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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行业核心观点： 
上周是 2021 年 A 股的第二十九个交易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11%，

申万一级 28 个行业 12 个上涨，16 个下跌。通信行业上周整体走势强

于大盘，上涨 0.67%，排名第 12 名，TMT 行业内排名第 2。中国电信

回 A 上市正式过会，移动回 A 也在积极推进中，随着回 A 上市推进，

移动及联通将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为后续国内 5G基础设施的发展以

及国家级企业数字化转型建设再添新动能。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利用

数字技术为社会高质量发展赋予新的动能，从而重新定义价值创造的

过程。在新一轮面向更高连接数量级的数字化转型的场景时，更强大

的数据传输能力是其不可或缺的支撑。大量的信息基础建设将带动未

来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在开放化、服务化、生态化的数字化企业

运营模式下，企业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的改变或将带来更多的信息传

输需求，为整个通信产业带来更多结构性的投资机会。推荐关注运营

商的回 A 行情以及部分设备商的市场份额提升逻辑，以及通信板块内

估值较低但基本面和业绩表现均较好的公司 

投资要点： 
一周产业新闻：（1）2021 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电信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8.7%；（2）中国电信回 A 上市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3）三大运营商上半年收官：5G 套餐用户数量逼近 5 亿，渗透率超

三成；（4）工信部：上半年新建 19 万个，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

96.1 万；（5）工信部：全国采矿业“5G+工业互联网”步入快速增长

期；（6）中国一汽与中兴通讯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拥抱新四化，

开启新征程。 

建议关注通信板块内估值较低但基本面和业绩表现均较好的公司。

(1)运营商板块：2020 年下半年起三大运营商移动业务 ARPU 值拐点已

现，IDC、物联网、边缘计算等业务有望给三大运营商带来更多业绩发

展空间。（2）设备商板块：由于华为受到美国制裁导致出货受阻，板

块内部分企业的市占率有望提升，叠加周期性的毛利率上升，整个板

块或将走上估值修复的通道。（3）光模块：海内外云计算厂商资本开

支持续增长，全球光网建设复苏带动 PON 渗透率提升，2021H2 数通及

电信端光模块需求或将增长，光模块赛道长期高景气度逻辑不变。

（4）智能控制器：万物智联的大趋势下智能控制器在多个领域内市场

增量空间广阔，并且随着产业链的不断成熟以及专业化分工的细化，

国内智能控制器行业有望保持高业绩增长。（5）物联网模组：物联网

应用爆发需连接先行，中国企业已占据半壁江山，在芯片缺货的市场

状态中，推荐关注业绩确定性更强的模组龙头企业。 

风险因素：贸易摩擦加剧、国内 5G 建设不达预期、全球云计算建设

增速放缓、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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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产业新闻 

1.1  运营商 

2021 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7% 

工信部发布 2021 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收

入、总量同比分别增长 8.7%和 28.3%。其中，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7533 亿元，同

比增长 8.7%，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2.2 个百分点。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

量为 8045 亿元，同比增长 28.3%，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0.9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三

家运营商在新兴业务收入增势突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发展 IPTV、互联网数据

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业务，上半年共完成新兴业务收入 1145 亿元，同比增

长 27%，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 15.2%，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3.5 个百分点。其

中云计算和大数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 96.7%和 31.3%。（通信世界网） 

中国电信回 A上市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中国电信发布公告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对本公司 A 股发行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 A

股发行的申请已获通过。2021年 3月 17日，中国电信披露回 A细节，并首次披露 A

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三大募投项目未来三年总投资规模达到人民币 1021 亿，其

中初步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额为人民币 544 亿元。其中 5G 产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聚焦

5G 产业互联网相关的无线网、核心网、MEC、承载网等领域投资建设，打造敏捷智

能、安全可信、自主可控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重点行业客户提供端到端定制化

服务，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云网融合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项目，聚焦天翼云、

