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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收盘点位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沪深 300 4812.76 -0.05 2.80 17.48 

上证指数 3451.09 0.36 3.32 13.15 

中小板指 9175.17 -0.06 2.24 38.33 

创业板综 3040.56 0.33 1.42 44.49 

恒生指数 25367.38 0.08 1.92 -10.01 

日经 225 23051.08 -0.20 1.32 -2.56 

标普 500 3389.78 0.23 1.68 4.92 

道琼斯 27778.07 -0.24 0.33 -2.66 

纳斯达克 11210.80 0.73 3.97 24.94 

法 CAC40 4938.06 -0.68 -1.79 -17.40 

德国 DAX 12881.76 -0.30 -0.50 -2.77 

英 FTSE 6076.62 -0.83 -1.26 -19.43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指标 收盘价 
涨跌（%） 

一日  五日 年 

美元指数 

 

95.11 0.00 -0.70 -1.57 

6.76 0.07 -0.55 1.21 

1.15 0.13 0.54 3.93 

1233.20 0.46 1.33 -7.81 

912.00 1.33 11.22 22.42 

46.20 -1.32 -1.03 -2.68 

49.83 1.26 4.03 -4.12   

人民币汇率 

欧元-美元 

黄金现货 

BDI 

WTI原油 

BRENT原油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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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点 
                 

行业研究 

 通信行业：5G 加速发展释放专网需求，政策助力行业快速发展 

（吴彤，余芳沁） 

 有色金属行业：有色周观点 

金价短期调整不改长牛走势 回调或迎来布局机会 

钴矿运输问题仍未改善 钴价存上涨动力 

估值仍处低位 建议关注优质加工股投资机会（吴轩，孙志轩）    

个股研究 

 明泰铝业（601677）：产品量价齐升 二季度创最好单季表现--明

泰铝业中报点评：维持推荐 

产品量价齐升 二季度创最好单季表现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未来有望向高附加值领域进一步拓展 

推动智能化信息化建设 提升生产运输效率（吴轩，孙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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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个股 
 

行业研究： 
 

 通信行业：5G 加速发展释放专网需求，政策助力行业快速发展 

5G 专网市场空间广阔，国家政策持续推进：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ITU-R）定义了 5G 的三大典型应用场

景：eMBB（增强型移动宽带）、mMTC（海量物联网通信）和 uRLLC（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其中 eMBB 是目

前 4G 技术的升级版本，在流量和带宽方面具有更强性能，可支持更高、更快的内容传输处理。mMTC 和 uRLLC

两大场景是 5G 最终价值的体现，意味着 5G 更多瞄准产业应用，适应垂直行业场景对泛在互联、高可靠性能的

要求。根据爱立信委托 Arthur D. Little 发布的报告指出，2026 年垂直应用产业透过 5G 进行数字化的过程中，将

为各种系统设备、运营商与其他 ICT 业者带来超过 1.32 万亿美元的商机。国家政府陆续出台，推进 5G+垂直行

业的融合。2019 年 11 月，中国移动发布《5G 行业专网研究报告》，根据无线建网方式差异提出面向行业客户的

5G M（混合）.V（虚拟）.P（物理）三类行业无线专网方案；2020 年 3 月 24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 5G 加快

发展的通知》，在加快 5G 网络建设部署、丰富 5G 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加大 5G 技术研发力度和构建 5G 安全保

障体系提出具体要求。专网方面，要求组织开展 5G 行业虚拟专网研究和试点，实现标准、技术、应用、部署等

关键环节衔接畅通。2020 年 6 月 18 日，中国移动发布《中国移动 5G 行业专网技术白皮书》，涵盖 5G 行业专网

的组网需求、网络架构以及网络端到端主要技术要求，旨在推进 5G 产业端到端技术拉通及产业成熟。 

5G 专网建设大势所趋，主流建设模式相互补充：与公众移动通信不同，专业移动通信有虚拟专网、群组业务、

快速呼叫、安全可靠、高抗毁性、高突发性等一系列特点和要求。5G 能完全满足专网通信的要求，为专网通信

奠定技术基础。目前，5G 专网可面向不同的需求场景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以满足差异化的行业需求。我们认

为，未来多种专网建设模式相互补充：公安、军队等对信息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特殊行业依然会选择传统专网

建网模式；传统制造业、电力行业等对数据安全要求不高且希望迅速开始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可能会选择“公网

专用”模式。 

运营商运营专网优势显著，中移动发布专网白皮书催化产业发展：全球专网通信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国

作为全球新兴技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专网需求量也急剧上升。三大运营商不仅具备丰富的网络资源，同时 5G 时

代拥有足够动力拓展 B 端市场新增长点，因此运营商运营专网优势显著。中国移动针对 5G 行业专网建设，实现

QoS 加速、切片、边缘计算、无线专网定制、能力开放/对外服务等关键技术，高效推进 5G 产业端到端技术拉

通及产业成熟。中国移动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完成 5G 行业专网端到端规范的制定和行业虚拟专网测试规范制定；

三季度完成 5G 核心网规模试验测试，初步具备 N4 异厂家能力；第四季度，力争在网络切片、边缘计算、5G 能

力开放等方面的厂家产品具备商用能力。 

（证券分析师：吴彤（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20030004）;联系人：余芳沁（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080005）） 

