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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回顾 

5.27–5.31，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00%，申万通信指数上涨 2.59%，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59 个百分点。本周通信板块表现较好，通信 4 个细

分领域表现如下：通信运营（3.36%）、终端设备（2.22%）、通信传输设

备（2.85%）、通信配套服务（1.82%）。通信板块过去一周涨幅居前 5 位

的个股：汇源通信（33.98%）、贝通信（31.27%）、大唐电信（29.96%）、

奥维通信（21.69%）、路通视信（17.55%）；过去一周跌幅前 5 位个股：

共进股份（-6.79%）、东方通信（-4.04%）、盛路通信（-3.61%）、路畅

科技（-2.05%）、网宿科技（-1.50%）。 

 重要新闻与公告 

上周重要新闻主要有：42 份合同引领商用进程，华为携产业链各方共推 5G

产业繁荣；华为助力 EE 英国六城首发商用 5G 业务，BBC 直播见证全球首

个商用 5G！；中国移动 16 亿投资芒果超媒，占股 4.37%成第二大股东；

中国电信北研院与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中兴通讯与腾

讯签署 5G 网络技术与应用合作协议；美国完成第二次 5G 高频频谱拍卖；

千兆业务商用！中国继续领跑全球宽带产业发展；中国电信启动 2019 年统

谈分签类 IT 设备（存储部分）集采； Gartner:iPhone 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

份额下降至第三名；较 4G 增长超三倍！韩国 5G 数据使用量激增；软银与

爱立信和诺基亚签署 5G 部署合同等。 

上周重要公司公告主要有： 深南股份: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票可能被动减

持的预披露公告；世纪鼎利: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会畅通讯: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东土科技:关于控股股东,

董事长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共进股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光弘科技: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等。 

 投资建议 

2019 年 4 月份单月我国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达到 5749.8 万信道，同比增

长 172.9%，全年累计产量 1.87 亿信道，同比增长 114.3%。标志着自 4G 建

设高峰以来，行业拐点逐渐确认，同时也预示着 5G 建设的启动。我们建议

投资 5G 主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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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称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

神，出于非商业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

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短期行业受外围的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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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华为和中兴事件给国内产业链敲响警钟，我们认为中长期受益于

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产业链进口替代机遇来临。建议关注生益科技、麦捷

科技、天和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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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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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86 汇源通信 33.98% 002089 *ST 新海 -14.71% 

603220 贝 通 信 31.27% 603118 共进股份 -6.79% 

600198 大唐电信 29.96% 600776 东方通信 -4.04% 

002231 奥维通信 21.69% 002446 盛路通信 -3.61% 

300555 路通视信 17.55% 002813 路畅科技 -2.05% 

002194 *ST 凡谷 13.08% 300017 网宿科技 -1.5% 

300205 天喻信息 12.27% 600775 南京熊猫 -1.39% 

300025 华星创业 12.14% 300353 东土科技 -1.2% 

300711 广哈通信 10.43% 300098 高 新 兴 -0.5% 

300292 吴通控股 10.39% 300578 会畅通讯 -0.33%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3 / 11 

  

目  录 

一、本周行情回顾 ................................................................................................................................................ 4 

二、行业要闻 ....................................................................................................................................................... 5 

2.1 42 份合同引领商用进程 华为携产业链各方共推 5G 产业繁荣 .................................................................. 5 

2.2 华为助力 EE 英国六城首发商用 5G 业务  BBC 直播见证全球首个商用 5G！ ......................................... 5 

2.3 中国移动 16 亿投资芒果超媒 占股 4.37%成第二大股东 ........................................................................... 5 

2.4 中国电信北研院与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5 

2.5 中兴通讯与腾讯签署 5G 网络技术与应用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 5G 行业发展 ............................................... 5 

2.6 收获超 20 亿美元！美国完成第二次 5G 高频频谱拍卖.............................................................................. 6 

2.7 千兆业务商用！中国继续领跑全球宽带产业发展 ...................................................................................... 6 

2.8 中国电信启动 2019 年统谈分签类 IT 设备（存储部分）集采 .................................................................... 6 

2.9 Gartner:iPhone 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份额下降至第三名 ........................................................................... 6 

2.10 较 4G 增长超三倍！韩国 5G 数据使用量激增 ......................................................................................... 7 

2.11 软银与爱立信和诺基亚签署 5G 部署合同 ............................................................................................... 7 

三、重要公告 ....................................................................................................................................................... 7 

3.1 优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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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3.2 深南股份: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票可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 7 

3.3 世纪鼎利: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8 

3.4 会畅通讯: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8 

3.5 东土科技:关于控股股东,董事长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 8 

3.6 共进股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 8 

3.7 光弘科技: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9 

3.8 科创新源:关于收购无锡昆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9 

五、风险提示 ....................................................................................................................................................... 9 

 

图表目录 

图表 1： 申万一级子行业单周涨跌幅 ............................................................................................................ 4 

