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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 — 频谱即赛道 
据媒体报道三大运营商已获得全国范围 5G 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本次发放的是试验频率，不是最终的

商用频率。预计中国移动 5G 的宏站数量不会有太多增加。市场上的增量主要要看设备性能大幅提升带来的设

备 ASP 的提升，以及中后期小基站大量增加的机会。电信、联通有一定概率会选择合建一张 5G 网络。 

医药行业 — 理性看待带量采购  短期看非药  中长期拥抱创新药龙头 
医首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包括 31 个试点品种，预计中选品种的平均降幅约为 52%，幅度超出市场预期。但我

们认为市场仍需要理性看待此次药品集中采购结果，药品集中采购更多是推动医保资金的腾笼换鸟，需要关注

医保资金的结构性红利。考虑到政策的情绪性影响，短期可以继续关注非药板块投资机会。中长期看，创新药

的支付环境有望大幅改善，研发管线的价值被进一步放大。 

特锐德 (300001 CH; 17.02 元; 目标价: 22.54 元) 
暴涨的充电量  飞奔的独角兽    
我们测算特锐德 2018 年三季度充电利用率增至 7.7%，跨过 7.6%的盈亏平衡点，在国内电动汽车保有量持续

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预计利用率迎来加速提升。预计公司 2019 年充电量有望超 20 亿度，充电利用率或增至

13%-15%，进入利润集中兑换期。预计公司 2018-20 年净利润可达 3.1 亿/5.8 亿/8.6 亿元，对应每股盈利为

0.31/0.59/0.86 元，分部估值目标价 22.54 元。建议关注。 

光环新网 (300383 CH; 12.65 元; 目标价: 19.81 元) 
供需向好  IDC 龙头被低估    
我们看好光环新网未来三年 IDC 机架扩张和上架率提升及其云计算业务的增长，预计两大业务未来三年

CAGR 均可超过 40%。预测公司 2018-20 年每股盈利为 0.44/0.70/0.96 元。外资在 A 股市场上占比的逐步提

升，将引导 IDC 业务估值从市盈率向 EV/EBITDA 转变。给予公司目标 19.81 元，对应 2019 年目标

EV/EBITDA 约 18 倍，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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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