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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资提示： 

 板块回顾：本周（2019/4/15-2019/4/19）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31%，创业板指上涨 1.18%；

通信申万指数上涨 8.52%，其中通信设备指数上涨 8.76%，通信运营指数上涨 6.91%。申

万 28 个一级行业指数周涨幅比较，通信行业涨幅排名第 2，前三大板块分别为：家用电器、

通信，采掘。 

 车联网解决方案亮相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 

1）在展会上华为展示了自己的 T-BOX 产品以及车载以太网高速连接平台解决方案。同时

华为参与的全球最大规模 C-V2X 应用示范区在无锡落地，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的落地指日而

待。 

2）前不久 ARCFOX 也联手华为等全球顶级合作伙伴，发布了全球首个搭载 5G 技术平台

——IMC 智能模块标准架构。该架构在智能层面具备极大的优势，并且结合算力高达每秒

352 万亿次的最强芯片，可以满足 L3 至 L4 等级以上的自动驾驶技术的算力需求，随着 5G

的到来，下游应用场景逐步清晰，车联网解决方案有望在 5G-V2X 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一

步。 

 目前智能驾驶技术处于 L2向 L3的过渡阶段，车路协同是关键 

目前 L2 级别的 ADAS 已经基本成熟，截止至 2018 年底，在中国上市量产的乘用车中大约

10%已经配备 L1-2 级自动驾驶功能，工信部规划 2020 年 L2 级智能汽车渗透率达到 30%。 

而在车联网络技术通信协议中，华为、高通在推动 C-V2X，中国未来预计会以其为主导，

因为 C-V2X 使得运营商可以参与到产业链中来，C-V2X 具体又可以分为 5G-V2X 和

LTE-V2X 两个阶段。前者是基于 5G R15 版本的协议的制定，后者是基于 4G 标准，5G 这

块标准协议的冻结可能要到 2020 年。 

 布局车联网企业业绩持续增长验证行业大发展趋势 

在上市公司层面，高新兴，移为通信等公司较早开始布局了车联网产品，近年来业绩的持

续增长验证了行业的景气向上。本周高新兴正式发布了 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营收

35 亿元，净利润 5.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0%和 32%。从细分的结构来看，车联网营收

绝对值以及占比都有着较高的提升，公司未来主业也会聚焦在车联网产品线上。按照公司

计划，将逐步加大在车联网领域的研发投入，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有望分享即将到来的车

联网盛宴。 

 核心推荐：中兴通讯、宝信软件、烽火通信、中新赛克、光环新网。 

 展会前瞻：ECS2019 中国电子通信与半导体 CIO 峰会；InfoTech 2019 中国（南京）第

六届国际通讯技术产业大会；2019（第四届）全球预商用 5G 产业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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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观点 

车联网解决方案亮相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 

第 18 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亮相国家会展中心，除了各大整车厂商隆重推出自己的新

款车型的之外，作为通信行业的龙头华为也带来了最新的车联网产品及解决方案。 

1）在展会上华为展示了自己的 T-BOX 产品以及车载以太网高速连接平台解决方案。

同时有华为参与的全球最大规模 C-V2X 应用示范区在无锡落地，车路协同智能驾驶的落地

指日而待。 

2）而在前不久 ARCFOX 也联手华为等全球顶级合作伙伴，发布了全球首个搭载 5G

技术平台——IMC 智能模块标准架构。该架构在智能层面具备极大的优势，并且结合算力

高达每秒 352 万亿次的最强芯片，可以满足L3至L4等级以上的自动驾驶技术的算力需求，

随着 5G 的到来，下游应用场景逐步清晰，车联网解决方案有望在 5G-V2X 的道路上更向

前迈进一步。 

 

图 1：上海车展展示自动驾驶  

 

资料来源：C114，申万宏源研究 

 

目前智能驾驶技术处于 L2向 L3的过渡阶段，车路协同是关键 

目前 L2 级别的 ADAS 已经基本成熟，截止至 2018 年底，在中国上市量产的乘用车中

大约 10%已经配备 L1-2级自动驾驶功能，各功能具体渗透率情况见图 2。工信部规划 2020

年 L2 级智能汽车渗透率达到 30%。在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上，谷歌 Waymo 在 2018

