要闻回顾 

 

2.1. 公告要点 

 

 国脉科技发布战略合作公告 

2015 年 7 月 13 日，公司与一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联合打造物联网 B2B 垂直电

子商务平台的战略合作协议。 

  

 海能达发布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 

公司与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签署合同，为其提供无线通信网络和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及相

应的终端产品，金额约 4481 万元，9 个月内交付。 

  

 烽火电子发布关于公司切实维护资本市场持续稳定的公告 

近 6 个月内减持过公司股票的董事及高管承诺在 3 个月内增持，增持股数不低于期间减

持股数，并承诺增持后 6 个月内不减持。 

  

 佳创视讯发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亏损 531.59 万元 ～664.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40%，去年同

期公司亏损 885.98 万元。 

  

 杰赛科技发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2015 年 7 月 14 日，公司修正 2015 年上半年业绩为盈利 1,422.79 万元–1991.91 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50% - 30%。2015年 4月 22日公司曾预告上半年盈利变动幅度-15%至 15%。 

  

 科华恒盛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意向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科众与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数据中心合作协议，协议金

额预计为 3 亿元，具体由天地祥云每月按照占用的机架资源向北京科众按实支付费用。 

  

 迪威视讯发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亏损 2278 万—2117 万，比上年同期下降 325%—295%。 

  

 金亚科技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因公司及周旭辉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公司存在暂停上市风险。 

  

 欧比特发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 2015 年上半年盈利 2550 万元-29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07.92% 至 136.46%。 

  

 天源迪科发布关于维护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全体董监高承诺年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  

  

 永鼎股份发布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停牌的进展公告 

停牌进展，筹备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5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员工自筹

资金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借款。 

  

 光环新网发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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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上半年盈利 4500 万元-5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05%-28.94%。 

  

 光环新网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增持约 650 万元，承诺 6

个月内不减持。 

  

 高鸿股份发布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拟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贷款 2 亿元，贷款期限一年，利率为贷款基准利率。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六三发布关于董事、监事及公司管理层承诺购买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5 年 7 月 9 日增持公司股票 10.1 万股，价格为 10.65 元/股。 

  

 号百控股发布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择机增持公司股票，且在增持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前述增持的股票。 

  

 上海普天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公司董监高承诺一年内不减持现持有的公司股票，控股股东承诺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

司股票。 

  

 金亚科技发布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15 年上半年亏损 8,138 万元-8,620 万元，同比下降 886.49%-933.08%。 

  

 二六三发布关于董事、监事及公司管理层承诺购买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监事会主席 2015 年 7 月 14 日增持公司股票 4.9 万股，成交均价为 14.99 元/股。 

  

 迪威视讯发布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董事孟向阳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董事长提名黄惠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海格通信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海格通信发布关于收购广东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有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之补充协议 

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司与转让方代表古苑钦签订补充协议，因怡创科技完成 2014-2016

年度经营目标，公司受让怡创科技 44%股权、有华信息 100%股权。 

  

 朗玛信息发布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与成都新基因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共同投资 3000 万元（公司出资 2100 万元）

设立贵州新基因格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从事第三方医学检验业务，占股 70%。 

 

 汇源通信发布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事项公告 

公司拟向六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4 亿股，募集不超过 20 亿元资金，部分

用来购买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资本市场环境终止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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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发信息发布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之长城特发智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进展公告 

公司拟向长城特发智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金额为 1.1 亿元。7 月 16 日，智想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 亿元已足额认购完毕。 

  

 奥维通信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告 

（1）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1.81 亿股，价格为 9.78 元/股。由于 2014 年利润

分红方案为每 10 股 0.1 元，价格调整为 9.77 元/.股。（2）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不

超过 954 万元，以 2015 年 7 月 7 日收盘价 11.36 元计算，数量约为 84.13 万股。 

 

 金亚科技发布关于公司受让周旭辉持有的成都天象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计划受让实际控制人周旭辉持有的天象互动 10%股权，该股权作价 22,000 万元以归

