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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优主业受益 4G 后周期，布局移

动物联网和互联网保险 

 邦讯技术（300312.SZ） 

谨慎推荐  首次评级   

投资要点：   
 

1．事件 

邦讯技术 3 月 9 日晚公告了智能家居业务的最新进展，公司与国内

最大的 B2C 电商平台京东商城达成合作，首款智能家居产品——邦讯“玩

儿”WIFI 音乐智能插排于 2015 年 3 月 9 日正式上线京东众筹频道，并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开启众筹活动。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网优主业受益 4G 后周期，迎来业绩反转 

随着 2015 年三大运营商 LTE 网络的规模部署和 4G 用户总数将达到

4.5 亿之多，以及移动互联网流量翻倍的爆发式增长，将带来无线网优投

资的大幅增长，为邦讯技术主业带来持续的业绩贡献。 

（二）适时转型，布局移动物联网和互联网保险 

公司通过“WIFI 音乐智能插排”产品切入智能家居领域，有望打造

出一个全新的智能家居入口，并以此为平台，可以不断地智能扩展到周

边的智能家居和智能可穿戴产品，从而构建一个移动物联网的生态链，

并积累大量的用户和用户大数据，开展移动物联网运营及服务。更进一

步，公司可以依据大量的用户积累衍生出的健康、财产、意外伤害等多

险种保险需求，实现“宝 720”互联网保险平台由 B2B 向 B2C 的扩张，

形成移动物联网和互联网保险平台的协同服务模式，整合提升两个平台

的整体价值。 

3．投资建议 

预计公司 2015~2016 年收入分别为 7.58 亿元、9.15 亿元，同比增速

分别为 46.90%、20.71%；归属 A 股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96 亿

元、1.21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824.96%、26.04%；每股 EPS 分别为 0.60

元、0.76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8 倍、38 倍。我们看好公司通过进军智能

家居和智能可穿戴领域，打造移动物联网生态链，并以移动物联网入口

积累用户和用户大数据，结合“宝 720”互联网保险平台，满足用户健康、

财产、意外伤害等多险种保险需求，提升移动物联网开放式运营平台和

互联网保险平台的整体价值，首次给予公司“谨慎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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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数据 时间 2015.3.9 

A 股收盘价（元） 29.00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32.98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15.31 

上证指数 3302.41 

市净率 5.87 

总股本（万股） 16,002.00 

实际流通 A 股（万股） 6,394.50 

限售的流通 A 股（万股） 9,607,50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18.54 

注：*价格未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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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 

邦讯技术 3 月 9 日晚公告了智能家居业务的最新进展，公司与国内最大的 B2C 电商平台

京东商城达成合作，首款智能家居产品——邦讯“玩儿”WIFI 音乐智能插排于 2015 年 3 月 9

日正式上线京东众筹频道，并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开启众筹活动。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网优主业受益 4G 后周期，迎来业绩反转 

根据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披露，邦讯技术 2014年营业收入 5.17亿元，同比增长 8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39 万元，相对 2013 年的净利润-5839 万，主营业务实现扭

亏。 

邦讯技术的扭亏得益于 4G 投资和建设进入后周期，网优子行业开始整体受益。2014 年以

中国移动为首的三大运营商 LTE 基站已经规模部署达到 90 万个，4G 用户已经达到 9728 万；

2015 年中国移动将继续新建 30 万 LTE 基站，而随着 LTE FDD 牌照在 2 月 27 的正式发放，中

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会在 2015 年建成基本覆盖全国的 4G 网络，三大运营商规划的 2015 年 4G

新增用户数目标总计为 3.5 亿。 

我们认为，随着 2015 年三大运营商 LTE 网络的规模部署和 4G 用户总数将达到 4.5 亿之

多，以及移动互联网流量翻倍的爆发式增长，将带来无线网优投资的大幅增长，为邦讯技术主

业带来持续的业绩贡献。 

同时，随着中国移动 4G 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广覆盖基本完成，2015 年建设重心将逐渐开

始转向高价值区域的深度覆盖，重点加强商场、宾馆、写字楼、重要集团客户的小区和室内覆

盖，实现网络的无缝覆盖和深度覆盖，提升用户体验，因此小基站（Small Cell）将迎来规模

商用的元年，2015 年投资规模预计不低于 4 亿元，2016 年预计将迎来拐点爆发式增长。邦讯

技术在小基站领域一直有技术投入，在中国移动 2014 年的小基站（Small Cell）测试中表现良

好，公司收购的购博在家庭基站（小基站的一种）方面技术领先、商用规模最大，公司整体市场格局

排名第二。我们认为，小基站也会成为公司 2015 年业绩增长的一个亮点。 

图 1：LTE 投资受益产业链条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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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时转型，布局移动物联网和互联网保险 

