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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首次确认5G独立组网时间表
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8 月 22 日，中国电信（
00728.HK）
披露了 2019 年中期业绩， 上半年，公
司经营收入达到 1905 亿元，通信服务
业务收入为 1826 亿 元 ， 同比增长
2.8%。 其中， 移动服务收入达到 882
亿元， 同比增长 5.6%，固网服务收入
达到 944 亿元，同比增长 0.3%。
相比于非独立组网（
NSA），独立
组网（
SA）能够满足 5G 更多的应用场
景， 低时延及大连接特性也是前者所
不具备的。在中期业绩报告中，中国电
信也首次明确了 SA 的时间表， 即力
争在 2020 年启动面向 SA 的网络升
级，并对外开放基于 SA 的边缘计算、
网络切片等 5G 差异化网络能力。
上半年， 中国电信 EBITDA 达到
633 亿元，同比增长 13.3%；净利润为
139 亿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 2.5%，每
股基本净利润为 0.172 元。
用户数方面，截至 6 月底，中国电
信的移动业务用户数达到 3.23 亿户，
比去年底净增 2048 万户，4G 用户数
达到 2.66 亿户， 比去年底净增 2371
万 户 ，4G 用 户 占 移 动 用 户 比 达 到
82%。此外，有线宽带用户数达到 1.50
亿户，比去年底净增 439 万户。
今年 6 月， 工信部向中国电信等
企业发放 5G 商用牌照，在此之后，市

场对运营商在 5G 上的进展非常关注。
中国电信也是国内三大运营商中最后
一家披露中期业绩的， 其中披露了不
少关于 5G 的计划。
中国电信表示，在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积极打造 5G 核心能力，推进 5G
与云计算、AI 等技术的融合创新。 加
快打造边缘计算平台和网络切片管理
平台； 联合产业合作伙伴发布 5G 超
级上行解决方案，发布全云化、全光化
的 5G 行业云网方案。
在应用创新方面， 中国电信则着
力于 5G 在个人、家庭、政企三大场景
的落地。针对个人市场，中国电信将重
点打造云游戏、云 VR 等个人应用，并
探索“
通信+权益+应用”的模块化、会
员制等创新服务模式。
针对家庭市场，中国电信表示，要
加快拓展“
5G+千兆宽带+云”的智能
家庭应用，合作创新 8K 全景视频、
4K 巨幕影院、云 VR 游戏等。
关于 5G 网络建设方向， 中国电信
再度明确会坚持SA 方向。记者注意到，
近日， 中国电信完成了SA 终端芯片与
多厂家互通，在此之前，还实现SA 组网
下 4G 与 5G 互操作及异厂商互通。
不过， 目前 SA 标准尚未完全冻
结，在 5G 初期，运营商仍选择以 NSA
部署为先。 谈到有关网络演进的考虑，
中国电信表示，将综合考虑技术、产业

爱尔眼科启动二次创业
上半年净利增逾三成
证券时报记者 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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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和应用场景成熟度以及市场竞争等
因素，初期将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在约
50 个城市开展SA/NSA 混合组网，在重
点城市的城区实现规模连片覆盖。
记者注意到， 在不久前中国联通
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中国联通董事
长王晓初表达了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
5G 的期许。 今天，中国电信董事长柯
瑞文也对此做出回应， 并称已与中国
联通就联合建设 5G 网络达成高度共
识， 同时愿意与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
其它运营商进行谈判。

事实上， 在中国电信业绩报告中
也有多处提到共建共享的情况，例如，
持续推动共建共享、低成本室内覆盖、
AI 赋能 5G 等核心技术创新； 秉持能
力共享、价值共创、产业共赢的开放合
作态度，全面加快 5G 布局。
国泰君安（
香港）近日发布报告指
出， 预计中国联通将与中国电信共同
建设 5G 网络， 这将显著提高网络质
量，并大大降低网络建设成本。 同时，
共建共享预计将提升相关公司在网络
覆盖方面的竞争力。

钢企上半年净利大幅下滑
铁矿石跌价有望缓解成本压力
证券时报记者 李师胜
去年是钢铁企业的“
春天”，钢材
价格跃上高点，公司业绩大多很漂亮。
不过今年上半年受制于成本端的挤
压，钢企业绩普遍下挫，8 月 22 日晚，
多只钢铁股公布了半年报， 净利同比
下滑在 40%左右。 原材料价格上升、
下游需求疲软， 再加上环保压力和中
美贸易摩擦影响， 钢铁企业上半年的
日子不好过。

钢企业绩下滑
8 月 22 日晚， 宝钢股份、 山东钢
铁、八一钢铁公布半年报，业绩集体大
幅下滑。 宝钢股份是钢铁企业的龙头，
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1408.76 亿元，同比
下滑 5.16%，净利润为 61.87 亿元，同比
下滑 3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为 94.37 亿元，同比下滑 51.53%。
山东钢铁 22 日晚公布的半年报
显示，营业收入为 323.55 亿元，同比
增加 30.06%，净利润只有 5.77 亿元，
同比下滑 6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 流 净 额 为 -1.99 亿 元 ， 同 比 下 滑
117.36%。
八一钢铁也是增收不增利， 上半
年营业收入 95.42 亿元， 同比增长
16.18%，净利润只有 1.24 亿元，同比