还其占用公司的资金，冲抵完后的剩余部分作为金亚科技对周旭辉的负债。本次交易构

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拓维信息发布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5年 07月 16 日，公司拟向部分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61.39 万股，

价格为 23.12 元/股，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杰赛科技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增持了公司股份 503,618 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98%，

且视情况不排除继续增持。 

  

 迪威视讯发布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7 月 13 日，公司大股东将质押给德邦证券 753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解除质押。 

  

 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发布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7,702.5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69%），将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可上市流通。 

  

2.2. 运营商动态 

                         

 联通否认 2017 年将关闭 GSM 网络 

针对近日传闻“中国联通 2G 退网已经有明确计划，2017 年关闭 GSM 网络”，联通官方

发言人指出，该消息并不实。（中国通信网） 

  

 中国移动 12582 基地核心平台安全升级 

中国移动 12582 基地核心平台，今年 3 月梳理了 35 个 SI（业务接入方）业务使用方及其

使用的 14 组接口共 67 种系统服务，为每个 SIcode 绑定它能使用的接口，在此基础上完

成了给 SI 添加权限控制的安全升级。（中国通信网） 

  

 湖南联通采购 71 套中兴力维动环监控设备 

因 2015 年接入机房和移动基站配套更新改造工程建设需要，湖南联通更新采购中兴力维

基站动环监控设备 71 套。考虑到兼容性问题，本次采购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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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信网） 

 

 中国移动公布网络愿景 2020+：聚焦 4G 持续演进、网络转型与 5G 创新 

7 月 15 日消息，在备受关注的 GTI 上海峰会上，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介绍了中国移动

技术愿景 2020，即建立精品的智慧网络，实现万物互联，面向“互联网+”实现传统行

业和信息化的连接。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移动将聚焦 4G 提速升级、网络转型、5G 创

新这三个方面。（中国通信网）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正式亮相 

7 月 15 日消息，在上海的举办第十届“中国联通国际合作伙伴会议”上，中国联通国际

公司的管理团队正式亮相，由左风担任总经理。早在 6 月 24 日，联通就在北京宣布国际

公司正式成立，旨在加快组建全球统一的产品、交付、维护和客服中心，加快布局海外

POP 点、数据中心、云计算、CDN 和增值业务。（中国通信网） 

  

 中国移动今年 1-5 月 4G 手机销量 1.15 亿部 

7 月 15 日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移动 4G 手机终端发展迅猛，1-5 月 4G 手机销量达到

1.15 亿部，且入网的 4G 手机中，支持移动频段的占比高达 80%，为推动 4G/TD-LTE 加

快普及作出贡献。（中国通信网） 

  

 奚国华 GTI 主题演讲：今年再增 40 万基站确保 4G 网络三领先 

7 月 15 日消息，在 GTI 上海峰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在演讲中表示，高速移动网

络是“互联网+”的基础，今年中国移动将再建设 40 万个基站，实现广覆盖的适度领先、

连续覆盖的相对领先和深度覆盖的绝对领先。（中国通信网） 

 

 中国移动发布 NovoNet2020 愿景，推出下一代网络品牌 

7 月 16 日消息，中国移动在上海世界移动大会和 GTI 亚洲大会期间，正式向产业界推出

下一代革新网络 NovoNet，并发布 NovoNet2020 愿景。中国移动将从顶层设计、标准推

动、开源开发等多个层面全面推动 NFV/SDN 产业发展，积极构建 NovoNet 试验网，推

动 NovoNet 网络技术和管理成熟。（中国通信网） 

  

 中国移动十余城测试 TDD+FDD 载波聚合，只待 FDD 牌照 

7 月 16 日消息，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期间，中国移动重点展示了在载波聚合方

面的最新进展。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中国移动正在十几个城市试验 TDD+FDD 的混合载

波聚合，只期待能获得 FDD 牌照。（中国通信网） 

  

