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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 (763 HK; 26.15 港元; 目标价: 29 港元) 
业绩改善和 5G 主题共振    
 
公司发布 2017 年三季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765.80 亿元 (YoY 7.01%)，归母净利润 39.05 亿元 (YoY +36.58%)。 

 

营收稳定增长，净利润符合预期 
2017 年公司新管理层就位后，聚焦核心业务、提升管理效能，促进收入端稳定增长，实现利润端快速提升。

前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7.01%，其中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收入均有所增长。报告期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6.58%，毛利率 31.64%同比基本持平，另外出售非核心资产产生投资收益。公司 7 月份完成限制性股权激励

授予登记，覆盖高管及业务骨干 1996 人、等待期 24 个月，并设置了行权的解锁条件，有效激发员工积极

性，为短期业绩释放带来有力保障。 

 

5G 主题催化不断，主设备商核心受益 
3GPP 规划 5G R15 独立组网标准在 2018 年中冻结；国 5G 第二阶段测试已经完成，有望在年底或 18Q1 启

动第三阶段组网测试；政策鼓励推动 NB-IOT、5G 产业发展。我们预计 5G 的投资总额将高于 4G，业绩上主

设备厂商核心受益，资金层面中兴作为 5G 龙头标的有望享受估值溢价。 

 

物联网加速落地，运营商低频重耕为公司带来额外的业绩弹性 
目前中国电信已经完成全国 31 万基站的 800MHz 频段重耕，启动全国 NB-IOT 网络的商用，近期完成 50 万

片 NB 模组招标，中标价格 36 元接近 GSM 标准，有望加快推动物联网应用落地成熟。中国移动公布 111 万面

窄带物联网天线的招标结果，拟投资 395 亿元开展物联网网络建设，预计 2018 年具备全国商用条件，有望成

为物联网普及的重要推手。中国联通 900MHz 频段已经获准开展物联网部署。中兴通讯具备从网络设备到芯片

/模组的产品能力，低频重耕将刺激公司设备的销售，带来额外的业绩弹性。 

 

控股股东拟挂牌转让 10%股权，有望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 
中兴新持有上市公司 30.35%股权，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显示其 10%股权正在谋求转让，大概率转让方为

中兴新的国企股东，有望引入更多民营资本提升市场化治理水平。 

 

风险因素 
行业资本开支低于预期，竞争加剧毛利率下滑。 

 

建议关注 
公司是 5G 最确定性受益标的，长期投资逻辑清晰；短中期治理改善和运营商低频重耕带来业绩弹性。上调

2017~19 年 EPS 预测为 1.08/1.18/1.36 元 (原预测为 1.06/1.16/1.35 元)，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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