图表 2： 申万三级通信子行业单周涨跌幅 ..................................................................................................... 4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lxsec.com  4 / 11 

一、本周行情回顾 

5.27–5.31，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00%，申万通信指数上涨 2.59%，跑赢沪

深 300 指数 1.59 个百分点。本周通信板块表现较好，通信 4 个细分领域表现如下：通

信运营（3.36%）、终端设备（2.22%）、通信传输设备（2.85%）、通信配套服务（1.82%）。

通信板块过去一周涨幅居前 5 位的个股：汇源通信（33.98%）、贝通信（31.27%）、

大唐电信（29.96%）、奥维通信（21.69%）、路通视信（17.55%）；过去一周跌幅前

5 位个股：共进股份（-6.79%）、东方通信（-4.04%）、盛路通信（-3.61%）、路畅科

技（-2.05%）、网宿科技（-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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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份合同引领商用进程 华为携产业链各方共推 5G 产业繁荣 

作为全球最领先的 5G 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已经获得全球 42 个 5G 商用合同，5G

基站发货量超过 10 万个，引领全球规模化商用。据了解，42 份 5G 合同中，有 25 份来

自欧洲、10 份来自中东、6 份来自亚太、1 份来自非洲。 

（C114 中国通信网） 

2.2 华为助力 EE 英国六城首发商用 5G 业务  BBC 直播见证全球首个商用 5G！ 

当地时间 5 月 30 日，英国电信运营商 EE 携手华为，正式启动该国首个商用 5G 业务。

在与华为的紧密合作下，英国拥有了自己的 5G 网络。 

本次 5G 商用发布覆盖英国六大城市，包括伦敦、卡迪夫、爱丁堡、贝尔法斯特、伯

明翰以及曼彻斯特。约有 45 万名 EE 用户注册了升级 5G 的申请。 

（C114 中国通信网） 

2.3 中国移动 16 亿投资芒果超媒 占股 4.37%成第二大股东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全资子公司中移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宣布，参与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芒果超媒”）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投资 16 亿元人民币，股份占比 4.37%，成为芒果超媒的第二大股

东。 

（C114 中国通信网） 

2.4 中国电信北研院与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5 月 27 日 ，由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和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共同发起建立的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新技术联合实验室”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双方宣布将以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为合作基础，开展基于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的技术研究、试验验证和现网试点，

共同推动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规模部署。 

IPv6 是发展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实现万

物互联的基础条件。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一直以来积极进行 IPv6 的技术研究，支撑集团

推进 IPv6 的规模部署与应用。现阶段需要产业各界继续密切合作，构架高品质的下一代

互联网。 

（C114 中国通信网） 

2.5 中兴通讯与腾讯签署 5G 网络技术与应用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 5G 行业发展 

近日，中兴通讯与腾讯正式签署 5G 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加强 5G 网络技术与应用创

新合作，促进 5G 边缘计算、QoS 加速、网络切片、网络能力开放等技术成熟和部署应用，

共同探索 5G 边缘计算业务应用和创新商业合作模式，推进 5G 行业发展。 

本次合作，中兴通讯和腾讯将基于统一的移动边缘计算技术架构进行设计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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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运营商开展云游戏、视频、直播、行业应用等 5G 试点，满足 10ms 低时延、百兆

带宽的业务需求。中兴通讯与腾讯将成立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在 5G 边缘计算、网络切

片、QoS 加速、网络能力开放等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与合作。此外，腾讯作为 Linux 基金

会的董事，将与中兴积极推进移动边缘计算等相关技术的软件开源。 

（C114 中国通信网） 

2.6 收获超 20 亿美元！美国完成第二次 5G 高频频谱拍卖 

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结束了该国第二次 5G 高频频谱的拍卖，

总体而言，24GHz 频段的牌照拍卖筹集了 20.2 亿美元，当加上今年 1 月份完成的 28GHz

频段频谱拍卖的收益时，获胜者已承诺的费用超过了 27 亿美元。 

在两次拍卖中，共计拍出了 5869 个牌照。第三次频谱拍卖，将于 12 月 10 日开始，

涵盖了 37GHz、39GHz、47GHz 频段频谱的分配。 

（C114 中国通信网） 

2.7 千兆业务商用！中国继续领跑全球宽带产业发展 

截至 2019 年 5 月底，我国近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布了千兆业务和应用，其

中 20 个省份运营商发布了千兆商用套餐，而且大部分资费低于 400 元/月。据统计，全

国已有 52%省份的运营商商用 300M 业务、36%商用 500M 业务、16%商用千兆业务。与此

同时，三大运营商亦携手产业链各方伙伴基于千兆宽带进行了大量业务创新，催生出越

来越多的智慧家庭应用。 

在网络层面，国内三大运营商过去一年中相继开启了大规模的 10G PON 集采，国内

千兆网络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进一步夯实了宽带网络基础承载能力。 

（C114 中国通信网） 

2.8 中国电信启动 2019 年统谈分签类 IT 设备（存储部分）集采 

近日，中国电信启动了 2019 年统谈分签类 IT 设备（2019 年）集中采购项目（存储

部分）项目。此次共采购三类产品，分别为：250 台高端磁盘阵列、750 台中低端磁盘阵

列、380 台 FC 交换机。 

（C114 中国通信网） 

2.9 Gartner:iPhone 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份额下降至第三名 

根据 Gartner 的最新数据，2019 年第一季度，iPhone 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降

