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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Oro 预计今年云基建 Capex 两位数

增长，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卫星将发射  
■上周（06.08~06.14）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5%，创业板指数上涨 1.86%，中

小板指数上涨 0.98%，通信指数下跌 0.36%。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通信板

块涨跌幅排名第 17，电子板块和计算机板块分别排名第 16 和第 6。 

■阿里云线上峰会：今年计划再招 5000工程师，服务器扩容至三百万量级规模；

数据库自主可控突破，发布 7款数据库产品，支撑每秒 55万笔交易。6月 9 日，

2020 年阿里云线上峰会召开。会上，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称“2000 亿对新

基建来说并不大，阿里集团目前有百万量级的服务器，未来服务器将扩充到三

百万量级规模。除了在基础设施领域继续加大投入，今年阿里云将再招聘 5000

名工程师，重点吸引云服务器、网络、芯片、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

域的攻坚人才”。本次峰会上，阿里云据数据披露，钉钉目前有超过 1500 万组

织上线，用户超过 3 亿。阿里云的行业解决方案从去年 3 大领域变为 7 大领域，

同时阿里云重磅发布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 DB-X、云原生数据仓库 Analytic 

DB、数据库自治服务 DAS、云数据库专属集群、图数据库 GDB、云数据库

Cassandra 版、云数据库 Click House 合计 7 款跨时代产品。阿里云数据库产

品峰值 TPS每秒可达 8700 万次，支撑每秒 55 万笔交易订单，实现中国数据库

产品自主可控的进一步突破。我们将继续看好 IDC基建板块，建议重点关注【英

维克】，建议关注【光环新网/宝信软件】。 

■Dell'Oro：预计 2020年云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维持两位数增长，Q1云巨头全

面扩容。6 月 9 日，Dell'Oro 发布最新研究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数据中心资

本支出报告》，报告指出 2020 年全球云数据中心资本支出预计以两位数增长，

同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资本投资，预计企业 IT 支出将下降。另外，

报告指出 2020 年第一季度 Top 10 云服务提供商在数据中心上的总支出达到

1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Top 4 云服务提供商全面提升了服务器容量，推

动全球服务器收入同比增长 1%，而白盒服务器（主要由大型云服务提供商进行

部署）的出货量增至创纪录的 130 万台。我们继续强烈看好光模块板块，重点

推荐【新易盛】，重点关注【中际旭创/剑桥科技/华工科技】。 

■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将于近期择日发射，今年将会对外宣布全球

系统的建成。根据央视新闻等报道，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

组网卫星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完成技术区测试、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前状态设

臵，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北斗三号系统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三步，

一共 30 颗卫星，现在已完成 29 颗卫星的发射。在今年适当的时候，我国将会

对外宣布全球系统的建成。作为后起之秀，北斗三号系统最重要的差异化服务

有两个，一是高精度服务，最高精度可以到厘米甚至毫米级；另一个是短报文

服务，提供位臵服务信息。 

■信通院：五月份国内手机出货量 3375.9万部，5G手机占比 46.3%。根据中

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0 年 5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3375.9 万部，

同比下降 11.8%。1~5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 1.24 亿部，同比下降

18.0%，同时，国内市场 5G 手机出货量 1564.3 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46.3%，上市新机型 16 款，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50.0%。1~5 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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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 5G手机累计出货量 4608.4 万部、上市新机型累计 81 款，占比分别为

37.0%和 47.9%。5G终端的渗透率大幅提高，用户对 5G网络体验升级的需求

提升，我们继续看好以 5G 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支柱，重点推荐主设备商

【中兴通讯】，关注【烽火通信/星网锐捷/紫光股份】。 

■投资建议：2020 年国家领导层多次提及今年要加强 5G、工业互联网等战略

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继续看好 5G是未来 10 年科技新基建的主线，

2020 年将是大规模投资首年，继续坚定推荐：主设备商【中兴通讯】，光模块

【新易盛/中际旭创】，PCB及覆铜板【沪电股份/深南电路/生益科技/华正新材】，

国产滤波器【世嘉科技】，桌面云【星网锐捷】，EMS【光弘科技】，国产环形器

【天和防务】，国产 FPGA【紫光国微】，车联网【万集科技】，工业互联网【能

科股份】。重点关注：EMS【深科技】、云计算温控【英维克】【佳力图】。 

■风险提示：5G市场发展进度不及预期；市场估值波动影响。 

 