 有色金属行业：有色周观点 

金价短期调整不改长牛走势 回调或迎来布局机会：8 月 6 日世卫组织公布目前全球已有 26 种新冠疫苗处于临床

试验阶段，6 种已处于三期阶段；8 月 11 日俄罗斯首款新冠疫苗注册，推动市场风险偏好回归，避险资产遭受巨

大冲击。由于此前贵金属处于超买状态，8 月 11 日多头大规模获利了结，叠加美国非农数据超预期，伦敦金现

单日跌幅达-6.07%，伦敦银现单日跌幅达-12.38%。本周伦敦现货黄金下跌-4.25%，现货白银下跌-6.57%，自周

一大跌后有一定修复。我们认为金价大趋势由美国实际利率驱动，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 M2 增长 18%至 18.3 万

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由 4 万亿增长至 7 万亿，尽管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规模仍未达成一致，但在经

济疲软背景下扩张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是必然选择，美元指数走弱仍是大趋势，实际利率也大概率维持负利率

水平，贵金属短期调整不改长牛走势，回调或带来较好的补仓机会。而从板块配置角度看，在经济、政治不确

定性较强的背景下，贵金属板块也具备较强配置价值，建议关注银泰黄金、山东黄金、赤峰黄金。 

钴矿运输问题仍未改善 钴价存上涨动力：本周电解钴连续上涨之后有所回调，下跌 4.17%收于 28.75 万元/吨；

但标准级钴和合金级钴仍分别上涨 2.18%、0.98%，钴酸锂、四氧化三钴等钴产品也保持上涨态势。据百川资讯



rUOAcXhZqUpPnP6M8QbRsQmMnPrRlOnNvNlOnMxO7NmMzQxNoNqQxNr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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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目前从刚果金运至南非港口的钴原料陆运受阻的问题仍未解决，同时南非港口运输也未彻底恢复，现有

船期难以解决港口库存积压问题，钴原料供应紧张的问题仍将持续，同时上中游各环节低库存惜售现象较为普

遍，钴价仍具备一定上行动力。需求端来看，下半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排产不断改善，消费电子领域自上半年

以来表现一直较为稳健，钴整体需求较为平稳。我们认为目前低库存、原料供应紧张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善，刚

果金钴矿存在疫情再度爆发的风险，在下游稳步复苏的支撑下，钴价仍存上涨动力，建议关注寒锐钴业、华友

钴业。 

估值仍处低位 建议关注优质加工股投资机会：尽管自 6 月以来有色板块经历了一波行情，但目前金属加工子板

块整体估值仍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低估值且业绩稳健的加工类个股，继续坚定推荐“与宝钢牵手

加速汽车轻量化进程的镁业龙头”-云海金属、“向军工新材料及高端设备进军的铜加工龙头”-楚江新材、“成本

优势铸造壁垒，产能投放预期强烈的铜管龙头”-海亮股份、“改造升级热轧产能，发力高端用铝市场的铝板带箔

细分龙头”-明泰铝业。 

风险提示：油价再度暴跌、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超预期、钴矿运输提前改善、钴下游需求恶化、美国经济刺激

方案不及预期 

（证券分析师：吴轩（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9040001）;联系人：孙志轩（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120018））  
  

个股研究： 
 

 明泰铝业（601677）：产品量价齐升 二季度创最好单季表现--明泰铝业中报点评：维持推荐 

产品量价齐升 二季度创最好单季表现：公司发布 2020 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1.53 亿元，同比增长

3.91%；归母净利润 3.51 亿元，同比增长 6.49%；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04 亿元，同比增长 2.54%。二季度业绩明

显改善，营收 41.18 亿元，同比增长 18.3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2.18 亿元，同比增长 30.60%，创上市以来最好

单季表现。公司业绩增长主要源于主产品量价齐升：公司上半年铝板带箔产量 45.11 万吨，销量 43.88 万吨，较

2019 年上半年产销 41 万吨有所提升；上半年铝合金轨道车体销量 129 台，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7.23%；产品综

合毛利率达到 12.39%（+0.55pct），其中铝板带 10.51%（+0.56pct），铝箔 16.91%（+0.22pct），铝合金轨道车体

42.70%（+11.33pct）。随着 12.5 万吨车用交通铝合金板项目、铝板带升级改造项目释放产能，公司业绩有望稳步

增长。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未来有望向高附加值领域进一步拓展：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 5G 滤波器盖板、轨道车体、高

强度车用铝合金、充电桩、航空用铝等高端铝材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上半年研发费用

达 2.2 亿元，研发费用比例由 2018 年的 1.06%提高至 3.07%。随着公司研发成果不断落地转化，未来公司业务有

望向高附加值领域再度拓展，毛利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推动智能化信息化建设 提升生产运输效率：公司全面推进智能化、信息化建设，通过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和优化

生产系统以提高生产率、缩短交货期，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以减少物资流转过程中人工的出错率，效

率慢等问题。同时公司不断推进智能信息系统及产品数据平台，旨在打通企业的信息流与实物流，构造销售、

采购、产品研发、质量控制、生产过程管理、成本核算、人力管理等一体化的智能工厂，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

时提升生产运输效率，保证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1.23 元／1.44 元／1.67 元，对应 PE 分别为 9.34／7.98 /6.89

倍，维持“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产能投放不及预期 下游消费下滑 铝材加工费下行 

（证券分析师：吴轩（执业资格证书编号：S1070519040001）;联系人：孙志轩（从业证书编号：S10701181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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