年 12 月份正式宣布 L4 级无人驾驶打车服务开始小范围商用；但目前尚无 L4 级别自动驾

驶汽车量产。同时目前 L2 向 L3 跨越需要解决成本较高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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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自动驾驶等级划分  

 

资料来源：SAE，申万宏源研究 

 

同时在 L3级别的自动驾驶上，车路协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减少对传感器的依

赖来降低 L3 级单车智能的成本，即通过路测将道路信息实时传输给车端，而不再需要那么

多价格高昂的传感器去感知。同时也解决单车智能无法准确感知 200 米之外道路事件的缺

陷。 

而在车联网络技术通信协议中，华为、高通在推动 C-V2X，中国未来预计会以其为主

导，因为 C-V2X 使得运营商可以参与到产业链中来，C-V2X 具体又可以分为 5G-V2X 和

LTE-V2X 两个阶段。前者是基于 5G R15 版本的协议的制定，后者是基于 4G 标准，5G 这

块标准协议的冻结可能要到 2020 年。 

图 3：车联网时间表  

 

资料来源：工信部，申万宏源研究 

 

在上市公司层面，高新兴，移为通信等公司较早开始布局了车联网产品，近年来业绩

的持续增长验证了行业的景气向上。本周高新兴正式发布了 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营

收 35 亿元，净利润 5.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0%和 32%。从细分的结构来看，车联网营

收绝对值以及占比都有着较高的提升，公司未来主业也会聚焦在车联网产品线上。按照公

司计划，将逐步加大在车联网领域的研发投入，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有望分享即将到来的

车联网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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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板块回顾及展会前瞻 

2.1 通信板块回顾 

本周（2019/4/15-2019/4/19）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31%，创业板指上涨 1.18%；

通信申万指数上涨 8.52%，其中通信设备指数上涨 8.76%，通信运营指数上涨 6.91%。申

万 28 个一级行业指数周涨幅比较，通信行业涨幅排名第 2，前三大板块分别为：家用电器、

通信，采掘。 

图 4：通信行业估值情况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本周通信板块涨幅靠前标的有：春兴精工、南京熊猫、吴通控股等；跌幅靠前标的有

劲胜精密、中信国安、兆日科技等。 

表 1：通信行业一周涨跌幅前五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涨跌幅（%） 

涨幅前五 

002547.SZ 春兴精工 61.26  

600775.SH 南京熊猫 43.28  

300292.SZ 吴通控股 32.12  

300299.SZ 富春通信 30.40  

000836.SZ 鑫茂科技 24.89  

跌幅前五 

300083.SZ 劲胜精密 -6.19  

000839.SZ 中信国安 -6.06  

300333.SZ 兆日科技 -5.48  

002537.SZ 海立美达 -5.37  

600288.SH 大恒科技 -4.74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本周通信板块调整后振幅靠前标的有：春兴精工、南京熊猫、吴通控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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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通信行业一周振幅前五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周振幅（%） 

002547.SZ 春兴精工 59.12  

600775.SH 南京熊猫 52.75  

300292.SZ 吴通控股 46.68  

300299.SZ 富春通信 46.46  

002231.SZ 奥维通信 35.62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2.2 展会前瞻 

 ECS2019 中国电子通信与半导体 CIO峰会 

时间：2019 年 4 月 25-26 日  地点：深圳  

官网：https://www.huodongjia.com/event-1122467905.html 

2018 年，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加速。传统企业纷纷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用数据

思维驱动业务变革。在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中，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作为新

一代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两化融合的关键技术。作为走在智能制造前沿的电子通信与半导

体行业，利用信息化系统，打造“数字工厂”，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管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数字化变革的时代，您的企业是否做好了准备？以数字化智慧，应对瞬息万变的商业环

境！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供应链等新技术风靡的今天，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

策者，CIO 如何顺势而为，在带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赢得先机？ 

 InfoTech 2019中国（南京）第六届国际通讯技术产业大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10-11 日  地点：南京  