vYOAcXgYoWqQoM8OdN8OsQoOmOnNjMmMtNeRrQqN9PnMmMwMnPtNMYmNsQ

行业周报/通信 

3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内容目录 

1. 阿里云规划服务器扩容至 300万量级，北京年内将新增 5G基站 1.3万个 .......................... 4 

1.1. 阿里云线上峰会：今年计划再招 5000 工程师，服务器扩容至三百万量级规模........... 4 

1.2. 中国移动硬件防火墙集采：新华三全线入围，摘取高中端产品 70%份额 ................... 4 

1.3. 中国联通启动虚拟化 VoLTE短信网关集采，预算 7869 万元 ..................................... 4 

1.4. 北京年内将新增 5G基站 1.3 万个，推进 30 万户以上 4K超高清机顶盒进社区.......... 5 

1.5. 华为：四方联合打造全国首个 5G全场景智慧物流新装备孵化基地 ............................ 5 

2. 一周行业其他热点.............................................................................................................. 6 

2.1. Dell'Oro：预计 2020 年云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将呈现增长，企业 IT 支出或大幅下降..... 6 

2.2. 五月份国内手机出货量 3375.9 万部，5G手机占比 46.3% ........................................ 6 

3. 一周行业回顾..................................................................................................................... 6 

3.1. 一周各板块表现 ........................................................................................................ 6 

3.2. 安信通信板块一周表现 .............................................................................................. 7 

3.3. 通信板块上周涨跌幅前五 .......................................................................................... 8 

4. 一周投资观点..................................................................................................................... 9 

5. 一周重点公告................................................................................................................... 10 
 

图表目录 

图 1：申万 28 个行业一周涨跌幅 ............................................................................................ 7 

图 2：安信通信板块一周表现（06.08~06.14） ....................................................................... 8 
 

表 1：通信行业上周表现（06.08~06.14） .............................................................................. 7 

表 2：通信板块涨跌幅前五 ..................................................................................................... 8 

表 3：推荐标的表现................................................................................................................ 8 

表 4：一周重点公告（06.08~06.14） ................................................................................... 10 
     
  



行业周报/通信 

4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1. 阿里云规划服务器扩容至300万量级，北京年内将新增5G基站1.3

万个 

1.1. 阿里云线上峰会：今年计划再招 5000 工程师，服务器扩容至三百万量级规

模 

 

6 月 9 日，2020 年阿里云线上峰会召开。本次峰会上，阿里云智能一如既往地带来了许多干

货。行业解决方案从去年峰会三大领域变为七大领域，包括城市大脑 3.0、智慧高速在线计

费系统自由流 2.0、助企业全速重构的“天宫云”等，可见一年的积累和疫情对技术落地的

催促作用巨大。 

 

 首先是数字政府领域，是受疫情催促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在城市防疫体系中，城市治

理体系化和数字化领导力成为城市抗疫的护城河，而阿里城市大脑成为一大重要依托。

本次会上，阿里云智能全新推出城市大脑 3.0。 

 在运营商方面，阿里和中国联通联合推出了“天宫云”。该系统已帮助中国联通开卡速

度从 4000 张/秒增长到 40000 张/秒，在支持联通内部的同时，还面对外部上百家客户

提供 IT 服务。 

 推出阿里云工业互联网新基建，聚焦工厂数字重构，产业链产销融合，以及产品的智能

升级三件事。阿里云推出“云上春雷”计划，在全国落地 100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培养

1000 加行业服务商，助力 10000 家数字工厂改造。 

 阿里云智能本才还针对 K12教育行业推出“春雷计划-普惠教育”，针对高等教育推出科

研云，面向新金融行业成立金融先锋联盟，并面向社区推出未来社区“5 个 1”解决方

案，显示出其在各行各业的触角。 

 