数据中心等布局建设和基础通信网络智能化升级，夯实云网安全底座，建设数字化

云网运营平台，满足公有云、专属云和边缘云发展及客户便捷入云需求，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研发项目，聚焦云计算、云网运营及云网安全、5G MEC

及云边协同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化攻关、6G 及量子信息等

前沿技术研究，增强产业数字化平台通用能力，打造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掌控的科技

型企业。（C114通信网） 

三大运营商上半年收官：5G套餐用户数量逼近 5亿，渗透率超三成 

三大运营商发布了六月份的运营报告，至此，三家的上半年运营情况揭晓。综合来

看，各运营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中国移动的单月移动用户增长数在本

年度首次超过中国电信，新增 272.2 万。相比之前几个月份，中国电信六月在移动

用户上的数量有所回落。无独有偶，在六月份，中国电信在 5G 用户套餐用户指标上

也表现平平，不仅低于五月份的数据，还首次被中国联通“碾压”。具体来看，中

国移动的 2021 年 6 月份运营数据显示，当月，中国移动移动客户数净增 272.2 万户，

用户总数达到 9.45506 亿户。当月，中国移动 5G 套餐客户数净增 2874.5 万户，累

计达到 2.50695亿户。中国移动 4G客户数净增 441.9 万户，累计达到 7.98848 亿户。

当月，中国移动有线宽带客户数净增 260.2 万户，累计达到 2.25599 亿户。同日，

中国电信公布了 2021 年 6月运营数据。当月，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数净增 182万户，

移动用户数累计 3.6249 亿户。当月 5G 套餐用户净增 666 万户，5G 套餐用户数累计

1.3115 亿户。有线宽带业务方面，当月，中国电信有线宽带用户数净增 106 万户，

有线宽带累计用户数 1.6421亿户。固定电话业务方面，当月中国电信固定电话用户

数净减 2万户，固定电话累计用户数 1.0714 亿户。中国联通也正式公布 6月份运营

数据。数据显示，在移动业务方面，中国联通移动出账用户 6 月净增 72.9 万户，累

计达 3.10 亿户。其中 5G 套餐用户 6 月净增 723.6 万户，累计达到 11333.0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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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网业务方面，中国联通固网宽带用户 6 月净增 63.2 万户，累计达 9012.3 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本月净减 3.4万户，累计达 4718.8万户。（C114通信网） 

工信部：上半年新建 19万个，我国 5G基站总数达到 96.1 万 

近日，工信部发布了《2021 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其中，通报了我国通

信能力情况。截至 6 月末，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 948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万个。

其中，4G 基站总数为 584 万个，占比为 61.6%；5G 基站总数 96.1 万个，其中 1-6

月新建 19万个。（C114通信网） 

1.2  物联网 

工信部：全国采矿业“5G+工业互联网”步入快速增长期 

自 5 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山西召开采矿行业“5G+工业互联网”现场工作会以

来，采矿企业与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合作，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网”赋能采矿业转

型升级，促进提质降本增效，保障安全生产。全国采矿业“5G+工业互联网”建设明

显提速。“5G+工业互联网”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截至 7 月中旬，山西、内蒙古、山

东、河南、甘肃、安徽、陕西、广东、江苏等多省新上采矿类“5G+工业互联网”项

目 28 个，签约金额约 3.5 亿元。“5G+工业互联网”在采矿业表现出了巨大的市场

空间和强劲的发展后劲。中国电信与准能集团、陕北矿业红柳林煤矿、陕煤小庄煤

矿、满州里黄金矿等合作，将 5G 技术应用于无人驾驶、远程控制、智能巡检等场景。

中国移动与晋能控股、中煤集团、华鹿阳坡泉煤矿等合作打造远程设备操控、设备

协同作业、井下智能调度等 5G 矿山应用；与平庄煤业、乌兰煤炭、海石湾煤矿等合

作打造无人化采掘、高清视频监控等 5G 矿山应用。中国联通与兰花科创玉溪煤矿、

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同煤浙能麻家梁煤业等合作建设井下 5G 网络，覆盖掘进/综

