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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的适时发放也属正常。 

二是从全球来看，虽然中国 5G 发展还在

第一梯队，但从 5G 真正商用的时间节点来看，

其实有点落后。美国、韩国在今年 4 月份宣布

5G 在部分城市正式商用，包括面向移动客户端，

去年美国、韩国都宣布了 5G 网络面向政企客

户商用。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韩国已经实

现了 5G 商用，而我们还没有，节奏上慢了一些。

但是现在发放、迎头赶上也毫无疑问，因为国

家网络建设规模足够大，预计到今年年底，中

国 5G 基站数量可能就是全球最多的。 

三是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华为

6 月 6 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了 5G 商用牌照。 

这符合业内的判断，2019 年会是中国 5G

商用元年，只是商用牌照发放的时间节点较之

前市场预期有所提前，这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

因： 

一是产业政策推动。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 2019 年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快 5G 商

用步伐。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政府陆续出台

5G 产业行动规划，对未来 5G 的建设和发展给

出了非常清晰的指引。一定程度上，政策一直

以来都是推动 5G 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所以牌

掘金 5G 红利
投资者想要抓住 5G 的红利，前期可以关注 5G 建设带来的机会，后期则应重点关注
5G应用，而 5G应用最重要的体现是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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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在部分城市可以面向个人用户提供商用服

务，去年美国、韩国宣布 5G 网络面向政企客

户商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 5G 商用节

奏略落后于美国、韩国。但是现在发放 5G 牌照、

迎头赶上也来得及，年内商用将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我们的网络建设规模将足够大，预计到