点评：2020 年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为政企数字化转型按下了快进键，科技企业能接住这样

的机遇并经受住挑战，离不开过去多年在云、AI、大数据等技术方面积累的成果。在经历了

这样一场技术大考之后，各界对于云、数据中台技术和方案的认知也不再仅限于硬件设施，

而是对政企架构、组织、产品以及文化的重构。而后，我们会看到包括政府、交通、金融、

教育、社区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方案落地速度全面加快，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新业态

浮现。 

 

1.2. 中国移动硬件防火墙集采：新华三全线入围，摘取高中端产品 70%份额 

 

根据中国移动公告显示，中国移动 2020 年至 2021 年硬件防火墙产品集中采购（新建部分）

项目尘埃落定。该采购项目一共有 3 个标段（高端、中端、低端硬件防火墙），新华三集团

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与安全可靠的产品性能，全线入围。经初步测算，新华三集团在此轮集

采中合计中标金额超过 2 亿元。特别是在规模最大的高端硬件防火墙标段中，新华三集团以

70%份额成功入围，标志着中国移动对新华三集团产品、技术及服务等综合实力的全面肯定。 

 

点评：作为运营商最可信赖的核心价值伙伴，新华三集团正在全面参与运营商 IT 私有云和

5G 网络云等新一代 ICT 基础设施建设，在多个品类的集采中均取得集采重大突破。在中国

移动市场上，新华三集团成功入围包括中国移动高端路由器和高端交换机项目中的最大路由

器标包以及 10T 档高端路由器标包，集中网络云资源池分布式块存储采购项目，人工智能通

用计算设备集中采购项目以及 PC服务器集采项目等，中标总金额超过 20 亿元。 

 

1.3. 中国联通启动虚拟化 VoLTE短信网关集采，预算 78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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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官方消息显示，2020-2021年中国联通虚拟化 VoLTE短信网关采购项目招标正式启动，

此次采购预算为不含税 7869 万元。其中，2020 年度预算不含税 5160 万元，2021 年采购预

算不含税 2709 万元。2020 年中国联通虚拟化 VoLTE短信网关建设工程，分别在济南、西

安、南京、广州、成都建设 1 对 IP-SM-GW，成对 IP-SM-GW采用 1+1 互备容灾方式。当

其中一套故障时，另外一套可以实现对业务的 100%接管。2020 年 IP-SM-GW 建设规模为

12000 万用户容量。2021 年在 2020 年建设的 5 对 IP-SM-GW上扩容，同时在北京、郑州

节点各分裂 1 套虚拟化 IP-SM-GW，建设规模为 6300 万用户。 

 

点评：2019 年中国联通 VoLTE短信网关扩容工程实施后，联通 VoLTE短信网关采用南北大

区建设方案，在北京和郑州分别建设 1 套 IP-SM-GW，1 对 IP-SM-GW采用 1+1 互备容灾

方式，当其中一套故障时，另外一套可以实现对业务的 100%接管。其中北京 IP-SM-GW设

备 License 为 2240 万用户；郑州 IP-SM-GW 设备 License 容量为 2460 万用户。2 套

IP-SM-GW设备的硬件容量均满足 4700 万用户规模。北京业务覆盖北方 14 省，郑州业务覆

盖南方 17 省。 

 

1.4. 北京年内将新增 5G基站 1.3万个，推进 30万户以上 4K超高清机顶盒进社

区 

 

根据 C114 通信网消息，6 月 9 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北

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涉及到了《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北京市促进新消费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等 5 套方案，意见要求准

确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拓展

前沿科技应用场景。 

 

 在《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中指出，要加大 5G 基站

选址、用电等支持力度，2020 年实现 5G基站新增 1.3 万个，累计超过 3 万个，实现五

环内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室外连续覆盖，五环外重点区域、典型应用场景精准覆盖。 