采远程控制、电机设备故障监测与诊断、风速/氧气环境监测等应用场景。“5G+工业

互联网”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基础电信企业加快能力整合，不断完善采矿业“5G+工

业互联网”产品体系，结合采矿业实际需求细化远程设备操控、机器视觉质检、设

备故障诊断、无人智能巡检、生产现场监测等 10 大典型应用场景，形成了涵盖矿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掘进与综采设备管控、安全监测与管理、生产流程控制、生产

经营管理等大类的近 100 余款“5G+工业互联网”产品，为采矿企业提供“菜单式”、

“一站式”服务。同时，产业各方加快技术创新夯实产业基础。华电集团利用低频

段覆盖范围广、穿透能力强、传播损耗小等优势，提升 5G 网络覆盖能力，积极探索

工业 5G 网络建设方案和运维模式。华为发布了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一网一云一平台”

智能矿山解决方案，通过 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构筑一张 5G 网

络、一体化的云设施、以及标准化集成化的数字平台，助力生态伙伴提升智能化能

力，共同实现煤矿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通信世界网） 

中国一汽与中兴通讯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拥抱新四化，开启新征程 

中国一汽与中兴通讯在长春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汽车电子、5G 行业、

产品服务、数字化及品牌建设五大业务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加快 5G 新应用的研发和

商业化进程，共同打造 5G 行业应用示范。 中国一汽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邱

现东，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刘亦功等和中兴通讯董事长李自学，执行董事、执行副

总裁顾军营，副总裁张亮，副总裁及汽车电子产品线总经理古永承等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中国一汽与中兴通讯签署的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强在核心技术，尤其

是芯片领域以及基础软件进行合作，重点探索整车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领域，从

芯片定义、架构设计、算法与 IP 嵌入、测试验证、车用操作系统、虚拟化软件、软

件中间件等多方面展开合作，构建软件定义汽车时代的产品竞争力。在 5G 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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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兴通讯在 5G 技术、产品方面的优势以及合作伙伴在行业理解方面的优势，共

同研究探索 5G 业务应用场景，基于 5G 网络建设、5G 的创新应用场景、方案研究及

相关标准、课题的申报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加快 5G 新应用的研发和商业化进程，

共同打造 5G 行业应用示范。双方依托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积累的实践和经验，加强

在数字化领域的经验共享与合作，优势互补，筑路数字经济，拥抱新四化，开启新

征程。（通信世界网） 

2    通信板块周行情回顾 

2.1  通信板块周涨跌情况 

上周 A股小幅下跌，通信行业表现持续强势。上周是 2021年 A股的第二十九个交易

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11%，申万一级 28 个行业 12 个上涨，16 个下跌。通信行

业上周整体走势强于大盘，上涨 0.67%，排名第 12名，TMT 行业内排名第 2。   

图表1：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上周）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上周为 2021 年的第二十九个交易周，沪深 300 指数年初至今下跌 2.34%，申万一级

28 个行业 15 个上涨，13 个下跌，通信行业全年整体下跌 3.79%，排名第 19 名，较

上周上涨三名，TMT行业内排名第 3。    

图表2：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年初至今）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2.2  SW通信板块个股周涨跌情况 

受板块影响，上周板块个股上涨情况较好。受市场影响，上周板块个股股价表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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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周通信板块 116 只个股中，72 只上涨，43 只下跌，1 只持平。板块涨幅前五

的公司分别为：移为通信、意华股份、广哈通信、天孚通信、广和通；板块跌幅前

五的公司分别为：移远通信、中天科技、富士达、ST高升、楚天龙。   

  

图表3：申万通信板块周涨幅前五（%）（上周） 图表4：申万通信板块周跌幅前五（%）（上周）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2.3  运营商月度数据跟踪 

根据三大运营商所公布的月数据来看，6月移动和联通表现略强于电信，中国移动的

单月移动用户增长数在本年度首次超过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5G渗透率也首次超越

中国电信。具体来看，中国移动的2021年6月份运营数据显示，当月，中国移动移动

客户数净增272.2万户，用户总数达到9.45506亿户。当月，中国移动5G套餐客户数

净增2874.5万户，累计达到2.50695亿户。中国电信公布了2021年6月运营数据显示，

当月，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数净增182万户，移动用户数累计3.6249亿户。当月5G套餐