今年年底，中国 5G 基站数量可能就会是全球

最多的。

5G商机巨大

4G 改 变 生 活，5G 改 变 社 会。GSMA 

Intelligence 数据显示：2022 年移动通信对全球

经济的直接贡献为 4.6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

5%；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2030 年，5G 的直

接、间接经济产出将分别达到 6.3 万亿元、10.6

万亿元。 

2019 年，中国电信运营商积极布局 5G 网

络，全年预计将建设 5G 基站 15 万站左右，投

资规模可能超过 300 亿元。但考虑到 5G 网络

建设投资较大，国家倡导运营商加强共建共享

力度，“多牌少网”成为可能的选择方案。这

可能导致中国 5G 建设提速，用 3 年左右的时

间建成覆盖全国的 5G 网络，此前我们预计需

要 5 年，但 5G 的总体投资金额较市场预期可

能将有所下降。

GSMA 预 计 2025 年 全 球 5G 连 接 数 将 达

13.6 亿，渗透率为 14%，其中中国 5G 连接量

预计为 4.54 亿，渗透率预计在 30% 左右。预计

中国的 5G 发展节奏可能快于上述预期，预计

2022 年中国的 5G 用户渗透率将可达到 30% 左

右。 

投资者想要抓住 5G 时代的红利，目前可

以重点关注 5G 建设期带来的机会，中后期则

应重点关注 5G 应用，包括物联网、超高清流

6 月 6 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意味

着中国的 5G 进展再次提速。2019 年作为中国

5G 商用元年，预计年底甚至国庆前，我国将有

部分城市实现 5G 商用。实际上，5G 商用牌照

的发放时间点较市场预期有所提前，我想有三

方面意义：

第一，中国 5G 技术领先，目前已具备提

供 5G 商业化服务的能力。目前，我国已基本

完成三阶段的 5G 测试，正在进行 5G 规模试验

和业务试点，商用产品能力已具备。2019 年 5

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华为被美国商务

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不仅如此，美

国还呼吁其他同盟国家封杀华为。我想，在这

样的背景下，发放 5G 商用牌照也是在向世界

宣示：华为 5G 基站方面的供货能力并未受到

实质影响，中国企业的 5G 网络设备产品性能

先进、可靠。

第二，5G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

施之一，中国提速将为全球 5G 产业发展注入

强心剂。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加快 5G 商用步伐”。

5G 具有高速率、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等特

性，可以面向万物智联提供服务，有望给整个

社会带来深刻变革。此时发放 5G 商用牌照，

意在表达中国政府对 5G 的高度关切，也是前

期政策的延续。考虑到中国电信运营商历年的

资本开支占全球 20% 左右，具有极强的产业影

响力，中国的 5G 提速将给全球 5G 发展注入动

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5G 市场，通过开展

大范围 5G 商用网络验证，将为全球 5G 发展提

供经验、树立典范。

第三，从全球来看，虽然中国 5G 发展处

于在第一梯队，但从 5G 商用的时间节点来看，

有点落后。美国、韩国在今年 4 月份已经宣布

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 的 5G 市 场，
通 过 开 展 大 范
围 5G 商用网络
验证，将为全球
5G 发 展 提 供 经
验、树立典范。

掘金5G红利
投资者想要抓住 5G 的红利，前期可以关注 5G 建设带来的机会，后期则应重点关注
5G应用，而 5G应用最重要的体现是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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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前者收发处理无线信号，后者传送处理

网络数据。无线设备包括站址 / 铁塔，覆盖更

广的“宏基站”，用于热点 / 盲点覆盖的“小

基站”，广义上还包括核心网设备、机房内配

套设备 ; 传输设备包括各类传输设备（SPN、

IPRAN、PTN、OTN）、光纤光缆、传输配套

设备（如配线架、光缆分纤箱）等。 

我们通过数据测算，中国 5G 宏基站市场

规模预计 5210 亿元，较 4G 增长 86%，5G 相

关的传输设备市场规模 2600 亿元，较 4G 增长

44%。 

电信运营商建设 5G 网络，须购买基站设

备与传输设备、租赁铁塔资源。在这些方面，

电信运营商的选择相对有限，基站设备将以华

为、中兴为主；传输设备将以华为、中兴、烽

火通信为主，铁塔资源基本被中国铁塔公司垄

断。 

5G 商用的前提是要确定“技术标准、组网

架构、频谱”等；5G 商用的进程取决于“网络

设备、终端硬件”等的成熟度，以及网络的建

设情况。 

在技术标准方面，2018 年 6 月，5G 第一

版标准 R15 正式冻结，全面支持增强移动宽

带（eMBB）场景，部分支持超可靠低时延通

信（uRLLC）场景，不支持大规模机器通信

（mMTC）场景。 支持 R15 版本的设备将可通

过软件升级的方式支持 R16 版本，因此 R15 冻

结后，5G 商用之路即可开启。 

在组网架构方面，5G 的组网架构分为 SA

（Standalone）、NSA（Non-Standalone）两种：

SA 指独立组网，即 5G 与前代系统相互独立；

NSA 指非独立组网，5G 核心网与 4G 共享，基

站依附于 4G 基站建设。SA 和 NSA 的差别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 : 一是业务能力，SA 更优，支持

全场景全功能，NSA 仅支持大带宽业务；二是

业务体验，前期网络不连续覆盖时，语音及业

及其他国内高科技公司的进一步封锁。近期特

朗普总统访问英国时接受采访提到，希望英国

追随美国对华为等的设备做一些限制。 

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提速 5G 商用进程，

也是在向世界表达中国 5G 技术的先进性和稳

定性，以及希望通过商用带动整个产业，向世

界展示中国的科技力量。 

5G带来的商机有多大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 2020~    

2025 年期间，我国 5G 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

产出达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的经济增加值达

3.3 万亿元。 

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积极布局 5G 网络

建设。中国移动计划在 2019 年完成 5G 基站建

设 3 万至 5 万个，5G 投资约为 172 亿元；中国

电信 2019 年 5G 基站建设计划为 2 万个，5G 投

资额为 90 亿元；中国联通 2019 年计划投资 60

亿 ~80 亿元。 

基于此，在 5G 提速的背景下，预计三大

运营商 2019 年 5G 建设量会超过 15 万站，投资

规模在 350 亿 ~400 亿元之间。 

5G 商用牌照的发放代表的是中国 5G 产品

已经具备商用条件，华为 5G 基站的供货没有

受到实质影响，中国 5G 建设节奏、体量和商

用进度都在提速。中长期来看，5G 相关产业都

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投资者想要抓住 5G 时代的红利，前期可

以关注 5G 建设带来的机会，后期则应重点关

注 5G 应用，而 5G 最重要应用的体现是物联网。 

 