 在《北京市促进新消费引领品质新生活行动方案》中要求，实施 4K 进社区工程，推进

30 万户以上 4K超高清机顶盒进社区，为居民更新超高清电视机提供技术支撑。在重点

商业街区布局 8K显示系统，试点 8K超高清演出、赛事直播等应用。 

 

点评：北京市在推动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极扩大 5G 网络建设规模，提出 2020

年底前累计建成 5G基站超过 3 万个，实现五环内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室外连续覆盖，五环外

重点区域、典型应用场景精准覆盖，着力构建 5G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推进千兆固网接入

网络建设。同时还支持 5G射频芯片及器件检测与可靠性平台、5G+AIoT器件开放创新平台、

5G+超高清制播分发平台等一批产业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构建 5G 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培

育一批 5G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1.5. 华为：四方联合打造全国首个 5G全场景智慧物流新装备孵化基地  

 

根据华为媒体中心报道，6 月 8 日，由中国移动、华为、昆船集团和倍福中国四方联合举办

的 “5G智慧物流成果”发布会在中国昆明开幕。在此次发布会上，华为作为领先的 5G解

决方案提供商，与移动、昆船、倍福联合发布了《5G智慧物流应用场景与解决方案白皮书》， 

携手打造全国首个 5G全场景智慧物流新装备孵化基地。《5G智慧物流应用场景与解决方案

白皮书》从应用场景、网络架构、建网要求、专网保障、终端选型、业务可靠性等维度全方

位介绍了移动、华为、昆船、倍福四方在 5G智慧物流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成功实践，使能全

社会加速 5G智慧物流数字化转型。昆船公司在此次发布会上发布的最新研制的巷道堆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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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穿梭车、叉车类 AGV、仓储分拣类 AGV等 5G物流装备全系列新产品，采用华为 5G CPE

和基于华为 MH5000 模组的 5G工业智能网关，运行稳定可靠，可以满足 5G智慧物流先进

装备全业务应用部署的需要。 

 

点评：随着 5G网络建设的加速，5G智能制造领域的行业应用探索也在不断深入。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中，物流领域的数字化已经领先，是 5G 落地的优选行业。推动 5G融入传统

物流行业，是物流产业打造新装备、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催化剂”，是对产业基建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是实现国家新基建战略发展的有效举措和重要实践。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 

 

2. 一周行业其他热点 

2.1. Dell'Oro：预计 2020年云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将呈现增长，企业 IT支出或大

幅下降 

 

6 月 9 日，Dell'Oro 发布最新研究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报告》，报告指

出 2020 年全球云数据中心资本支出预计以两位数增长，同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

制资本投资，预计企业 IT 支出将下降。另外，报告指出 2020 年第一季度 Top 10 云服务提

供商在数据中心上的总支出达到 1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而 Top 4 云服务提供商全面提

升了服务器容量，推动全球服务器收入同比增长 1%；而白盒服务器（主要由大型云服务提

供商进行部署）的出货量增至创纪录的 130 万台。Dell'Oro Group 认为，2020 一季度全球

云计算巨头已经从计算容量的消化阶段进入到容量扩展阶段，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恢复了高增长。全球范围内在线购物给云基础架构带来了沉重负担，一些云服务

商提高了关键区域的网络容量。然而，随着企业削减营销预算，今年在线广告将面临不利局

面。 

 

点评：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恢复到较高的增长率，因为一些主要的云服务

提供商已经从容量消化阶段恢复到扩张阶段。全球各地内的居家令给云基础设施带来了额外

的负担，促使一些云服务提供商加强在网络关键领域的容量。 

 

2.2. 五月份国内手机出货量 3375.9万部，5G手机占比 46.3% 

 

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0 年 5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3375.9 万部，同比下

降 11.8%；1-5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 1.24 亿部，同比下降 18.0%。国内市场

5G手机出货量 1564.3 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46.3%；上市新机型 16 款，占同期手机

上市新机型数量的 50.0%。1-5 月，国内市场 5G手机累计出货量 4608.4 万部、上市新机型

累计 81 款，占比分别为 37.0%和 47.9%。 

 