官网：http://www.bitcongress.com/infotech2019/cn/ 

本届大会将继续遵循专业性、前沿性、国际性的原则，特邀国内外 IT 领域具有卓越贡

献的国际专家学者、海内外企业高管、资深学术领军人物做精彩报告，向全世界传递 IT 领

域的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引导 IT 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前沿动向，促进科研成果产

业化合作。本次大会旨在加强信息技术行业间的技术和业务联系，汇集专家和行业领袖分

享技术进步和业务经验，并共同探讨新兴信息技术的机遇。 

 2019（第四届）全球预商用 5G产业峰会 

时间：2019 年 5 月 22-24 日  地点：上海  

官网：http://5gis.chujietech.cn/ 

伴随着全球 5G 研发应用进一步提速，通信行业再一次站在了新技术变革的浪潮之巅。

从国内来看，我国 5G 第三阶段测试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按照计划，我国 5G 将于 2019

年预商用、2020 年正式商用。从国际来看，5G 商用试验也在同步进行，像韩国平昌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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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俄罗斯世界杯 5G 网络的成功演示，都预示着 2019 年将是全球 5G 商用进程全面加速

的关键时段。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 5G 产业峰会，并且将于 2019 年

5 月份继续在上海举办 2019（第四届）全球预商用 5G 产业峰会。旨在促进全球 5G 产业

的发展与统一，增强我国企业在 5G 标准研究和技术试验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地位，推动

我国成为 5G 标准和技术的全球引领者之一。 

3．行业动态 

3.1 政策 

 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参加 2019（第五届）中国开源云计算用户大会。 

近日，2019（第五届）中国开源云计算用户大会在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

软件服务业司相关领导参加大会。大会分析了云计算开源技术产业进展情况，研讨了云计

算与大数据、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数字经济等融合发展的最新态势，分享了开源云计

算典型应用和云端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做法经验。下一步，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将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提升产业供给能力、加快推动企业上云、打造云计算环境下安全保障体系等，与业界

共同推动我国云计算发展迈上新台阶。 

 两部门明确今年支持建设 4G基站约 2万个。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2019 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申报指南》，提

出本年度试点工作将加快偏远和边疆地区 4G 网络覆盖，到 2020 年实现全国行政村 4G 网

络覆盖率超 98%，边疆地区 4G 网络覆盖率显著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2019 年支持建设 4G 基站约 2 万个。同时对试点申报条件、工作程序、保障措施、时间要

求等进行了明确。 

 张峰：SDN/NFV/AI步入务实发展阶段，应用落地提速。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在“2019 年·中国 SDN/NFV/AI 大会”上表

示，以 SDN、NFV、AI 为代表的新兴 ICT 技术整体步入了务实发展的关键时期，将会在更

多场景落地应用，推动网络步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阶段。同时他建议从三点入手，构筑

面向体验、随需、敏捷、开放的高质量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3.2 5G 

 日本四大运营商弃用华为 5G设备。 

4 月 13 日，日本当地媒体报道称，日本将于 2020 年开始提供 5G 商用服务。目前，

该国运营商正在进行搭建相应的网络，用于前期测试。报道中提到，日本四大运营商 NTT 

Docomo、KDDI、软银集团和乐天移动（Rakuten Mobile）已经决定，不会向华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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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5G 设备，而相应的订单将会留给诺基亚、爱立信等通信设备商。日本政府对外表示，

他们对于运营商采购 5G 设备上没有强制干预，而上述决定是四大运营商自己决定的。 

 中国移动开通三沙首个 5G基站，5G信号覆盖延伸到祖国最南端。 

4 月 11 日 23 时，在三沙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移动建设的三沙市首个 5G 基

站正式开通。12 日上午，三沙市 5G 远程医疗超声影像检查应用测试成功完成。由此，中

国移动的 5G 信号覆盖已经延伸到祖国的最南端。在首个 5G 基站开通现场——西沙永兴船

务中心，记者了解到该站主要采用 2.6GHz 频段的网络覆盖，单用户下行峰值速率可达

1.7Gbps。4 月 12 日上午，在三沙永兴岛，借助中国移动的 5G 网络信号，一台 B 超“机

器人”接受了远在三亚的医生的控制，成功完成了远程遥控超声检查测试。据悉，从三月

中旬接到三沙 5G 建站任务开始，中国移动三沙建维团队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克服了特殊气