建设期：按产业链投资 

5G 网络建设需要“无线设备”与“传输设

中国提速 5G 商
用进程，是在向
世 界 表 达 中 国 
5G 技术的先进
性和稳定性，以
及希望通过商用
带动整个产业，
向世界展示中国
的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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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在部分城市可以面向个人用户提供商用服

务，去年美国、韩国宣布 5G 网络面向政企客

户商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 5G 商用节

奏略落后于美国、韩国。但是现在发放 5G 牌照、

迎头赶上也来得及，年内商用将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我们的网络建设规模将足够大，预计到

今年年底，中国 5G 基站数量可能就会是全球

最多的。

5G商机巨大

4G 改 变 生 活，5G 改 变 社 会。GSMA 

Intelligence 数据显示：2022 年移动通信对全球

经济的直接贡献为 4.6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

5%；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2030 年，5G 的直

接、间接经济产出将分别达到 6.3 万亿元、10.6

万亿元。 

2019 年，中国电信运营商积极布局 5G 网

络，全年预计将建设 5G 基站 15 万站左右，投

资规模可能超过 300 亿元。但考虑到 5G 网络

建设投资较大，国家倡导运营商加强共建共享

力度，“多牌少网”成为可能的选择方案。这

可能导致中国 5G 建设提速，用 3 年左右的时

间建成覆盖全国的 5G 网络，此前我们预计需

要 5 年，但 5G 的总体投资金额较市场预期可

能将有所下降。

GSMA 预 计 2025 年 全 球 5G 连 接 数 将 达

13.6 亿，渗透率为 14%，其中中国 5G 连接量

预计为 4.54 亿，渗透率预计在 30% 左右。预计

中国的 5G 发展节奏可能快于上述预期，预计

2022 年中国的 5G 用户渗透率将可达到 30% 左

右。 

投资者想要抓住 5G 时代的红利，目前可

以重点关注 5G 建设期带来的机会，中后期则

应重点关注 5G 应用，包括物联网、超高清流

6 月 6 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意味

着中国的 5G 进展再次提速。2019 年作为中国

5G 商用元年，预计年底甚至国庆前，我国将有

部分城市实现 5G 商用。实际上，5G 商用牌照

的发放时间点较市场预期有所提前，我想有三

方面意义：

第一，中国 5G 技术领先，目前已具备提

供 5G 商业化服务的能力。目前，我国已基本

完成三阶段的 5G 测试，正在进行 5G 规模试验

和业务试点，商用产品能力已具备。2019 年 5

月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华为被美国商务

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不仅如此，美

国还呼吁其他同盟国家封杀华为。我想，在这

样的背景下，发放 5G 商用牌照也是在向世界

宣示：华为 5G 基站方面的供货能力并未受到

实质影响，中国企业的 5G 网络设备产品性能

先进、可靠。

第二，5G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

施之一，中国提速将为全球 5G 产业发展注入

强心剂。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加快 5G 商用步伐”。

5G 具有高速率、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等特

性，可以面向万物智联提供服务，有望给整个

社会带来深刻变革。此时发放 5G 商用牌照，

意在表达中国政府对 5G 的高度关切，也是前

期政策的延续。考虑到中国电信运营商历年的

资本开支占全球 20% 左右，具有极强的产业影

响力，中国的 5G 提速将给全球 5G 发展注入动

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 5G 市场，通过开展

大范围 5G 商用网络验证，将为全球 5G 发展提

供经验、树立典范。

第三，从全球来看，虽然中国 5G 发展处

于在第一梯队，但从 5G 商用的时间节点来看，

有点落后。美国、韩国在今年 4 月份已经宣布

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 的 5G 市 场，
通 过 开 展 大 范
围 5G 商用网络
验证，将为全球
5G 发 展 提 供 经
验、树立典范。