 湖北：电信资费不再实行政府定价 

湖北省物价局消息，将于 8 月 1 日起执行的新版《湖北省定价目录》大幅缩减了政府定

价项目，定价项目由原来的 92 项，减至 43 项。值得注意的是，电信业务资费将不再实

行政府定价。（中国通信网） 

 

2.3. 其他资讯 

                         

 苹果抢走手机市场 92%利润 

7 月 13 日消息，据咨询公司 Canaccord 统计，得益于苹果的高价策略，苹果公司以售出

设备占行业总量不足 20%的销售数量，占据智能手机行业营业利润的 92%，较去年的 65%

提升巨大，高居八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之首。（中国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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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携手欧洲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欧盟 5G 研究 

7 月 1 日，欧盟 Horizon 2020 框架 5G 旗舰项目 5GPPP 宣布项目第一阶段正式启动，标

志着欧洲 5G 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华为作为 5GPPP 的关键贡献成员，参与了该项

目框架下的 5 个核心项目。（中国通信网） 

  

 GSMA：中国智能手机使用率已超欧洲 4G 手机成销售主力 

7 月 13 日消息 ，GSMA 移动智库最新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智能手机使用率

在 2015 年第一季度末已达到 62%，超过了欧洲 55%的平均水平，且 4G 手机现已成为智

能手机的销售主力，这加速了中国从 3G 网络向 4G 网络的迁移。（中国通信网） 

  

 GSMA 报告：2014 年移动产业为亚太经济贡献 1.1 万亿美元 

7 月 13 日消息，GSMA 移动智库发布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在移动宽带和智能手机日益普

及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的移动产业目前每年为该地区的经济贡献超过 1 万亿美元，相当

于该地区 GDP 的 4.7%，其中移动运营商的直接贡献逾四分之一。（中国通信网） 

  

 北斗移动通信一体化芯片发布会暨智能终端北斗应用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2015 年 7 月 10 日，“北斗移动通信一体化芯片发布会暨智能终端北斗应用高峰论坛”在

北京召开。国内外数十家企业和高校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展示了北斗在智能手机中的

应用。（北斗网） 

 

 华为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接近 5000 万台 

7 月 15 日消息，在“2015 年世界移动大会-上海”开展前夕举行的“全球终端峰会”上，

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表示，华为 2015 年上半年在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接

近 5000 万台。（中国通信网） 

  

 爱立信领导欧盟 5G 标准化项目 

爱立信作为欧盟新 METIS-II 项目的协调者，将继续领导 5G 系统开发。该项目将发展 5G

无线系统的整体设计，以及 5G 发展路线图建议，将在 5G-PPP 项目中发挥关键的协调作

用，汇集关键厂商共同推进 5G 系统架构的发展。（中国通信网） 

  

 紫光集团拟 230 亿美元收购美光科技，谋变“中国三星” 

近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清华紫光集团已经出价 230 亿美元收购美国存储芯

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有专家称，若收购成功，紫光有望构建一个“中国三星”。目前，对

此消息紫光集团称“不予臵评”，美光科技发言人则回应尚未收到收购要约。（中国通信

网） 

  

 新疆兵团一师阿拉尔市：650 余辆客运车辆安装北斗系统 

据新疆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客管办消息，阿拉尔市 650 余辆客运车辆已经安装了北

斗系统终端。北斗终端的安装与使用，能够满足监管部门对车辆运行时车辆内部情况、

车辆行驶情况、突发事故事后查证等需求。（北斗网） 

 

 苹果手机二季度销量再创新高达 5100 万部 

来自瑞银（UBS）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受到在中国销售增长的推动，苹果 iPhone 第二

季度发货量将创下新高，预计将达到 5100 万部。分析认为，苹果取得如此佳绩，与其推

出 4.7 英寸 iPhone 6 和 5.5 英寸 iPhone 6 Plus，实施大屏化策略密切相关。（中国通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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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协会携工信部发布 2015 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 

