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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5G云领未来 主设备与光通信最受益

国泰君安是国内最早开展各类创新
业务的券商之一。率先推出手机炒股软
件“易阳指”，目前保持国内券商APP下
载排名前列。互联网金融时代，国泰君
安证券推出网上营业厅，快捷、方便、足
不出户就能办理各种业务，现在你还不
知道的话，你就out啦。

适用客户：自然人客户
服务时间：时间:7*24 小时，

登录方式：支持 一户通号/资金账
号/身份证号登陆

进入方式：
方式一：平 台 网 址 http://yw.gtja.

com；
方式二：通过公司官网 www.gtja.

com 导航中的“网上营业厅”进入；
方式三：登录网上开户（登录网上开

户kh.gtja.com），点击“网上营业厅”进入；

方式四：在网上开户完成的页面，
点击“其他业务办理”链接进入。

可办理业务类型：四大板块，为您倾
心服务

理财产品开通：包括君得利、现金管
家、实时盈、天汇宝、投资顾问服务等产
品网上签约；

账户开通类：包括证券账户、君弘一
户通、融资融券、期货、港股、个股期权等；

交易权限类：大宗交易、中小企业私
募债、OTC柜台交易、新三板、约定购回
等权限开通；

资金管理类：绑定三方存管银行、开
通君弘一户通转账功能、消费功能、君联
天下功能等。

详情咨询：0898-68551157
关注国泰君安海南分公司微信公众

号，获取更多信息！

国泰君安网上营业厅 足不出户办理各项业务

核心观点：新工业革命浪潮下，5G
将成为产业最大的风口，目前我国5G国
家测试的技术方案验证阶段已经接近尾
声，很快将进入系统验证阶段。5G加速
推进将带动整个光通信产业受益。投资
角度看，5G 确定性明显，且是整个信息
产业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其中具备竞
争力边际强化的标的乃首选。我们继续
看好受益于5G与物联网发展的主设备、
光通信、专网通信等领域个股。

国庆节前大盘下跌，通信板块上
涨。从细分行业指数看，光通信、运营
商、通信设备、移动互联、云计算、卫星通
信分别上涨 4.0%、3.2%、2.8%、2.3%、
1.8%、1.6%，表现优于通信行业平均水平;
物联网、区块链分别下跌 0.6%、0.7%，表
现劣于通信行业平均水平。

联通 5G承载将以光为主，WDM/
OTN成主流技术方向。中国联通网络
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唐雄燕表示，以
光为主，基于 WDM/OTN 技术的端

到端承载方案是 5G 移动承载的最优
方案。市场此前担心因为 FTTH 建设
趋向饱和，招标量会下降，但我们认为
随着 5G 接档，投资额将会持续上升，
网络架构的重构为光通信带来更多新
机遇。

世界首条量子通信干线“京沪干线”
正式开通。9月29日中国科学院宣布世
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
线”正式开通。该网络全长2000多公里，
连接北京、上海，贯穿济南、合肥，将推动
量子通信在金融、政务、国防、电子信息
等领域的大规模应用。量子通信“京沪
干线”项目建设周期为42个月，2016年底
完成全线贯通和星地一体化对接，2017
年8月底完成了全网技术验收。该通信
干线具有2大特点：

（1）超强保密。全线路密钥率大于
20kbps，可满足金融、政务、国防等领域上
万用户的密钥分发业务需求，目前已在
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京沪间远程应用，并

在阿里征信数据的异地加密传输等方面
试点应用。

（2）可靠稳定。量子通信“京沪干
线”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沿线一共设置
了32个中继站点。单个量子在无中继站
的情况下极限传输的距离大约为100 公
里，而这32个站点的设立保证了每两个
站点的平均距离是 62.5 公里，有效保证
量子密钥传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通过“墨子号”量子卫星兴隆地面站
与“京沪干线”北京上地中继接入点的连
接，并结合“墨子号”与奥地利地面站的
卫星量子通信，我国实现了世界首例洲
际量子通信。这标志着我国“天地一体
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已构，向覆盖
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稳健进发，相
关设备商有望率先受益。

拥抱5G云领未来，华为扛起产业创
新大旗。在9月27日至9月30日于北京
举行的“2017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
会”上，华为以“拥抱5G云领未来”为主