掘金5G红利
投资者想要抓住 5G 的红利，前期可以关注 5G 建设带来的机会，后期则应重点关注
5G应用，而 5G应用最重要的体现是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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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应用的核心要发挥“高速移动通信网

络”的特点。中前期，受技术及标准成熟度影

响，5G 最快落地应用可能主要是 2C 场景，如

云 VR/AR、超高清流媒体（视频、云游戏等）；

到后期，5G 重要应用场景可能是“物联网”，

包括无人机、车联网、智能制造（工业控制）、

安防监控、云端机器人等。 

中国 5G 于 2019 年试商用，2020 年规模商

用，5G 催生的物联网应用呼之欲出。 

从我国蜂窝物联网连接数来看，2015~2018

年净增量分别为 0.39 亿、0.65 亿、1.83 亿、3.77

亿，呈加速态势，预计 2019 年中国物联网连接

数将达 54 亿，增长 76%。 

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的结合将是大势所趋。

截至 2018 年 10 月，我国 100% 的副省级城市、

89% 的地级以上城市、49% 的县级城市已经开

展智慧城市建设，累计参与的地市级城市数量

已达 300 余个，规划投资达到 3 万亿元，建设

投资达到 6000 亿元。而在智慧城市的打造中，

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预算加大，运营商投资建

设物联网通信基础设施力度加大，水、电、燃

气表三表智能化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

手。 

从 3G 到 4G，智能手机开启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5G 时代，智能汽车有望替代智能手机成

为新的终端载体，进一步引爆车联网市场。 

2020 年将会是车联网从示范商用走向规模

商用的关键节点。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

科技巨头已纷纷布局车联网。车联网产业链包

括汽车零部件 ( 各类零部件、控制器、传感设

备等 )、车载终端、芯片、软件等，而与自动驾

驶相关的高精度定位导航、高精度地图、汽车

电子部件 ( 雷达 / 摄像头 / 控制 )、智能车载终端、

车轨级通信模组等也都蕴藏投资机会。

务体验 NSA 更佳 ; 三是网络实施难度，NSA 无

线网改造难度大，SA 核心网建设实施难度大。

5G初期，海外运营商普遍选择NSA，包括美、日、

韩等，中国运营商倾向以 SA 为主，因此全球来

看 5G 前期的应用还是 eMBB 场景为主。对于

中国运营商，为了确保2019年5G试商用的进度，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预计 2019 年都

会部分采用 NSA 组网。 

无线电波具有不同的频率，每一个频率范

围可划分成一个频段（频谱），5G 频段主要为

3.5GHz、2.6GHz 及 其 他。3.5GHz 是 5G 第 一

频，全球大多数运营商将使用该频段；2.6GHz

是 5G 第二频，虽应用国家不多，但覆盖人口多，

预计在中美印日等市场推广，较 3.5G 覆盖好，

预计为中国移动节约投资千亿。截至 2018 年 12

月初，全球已有 45 个国家或地区正在考虑为

5G 确定频谱，其中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美

国、中国等已经确定。 

与 4G 相比，5G 的芯片门槛显著提高，这

就意味着 2019 年虽然陆续会有 5G 手机推出，

但主要面向小范围试用，预计 30 款左右，价格

可能超 10000 元，预计 2020 年 5G 手机将逐步

成熟，降至 3000 元左右。  

应用期：物联网大有可为 

业界普遍认为，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 

待 5G 网络建设完成后，投资机会就着重在

5G 相关的应用场景上。放眼全球，各个国家目

前发力 5G 应用的重点有所不同。韩国的布局重

点是 VR/AR、车联网、无人机与安防监控；日

本的布局重点是高清直播、VR/AR、车联网、

智慧城市；美国的布局重点是无线宽带、高清

视频、车联网、VR/AR；中国的布局重点是

VR/AR、无人机、车联网、工业控制与智能电网。 

从 3G 到 4G，
智能手机开启了
移 动 互 联 网 时
代，5G 时 代，
智能汽车有望替
代智能手机成为
新的终端载体，
进一步引爆车联
网市场。

（作者系中信建投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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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特点。中前期，受技术及标准成熟度影响，