7 月 15 日消息，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在京联合发布 2015 年“中国互联网企

业 100 强”排行榜。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奇虎 360、搜狐、网易、新浪、携程、

搜房网位列 2015 年中国互联网百强榜前十位。（中国通信网） 

  

 福布斯最具价值品牌榜：苹果微软谷歌位列三甲 

近日，在福布斯最新评选出来的全球最具价值品牌中，科技行业表现非常强劲。苹果以

1043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再一次拔得头筹，微软和谷歌分别位列第 2、3 位。（中国通信网） 

  

 京津冀北斗区域应用示范项目工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7 月 15 日，京津冀北斗卫星导航区域应用示范项目工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

示，京津冀区域应在智慧交通、物流仓储、城市安防、智能养老、智慧旅游等北斗应用

领域开展示范，使北斗系统的发展充分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去。（北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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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回顾 

 

上周沪深 300 上涨 1.09%，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上涨 9.26%和 9.76%。TMT 大板块中通信

板块上涨 19.06%，计算机、电子和传媒分别上涨 20.85%、15.92%、和 13.40%。 

 

图 1：板块一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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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板块个股方面，涨跌幅居前分别为: 航天通信（+47.50%）、华力创通（+44.68%）、

国脉科技（+40.53%）、烽火通信（+39.98%）、华星创业（+36.30%）；涨跌幅居后分别为：

波导股份（-19.60%）、新海宜（-10.96%）、汇源通信（-9.99%）、中国联通（-8.15%）、东

方通信（-3.74%）。 

 

表 1：通信板块个股周涨跌幅排行榜 

周涨跌幅前五名 

代码 公司名称 周涨跌幅（%） 收盘价（元） 总市值（亿元）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换手率（%） 成交额（亿元） 

600677.SH 航天通信 47.50% 25.62 106.69 19.11 25.62 38.00% 34.49 

300045.SZ 华力创通 44.68% 17.42 96.70 12.04 17.44 19.32% 9.85 

002093.SZ 国脉科技 40.53% 15.11 130.70 10.76 15.11 23.97% 27.33 

600498.SH 烽火通信 39.98% 26.96 282.25 21.19 27.24 20.94% 50.60 

300025.SZ 华星创业 36.30% 19.94 42.72 14.63 19.94 60.01% 14.64 

周涨跌幅后五名 

代码 公司名称 周涨跌幅（%） 收盘价（元） 总市值（亿元）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换手率（%） 成交额（亿元） 

600130.SH 波导股份 -19.60% 9.72 74.65 9.01 13.12 69.08% 57.61 

002089.SZ 新海宜 -10.96% 18.77 129.01 17.07 21.80 16.31% 14.45 

000586.SZ 汇源通信 -9.99% 17.02 32.92 17.02 18.91 0.20% 0.06 

600050.SH 中国联通 -8.15% 7.21 1,528.27 6.66 8.21 12.85% 201.14 

600776.SH 东方通信 -3.74% 12.60 158.26 10.77 14.82 20.01% 24.91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安信重点覆盖公司一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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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 

 

本周重点关注及投资建议 

 

市场在经历了跌停潮与涨停潮，停牌潮与逐步展开的复牌潮之后，进入灾后重建阶段。

整体上看流动性危机已经解除，市场信心逐步回暖，后期市场走势将回归常态。阶段性

反弹和复牌个股的补涨行情后未来行业和个股都将更加分化。上周通信板块强势反弹，

上涨幅度近 20%，仅次于军工与计算机板块，目前行业整体对应 2015 年 PE 为 45 倍。整

体业绩来看，2014 年行业业绩增速约为 22%，兑现了 4G 网络和宽带建设带来的增长预

期。展望未来两年，提速降费的政策指导下，运营商资本开支仍将维持高位，2015 年在

4300 亿元左右，2016-2017 年累计不低于 7000 亿元，对行业较高的景气度形成支撑，同

时行业进入规模国产替代和海外扩张的阶段、且并购重组的活跃，部分个股将会有超预

期的表现。 

 

