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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回顾 

5.20–5.244，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50%，申万通信指数下跌 1.93%，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43 个百分点。本周通信板块表现一般，通信 4 个细分

领域表现如下：通信运营（-4.03%）、终端设备（-0.35%）、通信传输设

备（-1.44%）、通信配套服务（-2.68%）。通信板块过去一周涨幅居前 5

位的个股：东方通信（21.06%）、恒宝股份（10.49%）、东信和平（9.93%）、

七一二（8.11%）、海格通信（7.00%）；过去一周跌幅前 5 位个股：亚联

发展（-27.69%）、深南股份（-23.36%）、吴通控股（-17.50%）、二六

三（-17.41%）、路通视信（-13.76%）。 

 重要新闻与公告 

上周重要新闻主要有：联通公布 ONS运营平台监控管理模块项目集采结果；

三大运营商 4 月经营数据；中国移动工程设计补采大单中标结果：移动通信

设计院包揽超 6 成份额；中国移动公布 2019 年小型化接入 PTN 集采结果；

2018 年中国 IDC 市场规模达 1228 亿元，IDC 市场增速放缓；中国卫通 IPO

成功过会：募集资金约 12.8 亿元等。 

上周重要公司公告主要有：盛路通信: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减持计划的预披露

公告；优博讯: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春兴精工:关于控股股

东通过信托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减持的公告；富通鑫茂:控股子公司出售资

产公告等。 

 投资建议 

应重点跟踪外围政策变动，短期市场受外围的贸易政策影响较大。华为和中

兴事件给国内产业链敲响警钟，我们认为短期对华为的影响不大，中长期受

国产替代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国内华为、中兴等相关产业链公司将受益于进

口替代。建议关注生益科技、麦捷科技。 

同时我们认为外围的政策博弈不改 5G 的发展，随着运营商获得 5G 牌照的

时间临近，建议逢低布局 5G 相关标的，推荐关注弹性较大的基站主设备（中

兴通讯）、基站 PCB（深南电路、沪电股份），光通信板块：烽火通信、光

迅科技。同时建议关注估值相对较低的：高新兴、星网锐捷。 

 风险提示 

5G 牌照发放不及预期；5G 产业链发展进度不及预期；全球贸易争端进一

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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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行业单周涨幅前十名   通信行业单周跌幅前十名  

代码 名称 单周涨跌幅 代码 名称 单周涨跌幅 

600776 东方通信 21.06% 002316 亚联发展 -27.69% 

002104 恒宝股份 10.49% 002417 深南股份 -23.36% 

002017 东信和平 9.93% 002089 *ST 新海 -22.73% 

603712 七 一 二 8.11% 300292 吴通控股 -17.5% 

002465 海格通信 7.0% 002467 二 六 三 -17.41% 

300017 网宿科技 6.91% 600289 *ST 信通 -15.69% 

300565 科信技术 6.28% 300555 路通视信 -13.76% 

300710 万隆光电 4.9% 300211 亿通科技 -13.27% 

600355 精伦电子 4.16% 002194 *ST 凡谷 -11.33% 

600345 长江通信 3.06% 300205 天喻信息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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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情回顾 

5.20–5.244，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50%，申万通信指数下跌 1.93%，跑输

沪深 300 指数 0.43 个百分点。本周通信板块表现一般，通信 4 个细分领域表现如下：

通信运营（-4.03%）、终端设备（-0.35%）、通信传输设备（-1.44%）、通信配套服务

（-2.68%）。通信板块过去一周涨幅居前 5 位的个股：东方通信（21.06%）、恒宝股份

（10.49%）、东信和平（9.93%）、七一二（8.11%）、海格通信（7.00%）；过去一

周跌幅前 5 位个股：亚联发展（-27.69%）、深南股份（-23.36%）、吴通控股（-17.50%）、

二六三（-17.41%）、路通视信（-13.76%）。  

图表1： 申万一级子行业单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图表2： 申万三级通信子行业单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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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要闻 