题参展，携 5G 创新技术、研究成果和合
作展示重磅亮相展会。

华为已经在 5G 关键技术和网络架
构上取得突破进展，多项关键创新已经
成为国际标准的核心技术。华为还通过
三方面全面拥抱 5G：1）加入欧洲5G推
进组织第二阶段5G架构研究联盟，积极
推进5G全球标准统一化；2）融合技术创
新成果，从芯片、终端、承载和网络运营
的多个维度建设并推进 5G 产业链成
熟；3）联合垂直行业伙伴，促进引领 5G
生态协作共赢

我们认为，华为全力构建全球标准
统一和打造生态协作共赢，是 5G 发展
中极其重要的推进者；同时，在全球主
设备商只剩4家的背景下，诺西、爱立信
持续亏损，华为、中兴份额稳健提升。
正值产业升级风口，中国通信业有望再
度崛起。

国泰君安海口国贸大道理财业务中心

上市券商阵营将再添新成员。财通证券10
月12日将以每股11.38元的发行价进行网上网下
申购，事实上，自 2014 年以来已有 9 家公司通过
IPO登陆A股市场，与此同时，也有9家券商仍在
门外排队等候。

财通证券此次首发规模3.59亿股，预计募资
规模40.85亿元。这是A股今年以来募资规模最
大的新股。

成立于1993年的财通证券，控股股东是浙江
省直属国企浙江金控，近年来依托浙江独特的区
域和市场优势，从一家区域性券商发展成为一家
具备竞争力的全国性中型券商。

尽管财通证券已经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不
过，由于券商行业在2016年刚刚集体遭遇业绩寒
冬，因此在上市前夕，财通证券也未能逃脱业绩
下滑的命运。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财通证券实
现的营业收入约为42.56亿元，较2015年的营业
收入缩水近半，期间对应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约为 17.8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41.93%。

最新数据显示，当前排队等候上市的金融企
业中，剔除终止审查的外，券商有长城、红塔、中
信建投等9家，数量最多，此外，保险、银行、期货
公司各1家。可见券商企业上市积极性较高。

（和讯）

财通证券申购
上市券商添丁

今年9月份，A股的券商板块大
幅上涨，而在香港上市的中资券商
却表现平平，导致券商AH股溢价率
持续攀升，而10月份以来，这种趋势
却正在逆转。

10 月份以来，华泰证券 A 股和
招商证券 A 股分别下跌了 3.93%和
2.38% ，而 其 H 股 则 分 别 上 涨 了
4.86%和4.17%。

A股与H股走势相反

国庆长假期间，全球股市普遍
大涨，市场普遍预期节后 A 股市场
将迎来补涨。不过，被投资者寄予
厚望的券商板块在国庆假期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却高开低走，从跳空
高开 2.64%到收盘时微跌 0.01%，收
出一根大阴线。而为近两日，券商
板块在各大板块中涨幅排名仍然垫
底。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比 A 股早

开市三个交易日，10 月份以来港股
的涨幅遥遥领先于A股，其中，中资
券商股涨幅也相当明显。据统计，
10 月份以来，9 家同时在 A 股和 H
股上市的券商中，华泰证券 H 股、
招商证券 H 股和广发证券 H 股分
别上涨了 4.86%、4.48%和 4.17%，而
这三家券商的A股在此期间的涨幅
则 分 别 为 - 3.93% 、- 2.38% 和
1.11%。而其余 6 只“A+H”券商股
的情况也类似，由于 H 股的涨幅远
超A股的涨幅，10月份以来，这9家
券商的 AH 股溢价率都有不同程度
的降低。

中信证券溢价率最低

与多数公司先在A股上市再申
请 H 股上市不同的是，中国银河和
中原证券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4 年
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今年年初才登
陆 A 股市场。由于港股估值偏低，

而 A 股素有“新股不败”的神话，中
原证券和中国银河 A 股上市后其
AH 股溢价率就一直遥遥领先于其
他几家“A+H”券商股。

10月10日，中原证券H股中州
证券收于3.74港元/股，如果以当日
汇率计算，约等于3.15元/股。而中
原证券 10 月 10 日的收盘价为 9.27
元/股，以此计算，中原证券的AH股
溢价率约为191.37%，回落到200%以
内。

一直以来，AH 股溢价是常态，
在两地上市的公司中，截至10月10
日收盘，A股相对于H股折价的仅有
3只，绝大部分公司的A股较H股都
有所溢价。具体到9只“A+H”券商
股而言，A股相对于H股也都有不同
程度的溢价。据统计数据显示，中
信证券 A 股相对于 H 股溢价率最
低，为 20.53%，广发证券其次，为
27.16%。

(东财)

走势相反 节后涨幅排名垫底

券商AH股溢价率普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