用户净增666万户，5G套餐用户数累计1.3115亿户。中国联通6月份运营数据显示，

在移动业务方面，中国联通移动出账用户6月净增72.9万户，累计达3.10亿户。其中

5G套餐用户6月净增723.6万户，累计达到11333.0万户。 

图表5：三大运营商5G用户渗透率 

 
资料来源：信通院、万联证券研究所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1年1-6月，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1.74亿部，同比

增长13.7%，5G 手机出货量1.28亿部，同比增长100.9%，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3.4%。

2021年6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2566.4 万部，同比下降10.4%，环比增长11.7%，

其中5G手机1979.1万部，同比增长13.0%，环比增长18.2%，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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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国内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信通院、万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7：国内5G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信通院、万联证券研究所 

3    通信板块公司情况和重要动态（公告） 

3.1  关联交易 

本周 SW通信板块无关联交易。 

3.2  增减持 

图表8：通信行业股东增减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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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公 

告日期 

方案 

进度 

变动 

方向 
股东名称 

股东

类型 

拟变动数 

量上限 

占总股

本比例

(%) 

300134.SZ 大富科技 2021-07-19 进行中 减持 

深圳市大

贵投资有

限公司,深

圳市大勇

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

市大智投

资有限公

司 

公司 3,804,526.00 0.50 

688418.SH 震有科技 2021-07-24 进行中 减持 

新疆东凡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公司 3,872,200.00 2.00 

688418.SH 震有科技 2021-07-24 进行中 减持 

深圳市麦

田万家创

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

麦田天使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公司 3,872,200.00 2.00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3.3  大宗交易 

上周通信板块发生大宗交易合计成交量 388.93 万股，成交金额 8,347.30 万元。详

细信息如下： 

图表9：上周通信板块大宗交易情况 

证券简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单位：元） 成交量（单位：万股） 成交额（单位：万元） 

震有科技 2021-07-23 15.30 29.00 443.70 

共进股份 2021-07-22 8.43 775.00 6,533.25 

威胜信息 2021-07-22 26.63 100.00 2,663.00 

震有科技 2021-07-22 15.50 63.70 987.35 

亨通光电 2021-07-21 12.03 83.00 998.49 

共进股份 2021-07-21 8.28 775.00 6,417.00 

威胜信息 2021-07-21 26.74 40.00 1,069.60 

中嘉博创 2021-07-19 3.35 195.00 653.25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3.4  限售解禁 

未来三个月通信板块将发生限售解禁 8 股，其中解禁限售占总股本超过 15%的有 3

股。详细信息如下： 

图表10：未来三个月通信板块限售解禁情况 

证券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单位：万股） 总股本 占总股本比例（单位：%） 

微创光电 2021-07-27 3,049.08 12,412.61 24.56% 

富士达 2021-07-27 5,593.55 18,772.80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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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达 2021-07-28 238.80 18,772.80 1.27% 

天孚通信 2021-08-04 3,316.46 39,051.12 8.49% 

仕佳光子 2021-08-12 27,873.15 45,880.23 60.75% 

光环新网 2021-09-22 1,011.21 154,313.99 0.66% 

博创科技 2021-10-08 2,257.61 17,308.05 13.04% 

移远通信 2021-10-08 625.00 14,537.08 4.30% 

中嘉博创 2021-10-15 6,618.51 93,629.11 7.07% 
 

资料来源：Wind、万联证券研究所 

4    其他新闻  

上周板块的重要动态主要为部分公司业务发展和运营情况通告，详细信息如下： 

（1）2021-07-20-300590.SZ-移为通信:2021年半年度报告 

移为通信公布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8 亿元，同比增长

117.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45.2997 万元，同比增长 72.22%；基本