候、运输难题等岛屿建站的困难，优先把主流先进的 5G 基站架设在祖国南端蓝色国土上，

助力三沙加速步入万物互联时代。 

 美国宣布将释放更多毫米波频谱并承诺 204亿美元补贴。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必须赢得 5G 竞赛，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计划举

行第三次毫米波频谱拍卖，并承诺投资超过 200 亿美元在农村地区部署该技术，将连接多

达 400 万个农村家庭，并为未来的 5G 站点奠定基础。 

 华为在全球已获 40份 5G商用合同。 

据路透社报道，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本周二在该公司的年度分析师大会上表示，截

至 2019 年 3 月底，华为已经在全球获得了 40 份 5G 商用合同，较此前公布的 30 份继续

增长。 

 南京移动完成预商用核心网 5G江苏首呼。 

南京移动首个 5G 预商用站点建设开通，并进行了 5G 首呼，标志着南京完成了 5G NSA

预商用核心网升级改造。在具备 5G 终端的前提下，真正可实现不换卡、不换号体验极速

5G 网络。此次基于 5G 网络的呼叫在 2.6G 频段进行，这一频段是中国移动 5G 的主要使

用频段。 

 中兴 5G旗舰手机率先实现 2Gbps速率。 

。在中兴通讯架构的 5G NSA 现网实验网下,中兴 5G 旗舰手机天机 Axon 10 Pro 率先

实现 2Gbps 速率,仅需 4 秒即可下载一部超高清电影。在该网络环境下,中兴 5G 室内 CPE

实测速率也达到了 2Gbps。5 月初,中兴天机 Axon 10 Pro 将率先在欧洲和中国市场上市。 

 苹果与高通和解签 6年协议，5G版 iPhone可期。 

苹果官宣的此次与高通之间的 6 年协议，包含延长两年期的选择权及一项多年期芯片

组供应协议，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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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光通信 

 中国移动大手笔集采 GPON智能家庭网关：规模超 2000万台。 

日前，中国移动发布 2019 年智能家庭网关产品（GPON 部分）集采公告，集采规模

超过 2000 万台，分别为 400 万台 GPON 双频智能家庭网关（类型二），1680 万台 GPON

单频智能家庭网关（类型三）。可见，中国移动今年仍将大力发展家庭宽带市场，并继续

完善数字家庭生态。据中国移动 2019 年经营目标显示，在今年，中国移动家庭宽带客户增

长目标为 2500 万户，并要保证家庭宽带综合 ARPU 稳中有升。 

 Ekinops与诺基亚就收购阿尔卡特海缆的谈判宣告失败。 

Ekinops 主要为城域和长途应用提供光传输解决方案，该公司去年宣布开始与诺基亚

就收购 ASN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但至今未能与诺基亚达成协议，目前该谈判已经终止。 

 中国移动研究院李允博：5G前传以光纤直驱为主。 

在日前举办的 FTTH 亚太大会上，中国移动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允博在《5G 承载，光

网先行》主题报告中介绍，回传、中传采用主干接入以上光缆，无需单独新建，前传光纤

需提前做好规划、储备。5G 前传要满足环境温度、高可靠、低成本等需求，连接主要以光

纤直驱为主，针对接入不同数量的 AAU，可以选用 CWDM/LWDM/DWDM。 

3.4 云计算/IDC/大数据 

 广东联通携手华为完成国内业界首个 Cloud Native原生云技术验证。 

日前，广东联通携手华为在国内业界首个完成了云化核心网网元的 Cloud Native 技术

验证，包括弹性扩缩容、灰度升级、故障自愈、最优资源部署四方面的测试。该测试验证

了在 Cloud Native 云化思维模式下构建的核心网解决方案具备灵活伸缩、业务无损、健壮

可靠、资源无处不在的能力，能够在 5G 时代实现平滑的业务演进和智能高效的运维，为

5G 网络的架构优越性提供了数据支撑，增强了 5G 演进的信心。 

 2020年全球云市场支出将超 1400亿美元。 

咨询机构 Canalys 表示，到 2020 年，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将超过 1430 亿美元，