至 11.9%，同比下降 2.2%，销量从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5410 万台下跌至约 4460万台。 

Gartner 表示，2019 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约为 3.73 亿台，三星位居榜

首，其次是华为和苹果。 

尽管三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 20.5%降至 19.2%，但它仍然保持着行业领先

地位，位居第一。华为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则从 10.5%上升至 15.7%，销量达到 5840 万台，

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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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OPPO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从 7.3%升至 7.9%，Vivo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从 6.1%

升至 7.3%。 

（C114 中国通信网） 

2.10 较 4G 增长超三倍！韩国 5G 数据使用量激增 

韩国移动运营商在不到两个月前为消费者推出了 5G 业务，但已发现其（用户）使用

模式与 LTE 截然不同，每日的数据消耗量增长超过三倍。 

韩国电信首席技术官 Jeon Hong-beom 表示，与 4G 数据流量相比，其 5G 数据使用量

至少增加了三倍。该运营商在全国安装了 31610 个基站。 

（C114 中国通信网） 

2.11 软银与爱立信和诺基亚签署 5G 部署合同 

日本软银（SoftBank）与爱立信和诺基亚签署了 5G 部署合同，准备通过新获取的

5G 频谱推出服务。 

爱立信宣布，它已被选为利用软银的 3.9GHz 至 4GHz 和 29.1GHz 至 29.5GHz 频段的

多频段 5G 网络部署的主要供应商。 

软银将部署包括爱立信无线系列产品组合中产品的无线接入网络设备，以便在优化

其 5G 网络的同时增强其现有的 LTE 网络。 

与此同时，软银将在全日本部署诺基亚的 5G AirScale 技术，以实现 5G 移动宽带

（eMBB）、超可靠低延迟连接（URLLC）和机器类通信（eMTC）服务。 

（C114 中国通信网） 

三、重要公告 

3.1 优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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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拟向陈建辉等 26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佳博科

技 100%股权。经交易各方协定，本次交易佳博科技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81,500 万元，

其中，上市公司以股份支付对价合计 48,900 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60%；以现金支

付对价合计 32,600 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40%。 

同时，本公司拟向包括博通思创在内的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35,00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

发行费用及中介机构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按照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股份发行价格为 14.97 元/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2,665,317 股。 

3.2 深南股份: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票可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持本公司股份 79,680,11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9.51%）的股东周世平先生因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近期可能被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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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等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被动减持最大股份数量 34,58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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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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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实际减持股份数量以最终处置结果为准。 

3.3 世纪鼎利: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叶滨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4,744,7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19.22%），计划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896,000 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

以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4 会畅通讯: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彭朴计划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3 个月内（即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019 年 9 月 3 日）拟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合法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247,02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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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即不超过 167.20 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即不超过 334.40 万股） 

3.5 东土科技:关于控股股东,董事长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持本公司股份 178,329,5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0%）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

李平先生为偿还股票质押贷款、降低股票质押比例，计划未来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5,508,1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的 2%。 

3.6 共进股份: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胡祖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91,300 股；董事、副总经理王志波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1,021,600 股；监事、监事会主席漆建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95,000 股；副总经

理龚谱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71,800 股；副总经理韦一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78,800 股；

董事、董事会秘书贺依朦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68,800 股；副总经理唐晓琳女士持有公司

股份 104,000 股；副总经理龙晓晶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385,600 股。 

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相应股份，即：胡祖

敏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247,800 股；王志波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255,400 股；漆建中先生拟

减持不超过 123,750 股；龚谱升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142,950 股；韦一明先生拟减持不超

过 194,700 股；贺依朦女士拟减持不超过 92,200 股；唐晓琳女士拟减持不超过 26,000

股；龙晓晶女士拟减持不超过 96,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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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光弘科技: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志彪先生，副总经理朱建军先生，副总经理李正大先生，副

总经理王军发先生，财务总监肖育才先生及董事会秘书杨荣先生，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自 2019 年 6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649,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36%）。 

3.8 科创新源:关于收购无锡昆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创新源”）拟通过股

权受让的方式获得深圳汇智新源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智新源”）

所持有的无锡昆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昆成”）65%的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的总金额为 10,335 万元，公司拟将募投项目中“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

材料建设项目扩产子项目”的 7,972.03 万元变更用于“收购无锡昆成部分股权项目”，

剩余 2,362.97 万元由公司自筹实施（“高性能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建设项目”的“扩产子

项目”的具体变更金额以实际划款时该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自有资金的支付额度依

据交易总价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公司收购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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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