继续推荐超绩优低估值标的，长期配臵确定性高成长标的。本周重点推荐中兴通讯、烽

火通信、亨通光电、世纪鼎利、吴通通讯、海格通信。关注 7 月 20 日复牌的高新兴。此

外继续重点推荐北斗板块，尽管调整后估值相对仍然较高，但作为高确定性、高成长的

细分行业，理应享受较高的估值溢价，重点推荐（北斗军工三剑客+高精度龙头）：海格

通信、振芯科技、华力创通与合众思壮。 

 

本周重要点评 

 

吴通通讯：业绩大幅增长，员工持股彰显信心 

事件概要：（1）公司发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员工筹集资金总额上限 1500 万元，按照 1:1

设立 A、B 级份额成立国联吴通通讯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规模上限 3000 万元，未来

6 个月内完成购买，锁定期 12 个月，公司股票 7 月 15 日复牌。（2）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 330.53%-357.20%，盈利 5650 万元

-6000 万元。 

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彰显对未来发展信心。此次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按照一倍杠杆总规

模上限为 3000 万元，以停牌前 7 月 6 日收盘价 23.18 元测算，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上

限约 13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0.56%。公司向管理层以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核心业务骨干

推出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有效绑定员工、高管和股东的利益，同

时彰显了公司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收购成效显著，国都互联有望持续超预期。公司预计 2015 上半年业绩将增长 3.3-3.6 倍，

主要得益于新增子公司国都互联的并表贡献。国都从去年 9 月开始并表，14 年大幅超额

完成对赌，预计 15 年大概率超额完成 7500 万元的对赌。移动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带

来了注册验证码、支付、订单通知等企业移动信息化业务的大量需求，而国都在短彩信

类移动信息化业务和运营服务上竞争优势突出，收入不断取得快速增长。深厚的积累也

有助于公司快速捕捉行业的变化，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保持竞争优势。 

资本运作能力突出，三次收购带领公司迈向更高的平台。公司围绕着“通信制造+信息服

务”的战略，三年稳步推进三次收购，带领公司迈向更高的平台。目前已经完成了对互

众广告收购，打开了数字营销领域广阔的成长空间。互众定位于 SSP，拥有程序化购买

的技术平台优势及丰富的二三线媒体资源，盈利能力突出，承诺 2015-2017 年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 亿、1.3 亿和 1.69 亿，15 年下半年开始并表，又将大幅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投资建议：吴通通讯通过并购战略成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近两次收购大股东都积极参

与增发，此次又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彰显了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我们预计公司

2015-2016 年 EPS 分别为 0.62 元（互众全年备考为 0.77）和 1.01 元，维持买入-B 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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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通光电调研核心观点： 

亨通光电光通信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明显，受益于 4G 建设、宽带战略以及光棒反倾销，

今年光通信行业景气度非常高，同时电力电缆和海缆业务快速增长。牵手中兴能源践行

一带一路战略，海外成长逻辑逐步兑现。收购电信国脉以后将发挥协同作用，从硬件向

系统集成商转变，海外 EPC 工程业务极具发展潜力。公司在手资金充裕，后续仍将围绕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进行外延式拓展。2015 年中报业绩预增 40%-70%长，全

年业绩高增长可期。公司近期筹划员工持股计划，坚定对未来发展信心。我们看好公司

未来的发展前景，继续重点推荐。 

 

图 3：行业估值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015 年中报业绩预告统计（目前 64 公司家发布业绩预告信息，35 家实现盈利并且 15 年

中报预计增长。梅泰诺公布 15 中报，业绩增长 46%） 

 

