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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业观点:中移动公布物联网卡集采结果，美韩 5G 网络正式商用 

4 月 3 日，中国移动公布 2019 年物联网 USIM 卡集采结果，总计超 4.9 亿张，较 2017-2018 两年采购量的总和还要多出近

1.2 亿张。此次大量采购表明，做为三大运营商的领头羊，中国移动力图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持续在物联网领域发力。2017

年中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为 2.29 亿个，同比增幅高达 122%，而 2018 年底，中国移动蜂窝物联网连接已经超过 5 亿。根

据中国移动预测，2019 年底，中国移动蜂窝连接将超过 7.8 亿，三大运营商合计将超过 11 亿。我们认为：未来 5G 定义的

海量连接场景将催生更多连接需求，物联网行业发展将进一步得到推动。物联网领域所覆盖的子行业，譬如智能穿戴、智

能家居、市政物联、工业物联、车联网等领域，也将在运营商、设备商的资本驱动下，逐步走向商用成熟和规模化发展。

我们建议关注最先受益的物联网模块企业高新兴，移为通信和广和通。 

近日，韩国和美国运营商的 5G 服务正式启动。韩国运营商在 4 月 5 日同时开启正式商用 5G，据运营商 KT 称，已在首尔

部署了大约 15000 个 5G 基站；LGUplus 则表示在首尔及周边大都市地区部署了 18000 个 5G 基站；韩国最大的运营商上

SKT 于 4 月 3 日的 5G 服务发布会上表示已部署 34000 个 5G 基站。而美国 Verizon 电信公司于 4 月 3 日宣布已在明尼阿

波利斯和芝加哥的部分地区正式启用其 5G 商用网络，相比其之前公布的发布时间提前了一周，因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推出

5G 网路的运营商。与 4G 的路径相似，目前韩国和美国的 5G 网络仅仅是在热点地区覆盖，用户体验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

未来将逐步完善。由于韩国和美国的抢先领跑，我们预计我国的 5G 临时牌照发放也将临近，将可能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

电信日发放。整体 5G 板块的主题性投资机会将凸显，建议关注中兴通讯，烽火通信，中际旭创和沪电股份。 

 

风险提示：技术发展及落地不及预期；行业增速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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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兴（300098）    （2019-04-04 收盘价 10.17 元） 

 核心推荐理由： 

1、领先的公共安全整体方案提供商。公司是领先的公共安全整体方案提供商和跨系统平台的智慧城市运营商。近年来公司

致力于由单一的通信运维服务商转型升级，树立了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聚焦公共安全行业应用，打造大数据运营商的发

展战略。为实施发展战略，公司通过外延并购依次收购了迅美科技、创联电子、国迈科技、中兴智联等优质公司。各个子

公司业务协同性高，已形成公共安全事业群及物联网事业群两大业务体系。 

2、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加大研发投入。公司 2018 年业绩快报显示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59.10%，主要是因为中兴物联纳入

并表，以及公司内生业务拓展较为顺利所致。高新兴物联前三季度预计贡献收入 8 亿元左右，其车联网拓展较为顺利，全

年完成业绩承诺无虞。公司 2018 年集成业务拿到 15 亿的合同额，继续给公司业务做出较大贡献。公司三季度毛利率为

36.58%，略有下降，主要因为公司物联网业务的毛利率相对其他业务较低，同时物联网业务占比持续增加所致。同时，公

司利润增速未及营收增速，主要因为公司着重在车联网以及警务终端领域开发新产品，因此研发费用有较大提升。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总额为 2.80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 10.97%，比上年同期增长 165.28%，研发人员队伍快速占

到全集团总人数的四成。研发费用的提升充分说明公司向产品型公司进行的战略转型已见成效，未来将对业绩形成正向驱

动。 

3、聚焦车联网和公共安全产品线。公司车联网领域的板块主要围绕中兴物联和中兴智联来布局。在国外，中兴物联的战略

定位后装，在 4G OBD 终端出货量全球第一，并与欧洲、北美多家著名 TSP(互联网汽车服务提供商)、顶尖通信运营商展

开合作，研发推出面向汽车后装市场的车载诊断系统产品，其稳定可靠的产品通过了欧美严格的测试。稳居欧美市场第一

阵营；在国内，中兴物联的战略定位前装，携手吉利旗下车联网子公司亿咖通成立合资公司，主要提供通讯模组和 T-BOX，

目前已经独占 4G 模块生产能力，并开始实现量产供给。中兴智联继无锡、深圳、北京项目后，又成功中标天津和武汉的汽

车电子标识试点工程，稳固了国内电子车牌领域龙头地位。目前市场已经进入收获期，2019 年有望带来较大业务增量。此

外公司还计划在 2019 年启动 5G 和 V2X 的整体研发，未来将有望分享的 5G 车联网建设的红利。公司公共安全产品线包括

警务设备和立体云防系统等，公司警务设备包括多种警务终端、执法记录仪和智能装备，能够有力支撑云网端工程的落地

实施。公司立体云防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已经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是提升集成业务竞争力的重要产品。2018 年公司

设立公共安全事业群，并新收购神盾信息，未来将实现资源整合，推动公共安全板块成为公司业绩驱动主力。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按照最新股本计算，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的 EPS 为 0.34、0.44 和 0.59 元，给予“增持”投

资评级。 

 风险因素：物联网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发展不及预期；技术发展及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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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研究：《20181026 高新兴（300098.SZ）业务保持快速增长，聚焦车联网和公共安全产品线》、《20180831 高新兴

（300098.SZ）业绩快速增长，研发投入加大驱动公司转型》、《20180301 高新兴（300098.SZ）业绩快报符合预期，物联

网业务有望快步发展》、《20180426 高新兴（300098.SZ）业绩符合预期，智慧城市多点开花》、《20180522 高新兴

（300098.SZ）利润分配方案落地，天通一号商业运营利好卫星通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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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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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准确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分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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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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