2.1 联通公布 ONS 运营平台监控管理模块项目集采结果 

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显示，科大国创、神州泰岳、浩鲸三家企业中标中国联通总

部 ONS 运营平台新建工程监控管理模块项目。 

据了解，该工程为新建工程，目前中国联通无相关支撑系统，本期拟新增的功能主

要包括：配置管理、监控管理、流程管理、自动化运维、安全管理、知识库管理、运营

分析、统一门户、综合展示等功能。 

（C114 中国通信网） 

2.2 249 亿中国移动工程设计补采大单中标结果：移动通信设计院包揽超 6 成份额 

近日，中国移动 2018-2019 年通信工程设计与可行性研究集采（补充采购第二批）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设计公司中标。 

据此前的招标公告显示，本次补采规模涉及 14 个省公司和 2 个专业公司（物联网公

司、在线服务公司）的通信工程设计与可行性研究补充采购工作。预估总工程费约 249.1

亿，划分为 27 个标段。 

（C114 中国通信网） 

2.3 中国移动 4 月 4G 用户减少 72 万 净增有线宽带用户 179 万 

中国移动近日公布了 2019 年 4 月份运营数据。当月，中国移动净增用户数 16.1 万

户，用户总数达到 9.31554 亿户；4G 用户当月减少 71.8 万户，累计达到 7.22601 亿户。 

有线宽带方面，中国移动本月有线客户净增 178.6 万户，用户总数达到 1.68817 亿

户。 

（C114 中国通信网） 

2.4 中国电信 4 月 4G 用户净增 407 万户 有线宽带用户新增 62 万户 

中国电信近日公布了 2019 年 4 月份运营数据，当月，中国电信新增移动用户 351 万

户，累计达 3.1856 亿户；4G 用户新增 407 万户，累计用户数达 2.6017 亿户。 

在固网业务方面，2019 年 4 月中国电信本地固话用户减少 53 万户，累计为 1.1464

亿户。有线宽带用户新增 62 万户，累计 1.4849 亿户。截至 2019 年 4 月底，中国电信及

其母公司的有线宽带用户总数合计为 1.75 亿户。 

（C114 中国通信网） 

2.5 中国联通 4 月新增 260.8 万 4G 用户数 

中国联通日前公布 4月份业务数据显示，中国联通 4月份移动出账用户数净增 113.6

万户，移动出账用户数累计到达 3.24 亿户；其中 4G 用户数本月净增 260.8 万户，4G 用

户数累计到达 2.3 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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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中国联通固网宽带用户数净增 34.6 万户，累计达到 8273.8 万户；本地电

话用户数本月减少 27.5 万户，累计到达数 5,464.5 万户。 

（C114 中国通信网） 

2.6 中国联通 15 省 cBSS/BSS 迁转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亚信、天源迪科等企业中标 

近日，2019 年中国联通总部 cBSS/BSS 迁转协同项目工程标段 3、4、6，3 个标段的

中标候选人更正公示，亚信科技、天源迪科、杭州东创等 5 家企业中标。 

2019 年中国联通总部 cBSS/BSS 迁转协同项目工程共划分为 6 个标段，总预算 4292

万元（含税）。其中：2019 年一期采购预算金额为 2396 万元（含税）；2019 年二期预

估采购预算金额为 1896 万元（含税）。 

（C114 中国通信网） 

2.7 中国移动公布 2019 年小型化接入 PTN 集采结果 

近日，中国移动公布 2019 年小型化接入 PTN 集采结果，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格林威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山水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记奥普泰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皖通邮电股份有限公司。 

（C114 中国通信网） 

2.8 三大运营商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 15.9 亿 4G 用户突破 12 亿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4 月底，我国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达 15.9 亿户，同比增长 7.3%，但比上月末减少 581 万户。 