表 2：2015 年中报业绩预告统计 

券代码 名称 预警类型 预警摘要 预告日期 中报披露日期 

300028.SZ 金亚科技 首亏 净利润约-8620 万元~-8138 万元,下降 886.49%~933.08% 2015/7/16 2015/8/26 

00288.SZ 朗玛信息 预增 净利润约 3203 万元~3660 万元,增长 110%~140% 2015/7/15 2015/8/6 

002151.SZ 北斗星通 续亏 净利润约-2800 万元~-2500 万元 2015/7/15 2015/8/26 

000851.SZ 高鸿股份 预增 净利润约 2110 万元~2700 万元,增长 50.17%~92.16% 2015/7/15 2015/8/25 

300310.SZ 宜通世纪 略增 净利润约 2800.00 万元~3400.00 万元,增长 12.73%~36.88% 2015/7/15 2015/8/22 

300134.SZ 大富科技 预减 净利润约 5000 万元~6000 万元,下降 83.98%~86.65% 2015/7/15 2015/8/28 

300081.SZ 恒信移动 扭亏 净利润约 100 万元~500 万元,增长 104.83%~124.16% 2015/7/15 2015/8/5 

300047.SZ 天源迪科 首亏 净利润约-500 万元~0 万元 2015/7/15 2015/8/12 

300299.SZ 富春通信 预增 净利润约 2153.01 万元~2345.82 万元,增长 235%~265% 2015/7/15 2015/8/22 

300353.SZ 东土科技 预增 净利润约 1300 万元~1344 万元,增长 781%~811% 2015/7/15 2015/8/26 

300002.SZ 神州泰岳 预减 净利润约 8796.52 万元~13194.78 万元,下降 40%~60% 2015/7/15 2015/8/26 

000586.SZ 汇源通信 预减 净利润约 0 万元~200 万元,下降 4.70%~100% 2015/7/15 2015/8/19 

300211.SZ 亿通科技 略减 净利润约 600 万元~800 万元,下降 12.30%~34.23% 2015/7/15 2015/8/20 

300312.SZ 邦讯技术 扭亏 净利润约 0 万元~400 万元,增长 100%~129.12% 2015/7/15 2015/8/26 

300250.SZ 初灵信息 略减 净利润约 811.04 万元~1216.56 万元,下降 10%-40% 2015/7/15 2015/8/25 

300017.SZ 网宿科技 预增 净利润约 30933.17 万元~33833.15 万元,增长 60%~75% 2015/7/15 20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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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45.SZ 华力创通 预增 净利润约 910.85 万元~1121.04 万元,增长 30%~60% 2015/7/15 2015/8/5 

