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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大幅改善  静待 5G 盛宴    
 
公司发布 2017 年年报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088.2 亿元 (YoY 7.5%)，归母净利润 45.7 亿元 (YoY 293.80%)，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同

比大幅增长至 72.2 亿 (YoY 37.26%)。 

 

运营商网络、消费者、政企业务全面增长 
运营商网络营收 637.8 亿 (YoY 8.32%，占收比 58.62%)，消费者业务营收 352.1 亿 (YoY 5.24%，占收比

32.35%)，政企业务营收 98.3 亿 (YoY 10.41%，占收比 9.03%)。在运营商 CAPEX 整体下滑，智能终端市场

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三大业务线录得全线增长，业绩靓丽。从地域看，国内收入占比 56.94%，海外收入占比

43.06%，其中非洲同比下降 34.52%，主动进行收缩，欧洲及美洲价值地区增长 22.07%，客户价值有所提

升。 

 

盈利水平提升，经营现金流强劲增长 
归母净利润 45.7 亿元，ROE 15.7%。应对运营商 CAPEX 支出下滑，公司加强了回款管理，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约人民币 72.2 亿元，较上年增长约 37.26%。剔除支付美国政府部门罚款的影响 (2016 年录入，

2017 年支付)，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人民币 128.85 亿元。利润增长有强劲的现金流作为支撑。 

 

加大 5G 投入，迎接 5G 盛宴 
公司预计定向募集资金 130 亿，其中 91 亿用于 5G，增强公司在 5G 上的竞争力。公司发布公告增发价将不低

于 30 元，折算发行 4.33 亿股，对应摊薄股本约 10% (当前总股本 41.93 亿)。全球 5G 预计在 2019~2020 年

正式商用，公司作为 5G 大周期确定性最高的受益标的，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聚焦主业，逐步转让一些相关性弱及亏损子公司股权 
报告期内出售了衡阳网信置业 (房地产)、黄冈教育谷 (教育、咨询) 等相关性不高及类似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等

亏损子公司的股权。体现了公司聚焦主业，减少关联交易，提升公司盈利水准的决心。 

 

风险因素 
5G 牌照发放晚于预期，运营商 CAPEX 规模或节奏慢于预期。 

 

建议关注 
维持对公司 2018/19 年净利润预测 53/63 亿元，对应 EPS 1.2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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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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编制。本研究报告在美国由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USA，LLC (下称 “CSI-USA”) 除外) 和 CLSA group 
of companies (CLSA Americas，LLC (下称 “CLSA Americas”) 除外) 仅向符合美国《1934 年证券交易法》15a-6 规则定义且分别与 CSI-US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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