部分原因是受到 IT 渠道合作伙伴的推动。该组织表示，2018 年该项支出超过 800 亿美元。

随着客户云基础设施服务的增多，并将多个供应商与其现有的内部 IT 基础设施集成在一起，

渠道对云市场领导者 AWS、微软和谷歌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据估计，2018 年这三家

公司 30%的销售额（略高于 240 亿美元）都是通过分销商、服务提供商和系统集成商的 IT

渠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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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助力电信云向 SDN/NFV持续演进。 

在 2019 中国 SDN/NFV/AI 大会上，中兴通讯以《电信云网络架构及需求探讨》为主

题，与业界分享了电信云网络向 SDN/NFV 演进的关键需求、软硬件统一编排管理的端到

端解决方案和实践成果，助力电信云向 SDN/NFV 持续演进。 

 华为云自动驾驶云服务 Octopus亮相上海车展。 

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期间，华为云自动驾驶云服务 Octopus(八爪鱼)首次亮相。

该服务基于华为云，提供自动驾驶数据、训练以及仿真三大子服务，助力车企开发者快速

开发自动驾驶产品，共同探索智能网联汽车时代。 

3.5 物联网 

 O2为自动驾驶汽车测试提供 5G网络。 

国外的智能网联汽车和 5G 应用也将开启真正的落地应用阶段。据外媒报道，英国移动

通信运营商Ｏ2 近日宣布，将于今年 6 月为一处测试场地开放 5G 网络，用于无人驾驶汽车

测试。据了解，多家研发无人驾驶汽车的企业在这处位于英国贝德福德郡的场地测试产品。

5G 网络开放后，这些企业可在新的网络环境下测试其无人驾驶汽车。另外，Ｏ2 还计划今

年晚些时候在伦敦、贝尔法斯特、加的夫和爱丁堡等英国其他城市启用 5G 网络。Ｏ2 首席

技术官布伦丹·奥赖利表示，5G 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它的带宽意味着大规模物联网设备

和真正强大的移动宽带时代就在眼前。 

 中国联通招募边缘计算产品供应商。 

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拟公开招募边缘计算产品的供应商，此次创新产品招募现阶

段分为八大类内容：Edge 视频监控、Edge 智能分析、Edge 工业互联网、Edge 智能车联、

Edge AGV、Edge 智慧医疗、Edge 新媒体、Edge 业务平台等。 

 联发科技发布两大系列处理器驱动。 

全球领先的 IC 设计公司联发科技发布 AIoT 平台, 包含拥有高集成度和高端 APU 性能

的 i300 和 i500 系列处理器芯片，为业界提供面向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和智能工厂三大领

域的解决方案，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落地融合。 

3.6 其他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突击检查爱立信，已启动反垄断立案调查。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突击检查了电信设备商爱立信北京办公室，并进行现场取证。

而早在今年 1 月，就有外媒报道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收到中国手机厂商的投

诉举报，指控爱立信在 3G 和 4G 非标准必要专利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收取过高的授权许

可费。此次突击行动，标志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根据手机厂商的举报进行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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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继 2015 年高通反垄断案之后，国家反垄断监管部门在知识产权许可市场领域发起的

第二次反垄断调查。此外，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曾审理了华为与 IDC 的知识产权反垄断

诉讼。 

 工信部表示：年末将完成全部 13个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IPv6改造。 

工信部日前发布关于开展 2019 年 IPv6 网络就绪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要求我国的骨

干网、城域网、接入网全面完成 IPv6 改造，并开通 IPv6 业务承载功能。到 2019 年末，

武汉、西安、沈阳、南京、重庆、杭州、贵阳·贵安、福州 8 个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完成 IPv6

升级改造，支持互联网网间 IPv6 流量交换。 

 LG V50 ThinQ 5G手机宣告跳票。 

LG V50 ThinQ 的推出将遭延后，该机原定于 4 月 19 日在韩国亮相。LG 没有给出这

款手机的后续发布日期，只是说此次跳票是为了“专注于手机的完整性”。LG 表示，正在

与调制解调器制造商高通公司，以及韩国的移动运营商密切合作，改善 5G 服务，并在之后

确认 V50 的发布日期。 

 