002383.SZ 合众思壮 扭亏 净利润约 0 万元~500 万元 2015/7/15 2015/7/31 

300177.SZ 中海达 预减 净利润约 894.28 万元~2235.71 万元,下降 50%~80% 2015/7/15 2015/8/1 

000829.SZ 天音控股 首亏 净利润约-8820 万元~-7220 万元 2015/7/15 2015/8/28 

000561.SZ 烽火电子 续盈 未发生大幅变化 2015/7/15 2015/8/26 

300264.SZ 佳创视讯 续亏 净利润约-664.49 万元~-531.59 万元,增长 25%-40% 2015/7/14 2015/8/26 

300167.SZ 迪威视讯 续亏 净利润约-2278 万元~-2117 万元,下降 295.00%~325.0% 2015/7/14 2015/8/26 

300053.SZ 欧比特 预增 净利润约 2550 万元~2900 万元,增长 107.92%~136.46% 2015/7/14 2015/8/25 

002544.SZ 杰赛科技 略减 净利润约 1422.79 万元~1991.91 万元,下降 30%~50% 2015/7/14 2015/8/26 

300366.SZ 创意信息 略增 净利润约 2023.05 万元~2119.38 万元,增长 5%~10% 2015/7/14 2015/8/26 

300383.SZ 光环新网 略增 净利润约 4500 万元~5000 万元,增长 16.05%~28.94% 2015/7/14 2015/8/21 

600487.SH 亨通光电 预增 净利润约 12106.85 万元~14701.18 万元,增长 40%~70% 2015/7/11 2015/8/29 

600105.SH 永鼎股份 略减 净利润下降 35%左右 2015/7/11 2015/8/25 

002416.SZ 爱施德 略增 净利润约 7500 万元~8500 万元,增长 29.58%~46.86% 2015/7/11 2015/8/25 

000070.SZ 特发信息 预增 净利润约 3669 万元~4062 万元,增长 40%~55% 2015/7/8 2015/8/25 

002335.SZ 科华恒盛 预减 净利润约 1482.95 万元~3460.21 万元,下降 30%~70% 2015/7/8 2015/8/27 

300025.SZ 华星创业 略增 净利润约 2618.02 万元~3403.43 万元,增长 0.00%~30.00% 2015/7/7 2015/8/20 

300038.SZ 梅泰诺 预增 净利润为 2042 万元，同比增长 46.55% 2015/7/7 2015/7/18 

002396.SZ 星网锐捷 预减 净利润约 1583.46 万元~2639.10 万元,下降 50%~70% 2015/7/7 2015/8/22 

300292.SZ 吴通通讯 预增 净利润约 5650 万元~6000 万元,增长 330.53%~357.20% 2015/7/6 2015/8/26 

300252.SZ 金信诺 预增 净利润约 6685.69 万元~8118.33 万元,增长 40%~70% 2015/7/4 2015/8/25 

300101.SZ 振芯科技 预增 净利润约 3950 万元~4280 万元,增长 251%~280% 2015/6/26 2015/8/25 

002446.SZ 盛路通信 预增 净利润约 4300 万元~4600 万元,增长 603.26%~652.32% 2015/4/30 2015/8/15 

002491.SZ 通鼎互联 续盈 净利润约 8880.83 万元~12015.23 万元,增长-15.00%~15.00% 2015/4/30 2015/8/27 

600485.SH 信威集团 略增 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015/4/30 2015/8/28 

002417.SZ *ST 元达 续亏 净利润约-7500 万元~-5000 万元,下降 5.41%~58.12% 2015/4/29 2015/8/29 

002115.SZ 三维通信 不确定 净利润约-500 万元~1000 万元 2015/4/29 2015/8/27 

002313.SZ 日海通讯 首亏 净利润约-8000 万元~-1000 万元 2015/4/29 2015/8/25 

000836.SZ 鑫茂科技 续亏 净利润约-5000 万元~-4500 万元,增长 15.53%~23.97% 2015/4/29 2015/8/1 

002467.SZ 二六三 略减 净利润约 5627.63 万元~6682.81 万元,下降 5.00%~20.00% 2015/4/29 2015/8/21 

002194.SZ 武汉凡谷 略减 净利润约 3649.74 万元~5213.91 万元,下降 0.00%~30.00% 2015/4/29 2015/8/28 

002281.SZ 光迅科技 略增 净利润约 9650.12 万元~12545.15 万元,增长 0%~30% 2015/4/29 2015/8/21 

002364.SZ 中恒电气 略增 净利润约 6060.82 万元~6993.26 万元,增长 30.00%~50.00% 2015/4/29 2015/8/21 

002369.SZ 卓翼科技 首亏 净利润约-2500 万元~0 万元 2015/4/29 2015/8/29 

002231.SZ 奥维通信 续亏 净利润约-1300 万元~-300 万元,增长 22%~82% 2015/4/28 2015/8/28 

002093.SZ 国脉科技 预减 净利润约 1507.49 万元~2638.10 万元,下降 30%~60% 2015/4/28 2015/8/28 

300098.SZ 高新兴 略增 净利润约 3800 万元~4300 万元,增长 11.86%~26.57% 2015/4/27 2015/8/26 

002583.SZ 海能达 续亏 净利润约-3000 万元~0 万元 2015/4/27 2015/8/27 

600198.SH 大唐电信 续亏 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2015/4/25 2015/8/22 

002148.SZ 北纬通信 首亏 净利润约-500 万元~0 万元 2015/4/24 2015/7/31 

002316.SZ 键桥通讯 略增 净利润约 1678.82 万元~2136.68 万元,增长 10.00%~40.00% 2015/4/24 2015/8/25 