在网优主业受益于 4G 后周期，业绩反转、趋势持续向好的前提下，邦讯技术考虑未来的

持续增长，积极进行转型，进军移动物联网和互联网保险行业。 

在物联网的布局上，邦讯技术选择以自身在无线通信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基础，将无线通信

技术应用到智能家居和智能可穿戴的硬件上，从而实现移动物联网生态链的打造。 

目前公司智能家居产品“WIFI 音乐智能插排”已于 3 月 9 日在京东众筹上线，3 月 12 日

正式开启众筹。从已经公开的产品资料来看，该产品抓住了所有智能家居都需要用到“电”，

同时都需要“网络”实现连接这两个最基本的共同点，设计成智能的电源插线板这一硬件实体，

并通过对“电”和“WIFI 无线网络”的控制，来实现对智能和非智能家居的控制。 

图 2：图解邦讯“WIFI 音乐智能插排功能” 

 

 

 

 

 

 

 

资料来源：互联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3：“WIFI 音乐智能插排”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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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互联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我们认为，相对于其它各种各样的智能家居产品而言，智能的电源插线板可以说是它们接

入“电”和“网络”的共同入口，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全新的智能家居控制平台，而公司在产

品规划上也充分考虑了智能扩展，会进一步推出周边的智能家居产品。 

图 4：“WIFI 音乐智能插排”的智能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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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互联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除了自有团队在智能家居和智能可穿戴硬件领域的投入外，公司 2 月 10 日公告与盛世景

投资共同发起设立移动物联网产业并购基金，该项基金将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针对围绕智能

硬件的移动物联网生态链，以及基于移动物联网及线下物业资源的 O2O 平台及服务领域进行

投资，为公司储备并购项目池，降低公司的并购风险，最终实现公司对优质资源的整合，构建

移动物联网生态链。 

邦讯技术还于 2014 年 5 月设立了汇金讯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宝 720”互联网

保险平台的搭建，“宝 720”作为第三方平台可以满足保险中介机构开展电商业务的需求，同

时又解决了单一中介机构开展电商业务因其保费规模受限存在资金、技术、规模、意识、产品

等诸多门槛障碍的痛点。“宝 720”目前还处于试运营阶段，与各大保险机构的系统对接也正

在陆续进行之中，按照公司规划，初期将以 B2B 的 模式为保险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等时机成

熟再切入 B2C 市场直接为最终用户提供保险服务。 

图 5：“宝 720”互联网保险平台 

 

 

 

 

 

 

 

 

 

资料来源：邦讯技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我们认为，公司通过“WIFI 音乐智能插排”产品切入智能家居领域，有望打造出一个全

新的智能家居入口，并以此为平台，可以不断地智能扩展到周边的智能家居和智能可穿戴产品，

从而构建一个移动物联网的生态链，并积累大量的用户和用户大数据，开展移动物联网运营及

服务。更进一步，公司可以依据大量的用户积累衍生出的健康、财产、意外伤害等多险种保险

需求，实现“宝 720”互联网保险平台由 B2B 向 B2C 的扩张，形成移动物联网和互联网保险

平台的协同服务模式，整合提升两个平台的整体价值。  

3．投资建议 

预计公司 2015~2016 年收入分别为 7.58 亿元、9.15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46.90%、20.71%；

归属 A 股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0.96 亿元、1.21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824.96%、26.04%；

每股 EPS 分别为 0.60 元、0.76 元，对应 PE 分别为 48 倍、38 倍。 

我们认为，公司网优主业受益于 4G 后周期，在 2014 年业绩反转的基础上将继续向好，

同时，我们看好公司通过进军智能家居和智能可穿戴领域，打造移动物联网生态链，并以移动

物联网入口积累用户和用户大数据，结合“宝 720”互联网保险平台，满足用户健康、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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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害等多险种保险需求，提升移动物联网开放式运营平台和互联网保险平台的整体价值，

首次给予公司“谨慎推荐”评级。  

4．风险提示 

网优市场竞争激烈、物联网产品发布低于预期、互联网保险业务和各大保险公司系统的对

接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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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银河证券行业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

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超越交易所指数（或市

场中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

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

主要的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

回报 10%－20%。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

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朱劲松，通信行业证券分析师。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

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

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

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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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科技（300134.SZ）、烽火电子（000561.SZ）、中天科技（600522.SH）、北纬通信（002148.SZ）、

二六三（002467.S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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