5G 最快落地的应用可能主要是 2C 场景，如云

VR/AR、超高清流媒体 ( 视频、云游戏等 ); 到

后期，5G 重要应用场景可能是 " 物联网 "，包

括无人机、车联网、智能制造 ( 工业控制 )、安

防监控、云端机器人等。

就物联网来看，发展正在提速。从我国蜂

窝物联网连接数来看，2015~2018 年净增量分

别为 0.39 亿、0.65 亿、1.83 亿、3.77 亿，呈加

速态势，预计 2019 年中国物联网连接数将达

54 亿，增长 76%。

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的结合将是大势所趋。

截至 2018 年 10 月，我国 100%的副省级城市、

89%的地级以上城市、49%的县级城市已经开展

智慧城市建设，累计参与的地市级城市数量已

达 300 余个，规划投资达到 3 万亿元，建设投

资达到 6000 亿元。而在智慧城市的打造中，政

府对智慧城市建设预算加大，运营商投资建设

物联网通信基础设施力度加大，水、电、燃气

表三表智能化会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

从 3G 到 4G，智能手机开启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2019年，5G手机将面世，但款数可能不多，

预计 30 多款，而且性能还待优化，价格也比

较高，目前普遍超过 8000 元，预计 2020 年 5G

手机将逐步成熟，降至3000元左右。5G时代，

智能汽车有望成为新的终端载体，进一步引爆

车联网市场。

2020 年将会是车联网从示范商用走向规模

商用的关键节点。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

科技巨头已纷纷布局车联网。车联网产业链包

括汽车零部件 (各类零部件、控制器、传感设备

等 )、车载终端、芯片、软件等，其中与自动驾

驶相关的高精度定位导航、高精度地图、汽车

电子部件(雷达/摄像头/控制)、智能车载终端、

车轨级通信模组等也都蕴藏投资机会。

媒体业务、云 VR/AR、自动驾驶等。

建设期：按产业链投资

5G 网络建设需要“无线设备”与“传输设

备”，前者收发处理无线信号，后者传送处理

网络数据。无线设备包括站址 / 铁塔，覆盖更

广的“宏基站”，用于热点 / 盲点覆盖的“小

基站”；传输设备包括各类传输设备 (SPN、

IPRAN、PTN、OTN)，光纤光缆，传输配套

设备 ( 如配线架、光缆分纤箱 ) 等。

我们通过数据测算，中国 5G 宏基站市场

规模预计为 5210 亿元（如果多牌少网，可能

将低于上述预测值），较 4G 增长 86%，5G 相

关的传输设备市场规模 2600 亿元，较 4G 增长

44%。

电信运营商建设 5G 网络，须购买基站设

备与传输设备、租赁铁塔资源。在这些方面，

电信运营商的选择相对有限，基站设备将以华

为、中兴通讯为主；传输设备将以华为、中兴

通讯、烽火通信为主，铁塔资源基本被中国铁

塔公司垄断。

应用期：物联网大有可为

待 5G 网络建设完成后，投资机会就将主

要在 5G 相关的应用场景上。放眼全球，各个

国家目前发力 5G 应用的重点有所不同。韩国

的布局重点是 VR/AR、车联网、无人机与安

防监控；日本的布局重点是高清直播、VR/

AR、车联网、智慧城市；美国的布局重点是无

线宽带、高清视频、车联网、VR/AR；中国的

布局重点是 VR/AR、无人机、车联网、工业

控制与智能电网。

5G 应用的核心是要发挥“高速移动通信网

5G 时代，智能
汽车有望替代智
能手机成为新的
终端载体，进一
步引爆车联网市
场。

（作者系中信建投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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