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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 月 24 日，华为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召开“connectingthe future”发布会，

发布全球首款 5G 折叠手机——HUAWEMate X。该款手机搭载华为首款 7nm 多模 5G

芯片巴龙 5000+麒麟 980 芯片，下载速度高达 4.6Gbps，3 秒钟即可完成 1G 电影下载；

采用柔性折叠屏，6.6 英寸主屏和 6.38 英寸副屏，展开屏幕比例为 8:7.1、厚度仅为 5.4mm；

使用 55W 华为超级快充，30 分钟快速充电至 85%。华为 MateX 售价为 2299 欧元，将

于 19 年年中正式起售。 

点评： 

 折叠屏为 5G 手机终端形态提供新方向。华为 Mate X 采用柔性屏外折方案，全屏展开为 8

英寸屏幕，视觉效果媲美平板。除了华为，近期三星、小米等厂商纷纷公布自家的折叠屏

手机。在主流手机厂商的引领下，折叠屏将成为 5G 手机终端形态的主流选择之一。一是

由于 5G 的高速下载速率进一步刺激用户使用手机观看超高清视频、直播、手游等，而大

屏有助于提高视觉体验；二是折叠屏手机可提供分屏互动，同时满足用户的娱乐和办公需

求。 

 5G 手机网速飙升催生更多新型应用。华为的 Mate X 率先实现业界标杆的 5G 峰值下载速

度：4.6Gps，向用户展示了 5G 手机的极速体验。5G 网速飙升促进手机应用与 VR/AR

技术的融合，催生新型的社交、购物、娱乐等应用。 

 当下时点，埋头苦干或许更为重要。目前市场存在一些隐忧，认为 5G 手机是 4G 手机的

延伸，不会出现 3G 手机时期的颠覆性创新。其实在 3G 初始发展时期也曾存在此类担忧。

当时欧洲运营商认为 3G 应用前景尚不明朗，因此对 3G 网络建设热情不高。而日本运营

商却抓住 2G 语音向 3G 数据的演变机遇，推出 i-mode 模式提供收发邮件、浏览新闻等

服务，从此拉动日本移动市场长达 10 年的增长。5G 是全球通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

然目前 5G 杀手锏应用尚不明晰，但积极进行 5G 网络建设与应用创新探索，才能更多挖

掘 5G 价值，深刻改变商业和社会生态。 

 建议重点关注 5G 终端的创新和应用的催化进程，关注手机终端组件、AR/VR、在线交互

（如游戏、视频）等产业环节的变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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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通信行业重点公司估值表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股价（元/股） 市值（亿元） 净利润（百万元） EPS（元） PE 

2019/2/25 2019/2/25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000063 中兴通讯 30.31  1195.29  5386 -6416 4331 1.09 -1.53 1.03 33 -13 19 

300308 中际旭创 58.20  276.72  162 722 1064 0.5 1.52 2.24 172 29 19 

600498 烽火通信 34.44  402.50  903 933 1172 0.78 0.8 1 39 34 27 

600522 中天科技 10.30  315.81  1798 2184 2594 0.59 0.71 0.85 24 11 10 

000938 紫光股份 39.82  581.06  2631 1861 2340 1.51 1.28 1.6 48 26 21 

002396 星网锐捷 22.39  130.60  389 607 795 0.61 0.82 1.08 50 14 11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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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方

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

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与公司有关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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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关联机构在法

律许可情况下可能持有或交易本报告提到的投资标的，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标的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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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Buy） 

增持（Out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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