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及信息披露 http://www.cindasc.com           1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INDA SECURITIES CO.,LTD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

1号楼6层研究开发中心

邮编：100031

通信行业：高新兴 
2019 年 6 月 17 日                          

 

 本周行业观点: 5G 时代光器件迎新机遇，紫光 5G 超级 SIM 卡为运营商推开未来之门   

在上周举行的“2019 中国光网络研讨会”上，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中国光网络研讨会主

席韦乐平对 5G 基站的建设和 5G 终端给出了预期：2019 年三大运营商将在超过 40 个城市商用部署 5G，部署 8-10 万个宏

站，已有 NSA 单模芯片手机，但功耗和价格都较高，年底有双模芯片手机；2020 年将在数百个城市规模商用，建设 60-80

万宏站，NSA/SA 和 TDD/FDD 双模手机将规模商用。而到 2021 到 2027 年，预计运营商会聚焦城市和县城及发达乡镇进

行 5G 覆盖，预计将建设数百万量级宏站和千万级小基站。韦乐平认为，要承载如此大的 5G 网络，全光网是 5G 最理想的

技术。而承载网络中，光器件的成本已经构成整个成本的重要部分。为降低其成本，自研芯片是重要途径，硅光子技术是

长期突破方向。建议关注较早布局这两项技术的光迅科技。  

紫光携手中国联通重磅发布的 5G 超级 SIM 卡，紫光国微的 5G 超级 SIM 卡作为首款应运而生的第五代 SIM 卡，除了 SIM

卡基本功能之外，变革性的拓展出了兼具安全性的大容量存储功能。目前市场上大容量的 SIM 卡不过 512KB，而紫光 5G

超级 SIM 卡，推出了 32G、64G、128G 三种容量，相比前一代 SIM 卡，容量最大增加 26 万倍，可谓天壤之别。未来更

将拓展至 512G、1T 乃至 nT。既为消费者带来了新鲜的消费选择和额外的存储空间，亦给了主流终端厂商无需更改卡槽设

计的便利。我们认为，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高清视频，VR/AR 等应用将使得手机的存储空间变得捉襟见肘。而紫光 5G

超级 SIM 卡的发布赋予运营商重新探索和定义 SIM 卡的机会，也将重新定义手机外部存储。建议关注紫光国徽、闻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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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14 收盘价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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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年实现营收 35.63 亿元，同比增长 59.27%；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5.40 亿元，同比上涨 32.16%。营收同比增速仍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兴物联开始并表以及内生增长所致，归母净利

润增速不如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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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研发

投入总额为 3.55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 9.95%，比上年同期增长 11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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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车联网主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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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规模布网后将打开公司成长空间。 

4. 公安执法规范化业务有望加速成长。公司在执法规范化领域已形成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智慧执法平台、智能办案场

所产品及方案、移动执法视音频系统、AR 实景大数据等，具备了较强的产品及方案竞争力。公司公告拟收购神盾信息 100%

股权，补足公司在云端的短板，意图打造“云+端”执法规范化闭环体系。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执法规范化产品有望加速渗透，利好公

司在公安市场的推进。 

 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9-2021 年摊薄每股收益分别为 0.37 元、0.47 元、0.62 元。基于 5G 将给车联网

带来快速发展的契机，而公司已提前切入布局，给予“增持”的评级。 

 风险因素：车联网进展不达预期；贸易摩擦加深影响公司海外市场；长期应收款增长过快影响公司现金流。 

 相关研究：《20190422 高新兴（300098.SZ）业绩符合预期，聚焦车联网和公安执法规范化赛道》、《20181026 高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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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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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铁城，工商管理硕士，曾从事软件开发、PC 产品管理等工作，IT 从业经验八年。2007 年加入信达证券，从事计算机、电子元器件行业研究。 

蔡靖，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经从事手机研发，实验室管理等工作，IT 从业经验八年。2015 年加入信达证券，从事通信行业研究。 

袁海宇，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凝聚态物理专业硕士。2016 年加入信达证券，从事计算机行业研究。 

王佐玉，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融硕士。2017 年加入信达证券，从事电子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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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负责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分析师在此申明，本人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表述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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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