4．重要公告 

表 3：本周通信行业重要公告一览 

公告类别 日期 公司 公告内容 

业绩公告 

4 月 15 日 波导股份 

2018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60,738.18 万元，同比下降 62.50%；营业利润

3,146.20 万元，较上年度增加利润 18,535.83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0.29 万元，较上年度增加利润 18,580.98 万元。 

4 月 15 日 航天通信 
2018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25.06 亿元，同比上升 22.66%；报告期内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 亿元，同比上升 109.27%。 

4 月 15 日 华胜天成 

2019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补充公告。公司 2019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000

万元到 21,000 万元，其中 IT 主营业务产生的利润为 500-1000 万元，参股子公司持有的紫光股份股

票因股价上涨带来帐面投资收益约 18500-20000 万元。 

4 月 18 日 硕贝德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公司 2019 年 1 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388,193,583.16 元，同比增

长 7.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236,537.84 元，同比增长 17.48%。 

4 月 18 日 星网锐捷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公司 2019 年 1 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282,863,597.56 元，同比

减少 1.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163,950.17 元，同比减少 7.71%。 

4 月 18 日 紫光股份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公司 2019 年 1 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2,220,323,635.60 元，同

比增长 20.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7,285,974.60 元，同比增长 52.66%。 

股份质押 

4 月 16 日 航天通信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邹永杭先生和股东南昌万和宜家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分别将持有的985万、599万份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办理质押，分别占其所持股份的 23.25%、

99.88%。 

4 月 16 日 辉煌科技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李海鹰先生将其已经质押的 1598 万股办

理延期购回，目前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 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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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 4 月 16 日 硕贝德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司拟以 1.5 亿元的价格向科力半导体转让科阳光电 54.52%

的股权，放弃对标的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持股比例由 71.15%变更为 16.63%，科阳光电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 

权益分派 4 月 16 日 网宿科技 关于 2018 年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 元（含税）。 

股份变动 4 月 16 日 日海智能 
关于非公开发行预案的公告。公司拟定向增发 6240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不超过 20%，用于 AIoT

运营中心建设、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等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人员变动 4 月 18 日 江苏有线 

1、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因工作原因，陈侃晔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将由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审议选举的匡晖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2、关于公司外部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赵元先生和宋苏兰女士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外部监事职务。

王国中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许如钢先生因工作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钱进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陈健先生因年龄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资料来源：Wind, 申万宏源研究 2 月 1 日 

 

 

附录：通信行业重点公司估值表 

 

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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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4/19 2019/4/19 2017A 2018A 2019E 2017A 2018A 2019E 2017A 2018A 2019E 

000063 中兴通讯 36.49  1426.57  5386 -6983.66  4331 1.09 -1.67  1.03  33 -22  19 

300308 中际旭创 53.62  273.37  162 621.82  1064 0.5 1.22  2.24  172 44  19 

600498 烽火通信 32.47  379.48  903 841.91  1172 0.78 0.72  1.00  39 45  27 

600522 中天科技 11.40  349.53  1798 2153.19  2594 0.59 0.70  0.85  24 16  10 

000938 紫光股份 44.94  655.78  2631 1703.75  2340 1.51 1.17  1.60  48 38  21 

002396 星网锐捷 27.09  158.01  389 581.30  795 0.61 1.00  1.08  50 27  11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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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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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性 (Neutral) 

减持 (Underperform)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20％以上；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5％～20％；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5％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 

中性 (Neutral) 

看淡 (Und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

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

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申银万国使用自己的行业分类体系，如果您对我们的行业分类有

兴趣，可以向我们的销售员索取。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网站

刊载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并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本报告首页列示的联系人，除非另有说明，仅作为本公司就本报告与客户的

联络人，承担联络工作，不从事任何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

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

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客户应自主作出投

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任何形

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

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

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

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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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

资顾问。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

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次分

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

标记及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