其中，移动宽带用户（即 3G 和 4G 用户）总数达 13.4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84.4%；

4G 用户规模为 12.1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5.9%，较上年末提高 1.5 个百分点。 

另据数据显示，截至 4 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4.26 亿户，1－4 月净增 1870 万户。其中，光纤接入（FTTH/O）用户 3.87 亿户，占固定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 90.9%。宽带用户持续向高速率迁移，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

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3.19 亿户，占总用户数的 74.9%，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4.6

个百分点。截至 4 月底，手机上网用户数规模达 12.9 亿户，对移动电话用户的渗透率为

81.1%。 

（C114 中国通信网） 

2.9 2018 年中国 IDC 市场规模达 1228 亿元，IDC 市场增速放缓 

据科智咨询（中国 IDC 圈）最新发布的《2018－2019 年中国 IDC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2018年全球 IDC业务市场整体规模达到 6253.1亿元人民币，较 2017年增长 23.6%；

中国 IDC 业务市场总规模达 1228 亿元，同比增长 29.8%,增速放缓 2.6 个百分点，较 2017

年增长超过 280 亿元。 

（C114 中国通信网）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7 / 11 

2.10 中国卫通 IPO 成功过会：募集资金约 12.8 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第十八届发审委 2019 年第 41 次工作会议上，中国卫通首发申请获通

过。中国卫通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不超过 4 亿股，计划通过本次 IPO 募集资金约 12.8 亿

元，其中 1 亿元用来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将投向中星 18 号卫星项目。 

（C114 中国通信网） 

三、重要公告 

3.1 盛路通信: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持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75,005,284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8.39 %）的公司董事何永星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2,643,137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41%。持本公司股份 65,772,16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35%）的

公司董事李再荣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211,31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25%。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2 闻泰科技: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说明的公告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

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实现对目标公司安世集团

的间接控制。根据安世集团的股权结构，境内基金持有合肥裕芯 100%的股权，合肥裕芯

和境外基金持有裕成控股 100%的股份，裕成控股持有安世集团 100%的股份，安世集团持

有安世半导体 100%的股份。 

3.3 中利集团: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 174,357,413 股（含 174,357,413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萍

乡欣源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除萍乡欣源外，其他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萍乡欣源以其持有中利电子等值

30,000 万元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7,936.00 万元（含 167,936.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收购中利电子 49.14%股权和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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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优博讯: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5 月 22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8,210,2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的股东亚晟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800,000 股（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若

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5 春兴精工:关于控股股东通过信托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减持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通过“陕国投·聚宝盆 31 号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8,764,104 股，因该信托计划到期后无法展期，依据该信托计划相关协议约定和优先级

委托人金融机构的指令，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陕国投·聚宝盆 31 号

信托计划”进行了减持操作。 

截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上述信托计划约定和优

先级委托人指令，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陕国投·聚宝盆 31 号信托计划”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8,764,104 股，成交价格约 12.095 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 。 

3.6 凯乐科技: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大宗交易的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上海卓凡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卓凡和上海新一卓因自身资金需要，

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2019 年 5月 2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共减持其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0,676,098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714,796,449股的 1.49%。 

3.7 世纪鼎利: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王莉萍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27,796,58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10%，其一致行动人王峻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605,2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0%，一致行动人上海兆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兆芯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041,98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56%。王莉

萍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38,443,79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6%。 

王峻峰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420,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0.63%），兆芯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60,000 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5%）。 

3.8 富通鑫茂: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根据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天津长

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与减资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转让与减资协议》”）

的相关内容，长飞公司和/或其指定的其在天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拟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

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纤公司”，长飞公司持有其 49%股份）

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创新五路 6 号的包括土地、厂房、生产

设备等在内的资产（“目标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价格预计不超

过 18,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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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提示 

5G 牌照发放不及预期； 

5G 产业链发展进度不及预期； 

全球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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