002547.SZ 春兴精工 预增 净利润约 7492.86 万元~8991.43 万元,增长 50.00%~80.00% 2015/4/24 2015/8/8 

002238.SZ 天威视讯 预增 净利润约 12871.19 万元~15142.58 万元,增长 70%~100% 2015/4/24 2015/8/20 

300050.SZ 世纪鼎利 预增 净利润约 3943 万元~4436 万元,增长 140%~170% 2015/4/23 2015/8/8 

002465.SZ 海格通信 略增 净利润约 13420.02 万元~18788.03 万元,增长 0.00%~40.00% 2015/4/23 2015/8/27 

002089.SZ 新海宜 预增 净利润约 8504.66 万元~10205.59 万元,增长 50.00%~80.00% 2015/4/23 2015/8/26 

002261.SZ 拓维信息 预增 净利润约 11480.96 万元~12524.69 万元,增长 230%~260% 2015/4/13 2015/8/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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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3：上周大宗交易概况 

代码 公司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元） 前一收盘价（元） 折价率（%） 当日收盘价（元）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万元） 

000586.SZ 汇源通信 2015-7-17 17.02 18.91 -9.99 17.02 135.00 2,297.70 

000586.SZ 汇源通信 2015-7-17 17.02 18.91 -9.99 17.02 254.00 4,323.08 

000586.SZ 汇源通信 2015-7-17 17.02 18.91 -9.99 17.02 450.00 7,659.00 

600487.SH 亨通光电 2015-7-13 25.46 28.29 -10.00 31.12 11.00 280.0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4：本周上市公司大事提醒 

代码 公司名称 日期 事件 概况 

300098SZ 高新兴 2015/7/20 复牌  

002313.SZ 日海通讯 2015/7/20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002446.SZ 盛路通信 2015/7/23 股东大会召开  

600775.SH 南京熊猫 2015/7/24 分红派息、除权  

300017.SZ 网宿科技 2015/7/25 中报预计披露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5：近期解禁信息 

代码 公司名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重 解禁后流通股比重 解禁类型 

002313.SZ 日海通讯 2015-7-21 7,702.50 24.69% 10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66.SZ 创意信息 2015-9-7 84.79 0.74% 31.3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446.SZ 盛路通信 2015-9-7 1,676.19 4.48% 44.9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002.SZ 神州泰岳 2015-9-10 1,100.81 0.55% 57.94%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485.SH 信威集团 2015-9-10 149,285.72 51.06% 55.8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522.SH 中天科技 2015-9-24 15,826.33 18.34% 10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53.SZ 东土科技 2015-9-28 7,787.52 45.48% 97.85%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81.SZ 光迅科技 2015-10-15 1,731.72 8.25% 85.83%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6 

报告类型/股票名称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公司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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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A utho rState me nt  

 分析师声明 

张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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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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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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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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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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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类型/股票名称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Table_Ad dres s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深圳市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7 层 

邮  编： 518026 

上海市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6层 

邮  编： 200123 

北京市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9 层 

邮  编： 100034 

 

Tabl e_Sale s  

 销售联系人 

上海联系人 侯海霞 021-68763563 houhx@essence.com.cn 

 梁涛 021-68766067 liangtao@essence.com.cn 

 潘艳 021-68766516 panyan@essence.com.cn 

 朱贤 021-68765293 zhuxian@essence.com.cn 

北京联系人 温鹏 010-59113570 wenpeng@essence.com.cn 

 李倩 010-59113575 liqian1@essence.com.cn 

 周蓉 010-59113563 zhourong@essence.com.cn 

 张莹 010-59113571 zhangying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沈成效 0755-82558059 shencx@essence.com.cn 

 胡珍 0755-82558073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0755-82558087 fanhq@essence.com.cn 

 孟昊琳 0755-82558045 menghl@essen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