每股收益 0.25元。 

（2）2021-07-21-600522.SH-中天科技: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经营高端通信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南通江东电科

通信有限公司存在部分高端通信业务相关合同执行异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合并口径预付款项 213,531.20 万元对应原材料供应商交付不及预期、应收账款 

51,233.16 万元逾期、扣除已收到的预收款项后剩余未交付存货货值 110,743.46 

万元，上述事项可能导致公司产生损失的风险。高端通信业务是公司近年新增业务，

其供应商、客户与公司主营业务的供应商、客户没有重叠。2020 年度，高端通信业

务营业收入仅占总体比重 5.47%，归母净利润仅占总体比重 4.72%，对公司业务的

整体运营不产生重大影响。 

（3）2021-07-23-600050.SH-中国联通：公告 

联通红筹美国存托证券的下市已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生效。鉴于该下市，联通红筹

公司董事会已决议终止联通红筹美国存托证券计划，并已向联通红筹公司的美国存

托证券代理机构纽约梅隆银行发出终止该计划的通知。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联通

红筹公司已发行美国存托证券数量约 420 万份，占联通红筹公司总发行股份约 0.1%。

纽约梅隆银行已就终止联通红筹美国存托证券计划向所有联通红筹美国存托证券持

有人发出通知，联通红筹公司的美国存托证券计划将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美国东

部时间）终止。 

（4）2021-07-22-0728.HK-中国电信：A 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兹提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日期分别为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4 月 9 日、

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4 月 28 日及 2021 年 7 月 15 日的公告，以及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17 日的通函，当中载有本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相关事宜。除非本公告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

词语与该等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义。本公司欣然宣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21年 7 月 22 日对本公司 A 股发行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 A股发行的申请已获通 

5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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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建设端：我们认为随着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推进，5G 及云网建设的阶段性落地

将逐步提升 5G 相关产业链整体的景气度、(1)运营商板块：2C 业务端，随着 5G 渗

透率的逐步提高以及提速降费政策进入尾声，三大运营商移动通信业务的基本面开

始逐渐改善。2020 年下半年起三大运营商移动业务 ARPU 值拐点已现，2021H2 预计

有望继续回升。2B 业务端，三大运营商在产业互联网的积极布局，未来 IDC、物联

网、边缘计算等业务布局有望带来更多业绩发展空间。（2）设备商板块：受制于

2020 年中美贸易摩擦及 2021 年基站建设预期放缓影响，通信设备商板块 2021 年上

半年估值持续下滑，目前已处于历史估值较低水平。不过我们认为三大运营商的相

关建设招标的仍在逐步推进，由于华为受到美国制裁导致出货受阻，部分企业的市

占率有望提升，叠加周期性的毛利率上升，整个板块或将走上估值修复的通道。 

通信器件端：我们认为未来相关制造业的产能还将进一步东移，推荐关注技术突破

下通信行业内部分通信器件的投资机会。(1)光模块:2020Q4 云计算厂商资本开支仍

保持高位，2021 年有望继续上行，400G 数通光模块持续放量，数通光模块景气度将

持续上行；5G 建设继续，2021H2 电信端光模块整体需求有望重新提振；硅光模块也

有望成为光模块厂商未来业绩的新增长点；(2)物联网模组：技术革新带动模组行业

需求扩张，万物互联时代即将开启。技术迭代下全球蜂窝通信模组行业发展迅猛，

模组市场“东升西落”趋势明显，看好国内物联网蜂窝模组厂商。(3)智能控制器：

智能控制器是终端的“大脑”，目前随着下游市场的快速扩张，行业整体景气度较高。

目前国内企业通过成本以及技术优势不断提高全球市占率，整体行业的未来值得期

待。 

6    风险提示 

贸易摩擦加剧、国内 5G 建设不达预期、全球云计算建设增速放缓、上游原材料价格

波动。 



 

 

[Table_Pagehead]  

 证券研究报告|通信  

万联证券研究所 www.wlzq.cn 第 11 页 共 11 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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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tockRankInfo]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增持：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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