点评：今年以来，国内 5G手机出货量整体呈上升趋势，渗透率不断提升，并于 5 月创下历

史新高。我们认为，目前国内 5G手机销售普遍好于市场预期，5G换机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上半年换机以中高端为主，随着近期 5G 手机进入 1500 元档位、5G 套餐骤降至 89

元等，5G换机潮下半场已打响，5G手机正加速向中低端渗透，5G手机大范围普及为期不

远。 

 

3. 一周行业回顾 

3.1. 一周各板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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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06.08~06.14）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05%，创业板指数上涨 1.86%，中小板指数上涨

0.98%；同期，通信（申万）下跌 0.36%。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通信板块涨跌幅排名

第 17，电子板块和计算机板块分别排名第 16 和第 6。 

 

表 1：通信行业上周表现（06.08~06.14）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区间涨跌幅  

（本周）% 

区间成交额  

（本周）亿元  

区间涨跌幅  

（本年）% 

市盈率 PE(TTM)

倍  

000300.SH 沪深 300 0.05 9，169.44 -2.28 12 

399006.SZ 创业板指 1.86 7，047.74 22.73 63 

399005.SZ 中小板指 0.98 8，752.31 11.65 32 

000001.SH 上证综指 -0.38 13，333.40 -4.27 13 

881001.WI 万得全 A 0.25 33，130.06 2.37 19 

399001.SZ 深证成指 0.64 20，065.75 7.87 29 

801770.SI 通信(申万) -0.36 897.73 3.34 44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申万 28个行业一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2. 安信通信板块一周表现 

 

安信口径通信板块上周 8 个板块上涨，其中北斗导航上涨 3.92%；电信增值业务跌幅最大，

下跌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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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安信通信板块一周表现（06.08~06.14）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3. 通信板块上周涨跌幅前五 

 

上周申万口径下，实达集团涨幅达到了 26.81%，另外宁通信 B、七一二、广和通以及网宿

科技有超过 10%的涨幅；另一方面，盛洋科技下跌 23.03%，跌幅最大。 

 

表 2：通信板块涨跌幅前五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区间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区间涨跌幅% 

600734.SH 实达集团 26.81 603703.SH 盛洋科技 -23.03 

200468.SZ 宁通信 B 15.38 600293.SH 三峡新材 -11.31 

603712.SH 七一二 13.19 300698.SZ 万马科技 -6.01 

300638.SZ 广和通 11.03 600462.SH *ST九有 -5.46 

300017.SZ 网宿科技 10.69 000889.SZ 中嘉博创 -5.16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3：推荐标的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5日涨跌幅 20日涨跌幅 60日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市盈率 TTM 
本年最高PE

（TMM） 

历史最低PE

（删除负值） 

000063.SZ 中兴通讯 0.08% -7.21% -16.43% 7.94% 34.79  35.44  10.06  

600498.SH 烽火通信 -4.05% -18.36% -24.09% 4.34% 53.93  56.46  15.94  

002463.SZ 沪电股份 -2.98% -11.98% -9.08% 6.27% 32.14  33.52  14.19  

002916.SZ 深南电路 -3.54% -16.58% -10.25% 51.14% 54.85  56.92  19.15  

600183.SH 生益科技 -1.22% -12.70% -6.51% 33.49% 40.71  41.02  8.91  

603186.SH 华正新材 -3.81% -20.64% -14.32% 19.44% 61.55  64.71  20.88  

300735.SZ 光弘科技 -1.63% -7.94% -5.21% -1.87% 38.03  38.94  21.28  

300397.SZ 天和防务 -1.11% -19.35% -8.09% 27.08% 101.08  104.15  28.38  

300502.SZ 新易盛 9.91% -3.60% 27.28% 79.95% 71.97  71.97  25.40  

002049.SZ 紫光国微 -12.33% -8.93% 23.78% 25.71% 73.34  76.61  13.57  

000021.SZ 深科技 -5.27% -9.05% 38.81% 88.83% 102.60  104.87  8.46  

000988.SZ 华工科技 2.74% -1.09% -5.19% 7.24% 55.95  56.62  21.28  

002796.SZ 世嘉科技 -1.66% -9.86% -18.91% -11.09% 69.81  73.87  27.79  

002241.SZ 歌尔股份 2.20% 14.87% 41.07% 22.02% 57.21  58.04  11.69  

600745.SH 闻泰科技 -1.57% -8.52% -11.06% 15.68% 65.15  67.63  5.35  

300684.SZ 中石科技 0.41% 1.61% 6.81% 24.83% 61.68  62.52  24.65  

603133.SH 碳元科技 -2.18% -3.26% -9.32% -29.76% -79.23  
 

28.62  

300602.SZ 飞荣达 2.55% -11.42% -9.05% 6.05% 41.01  42.72  19.41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北
斗
导
航 

天
线 

手
机
相
关 

工
业
互
联
网 

网
安 

基
站
配
套 

车
联
网 

光
通
信 

广
电
设
备
和
宽
带
接
入 

C
D

N

网
络
设
备 

网
规
网
优
和
工
程
服
务 

ID
C

 

主
设
备
商 

流
量
经
营 

物
联
网 

高
清
视
频
会
议 

S
IM

卡 
军
工 
智
能
制
造
代
工 

通
信
产
品
销
售 

大
数
据
和
运
营
商
支
持 

运
营
商 

专
网 

通
信P

C
B

产
业
链 

射
频
器
件 

电
信
增
值
业
务 



行业周报/通信 

9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300322.SZ 硕贝德 -0.25% -7.69% -16.31% -22.40% 79.98  84.33  34.99  

600584.SH 长电科技 -7.00% -11.09% 19.61% 26.25% 165.37  171.21  12.21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沪电股份：5G有源天线变革推动 PCB及高频微波板材需求倍增；我们预估仅用于 5G

基站天线的高频 PCB将是 4G的数倍。公司深耕刚性 PCB主业，通信设备板占公司营

收的 62.8%。根据 NTI，2016 年公司位居全球第 21 位，在中国大陆仅次于建滔。对标

主要竞争对手，公司技术准备度高、客户结构稳定，5G时代有望充分受益。 

 

 新易盛：5G 启动，5G 基站前传、中传市场的 25G/50G/100G 光模块市场迅速发展。

北美互联网公司云数据持续中心建设，2019 年开始转向 400G。公司上市后在高速光模

块领域重点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大幅上升 50%以上，大规模新建 7条 100G光模块产线，

并采取激进的折旧摊销政策，虽导致 2018 年上半年出现亏损，但在 5G 启动时点，公

司 100G/400G 高速光模块技术和产能都已具备，基本面有望大幅反转。 

 

 华工科技：2019 年 5G 元年，公司旗下华工正源公司抓住 5G 时代机遇和数通市场“风

口”，推出从 25G至 400G的全系列产品。根据公告，公司光纤直驱，单纤双向，波分

复用等光模块产品已具备批量发货能力。公司 100G 产品已在海外批量发货，400G 系

列产品开始小批量试产，下一代数据中心领域的核心技术已启动研发。 

 

 星网锐捷：华为桌面云战略合作，开启商业 PC全面替换。5G+AI+IoT 驱动桌面云市场

全面打开，公司布局早、市占率高，牵手华为推出全系列解决方案。根据 IDC数据，锐

捷网络的企业级WLAN、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 router 在国内市场分别位列第三、第四

和第五，同时在桌面云领域持续发力，2018 年中国企业级终端 VDI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升腾资讯是传统瘦客户机龙头供应商，市占率行业第一。在今年发布基于华为鲲鹏的全

场景桌面云方案，包括云电脑、云应用和桌面云全系列云化产品。国产化大背景下，升

腾资讯与华为深度合作，绑定核心行业合作伙伴，未来有望持续快速发展。 

 

 华正新材：5G 传输速率大幅提升，推动基站射频前端高频 CCL 需求扩大十余倍。4G

时代美日厂商垄断高频 CCL 市场，5G 时代国产替代空间巨大。公司主要经营覆铜板

（CCL）、热塑性蜂窝板、导热材料和绝缘材料，收入占比分别为 68%、13%、9%和

8%。随着高频材料市场需求的提升，公司积极布局高频 CCL 业务，预计 5G时代有望

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看点。 

 

 飞荣达：天线振子是天线的核心器件，5G 时代 MassiveMIMO 技术的应用，单面天线

的振子数量将大幅增加，原有生产工艺将不能满足要求。公司率先布局 5G天线振子研

发，创新开发出了全新一代非金属天线振子，技术优势显著。5G 时代，我们预计天线

振子市场空间百亿级规模以上，有望给公司带来业绩高弹性。 

 

4. 一周投资观点 

 

2020 年国家领导层多次提及今年要加强 5G、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继续看好 5G是未来 10 年科技新基建的主线，2020 年将是大规模投资首年，继续坚定

推荐：主设备商【中兴通讯】，光模块【新易盛/中际旭创】，PCB 及覆铜板【沪电股份/深南

电路/生益科技/华正新材】，国产滤波器【世嘉科技】，桌面云【星网锐捷】，EMS【光弘科技】，

国产环形器【天和防务】，国产 FPGA【紫光国微】，车联网【万集科技】，工业互联网【能

科股份】。重点关注：EMS【深科技】、云计算温控【英维克】【佳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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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周重点公告 

表 4：一周重点公告（06.08~06.14） 

公司简称 主要内容  日期  

紫光国微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未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 2020/6/8 

东山精密  

公司发布 2020年半年业绩预告修正，修正后归母净利润预计为 5.03亿元~5.63亿元，

同比上升 25%~46%；修正后扣非归母净利润 4.33亿元~4.87亿元，同比增长

60%~80%。 
2020/6/9 

天和防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贺增林延期质押公司股数 1805.60万股，本次质押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 25.01%。 

超讯通信  公司股东梁刚解除质押股份 51万股，占其持股比例 14.06%，占公司总股本 0.33%。 

飞荣达  

公司决定对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调整。首次授予

的回购数量由 1，568，700股调整为 2，461，549股，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由 8.043

元/股调整为 5.0652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数量由 531，450股调整为 833，933

股，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由 10.36元/股调整为 6.5418元/股。 

2020/6/10 

天和防务  

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2.4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息 0.73元，合计派发人民

币 1752万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股，共计转增 1.92亿股，转

增后总股本为 4.32亿股。 

立讯精密  

公司决定以总股本 53.72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息 1.20元，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6.45亿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3股，转增股本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69.83亿股。 

歌尔股份  
公司发行 40亿元可转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3.27元/股，按面值

发行。 

新雷能  公司股东，董事邱金辉减持公司股份 195.7万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份 1.18%。 

歌尔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姜滨、姜龙合计质押公司股份 6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94%。 

博敏电子  公司 6月 17日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动 2093万股。 

2020/6/11 
深科技  

以公司 2019年末总股本 14.71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0.60元人

民币，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8827.56万元。 

广和通  
公司股东广和创通解除质押股份 1048万股，其合计共持股 2162.7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 8.95%。 

沪电股份  
公司因分红原因，对于 2019年授予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3.51元/股调整

至 3.31元/股；其余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2.19元/股调整至 1.99元/股。 

2020/6/12 

世嘉股份  

世嘉科技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韩裕玉女士、王娟女士、韩惠明先生合

计减持了 121.73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22%，本次减持行为导致韩裕

玉女士、王娟女士、韩惠明先生三人自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持股比例累

计减少 5%。 

汇顶科技  

公司大股东汇发国际减持公司股份 1161.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汇发国际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238.2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29%。 

2020/6/13 
中兴通讯  

公司完成了 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期超短融按面值发行，发行额

为 1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180天，单位面值为 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1.63%。 

飞荣达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飞延期回购质押股份 1412.25万股，占其持有股份比例

5.80%，占公司总股本 2.79%。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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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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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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