下滑 42.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 额 为 -3.68 亿 元 ， 同 比 下 滑
146.47%。
其他钢铁企业也未能幸免。杭钢股
份在 8 月中旬公布了半年报，上半年营
收为 124.82 亿元， 同比下滑 5.27%，净
利润为 7.13 亿元，同比下滑 38.32%。
鞍钢股份虽然没有公布半年报，
但是在 7 月 12 日公布了上半年业绩
预告， 预计上半年归属净利润为 14.5
亿元，同比下滑 67.3%，上年同期盈利
为 44.41 亿元。
业绩的不景气也伴随着公司股价
下滑，就宝钢股份和八一钢铁来说，股
价在 2018 年均蹿上高点， 但在 2019
年出现下滑态势。另外三家 2018 年的
业绩在资本市场反应不明显， 股价波
动不大。

铁矿石挤压钢企利润
2018 年， 钢铁行业经历了一轮
“
小 阳春”。自从 2016 年钢铁行业供
给侧改革以来， 各大钢材品种价格均
呈现震荡上行的态势。 “
十 三五”规
划中要求到 2020 年钢铁去产能 1
亿~1.5 亿吨，至 2018 年已提前完成
化解过剩产能任务，钢铁行业去杠杆、
去库存均已实现。在 2018 年供给侧改
革深入的情境下， 钢铁行业也迎来一
波春天。

2018 年 4 月到 11 月初， 钢材价格整
体步入上行通道， 基本都达到了近八
年的高位。 钢铁企业产品的毛利率提
高，所以 2018 年钢铁企业的日子相对
较好。
但从 2018 年 11 月之后， 钢铁行
业又进入了下行周期。
各大钢铁企业对半年报的业绩下
滑都有解释， 首先是供给和需求矛盾
的转换，上半年各大钢厂的供给发力，
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我国钢铁生产继续保持高产
量，1-6 月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
分别为 4.04 亿吨、4.92 亿吨和 5.87 亿
吨 ，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7.9% 、9.9% 和
11.4%。 但是，需求端疲软，比如建筑
业、制造业等，最有代表的汽车行业，
以汽车板为代表的板材市场尤为低迷，
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13.7%。 市场对钢铁需求大幅下滑，最
终导致钢材价格下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6 月，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利润为 1434.9 亿元， 同比下降
21.8%。 这也是多个钢铁企业营收增
加但是净利下降的原因所在。
另外，在产业的上游，铁矿石以及
焦煤的价格快速攀升， 增加了钢企的
营业成本。 就山东钢铁一季度的情况
来说， 受钢价回落以及铁矿石价格大

涨影响，行业盈利大幅回落，公司销售
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回落到 5.51%和
1.16%。

8 月 22 日晚间， 爱尔眼科
(300015)披露 2019 年半年报。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49 亿元， 同比
增长 25.64%；净利润 7.31 亿元，同比
增长 33.6%； 基本每股收益 0.23 元，
同比增长 36.3%。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表示， 站在
公司“
二 次创 业”的元年，爱 尔眼 科
将围绕构建“
眼 健康生态圈”战略目
标， 继续加速医疗网络布局， 不断完
善多层次医疗服务。
此外， 上市将满十周年的爱尔眼
科市值迭创新高，22 日股价报收
32.82 元/股，涨幅 3.31%，市值达 1017
亿元，稳居创业板市值前五。
与此同时， 爱尔眼科各项业务快
速增长。 公司上半年视光服务营收增
长超 30%，毛利率高达 53.06%，占总
营收比重 17.65%；屈光手术、眼前段
手术、眼后段手术营收也均保持 20%
左右的增速。
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白内障业务
转型升级已显现成效，“
含金量” 稳步
上升，毛利率达到 39.35%，比上年同
期增长 1.89%。
爱尔眼科总裁李力表示， 在医保
腾笼换鸟期间， 低端白内障的门诊量

和手术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中国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长期看白内障患
者越来越多，白内障的“
弯道”正
是“
超车”的时机。
报告期内， 爱尔眼科分级连锁体
系进一步完善， 多层次眼科医疗服务
逐步落地。 公司分别收购或新建了湘
潭仁和、普洱爱尔等 13 家医院及 9 个
门诊部或诊所， 其中包括专注于儿童
青少年眼病的重庆爱尔儿童眼科医
院， 及针对高端医疗服务市场的沈阳
爱尔卓越眼科医院。
截至 8 月 22 日收盘，爱尔眼科市
值达 1017 亿元，相较 2009 年 10 月上
市之初的 69 亿元， 公司市值增长达
13.7 倍。
近日， 爱尔眼科再向长期老股东
派发特别“
福利”：创始人陈邦、李力拟
向满足“
6 年 600 股”条件的个人投资
者赠送 100 股爱尔眼科股票收益券，
获赠者可在今后任一年份的 10 月 30
日（
上市周年日）提出兑换要求，两位
创始人将兑换等值现金。
陈邦向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表
示， 目前已收到近 200 份投资者股票
交易单，还有很多尚在途中，虽然现有
数据库暂无法查询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人数，“
但只要满足条件，上不封顶，有
多少人就兑现多少人”。

碧桂园上半年营收突破2000亿
全年销售额将不低于去年

下半年或好转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虽然 2019 年上半年钢铁企业的
日子不好过， 但是最近钢铁企业出现
利好。 进入 7 月份以来，铁矿石期货价
格呈现下跌态势， 截至 8 月 22 日，铁
矿石期货指数近一个月跌幅近 30%，
跌破 600 元/吨关口。
另外，焦煤期货价格从 2016 年以
来也一路上行，虽然焦煤 2001 的合约
价格在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高位，但进
入 8 月份以来，也呈现出下跌趋势。国
投安信期货黑色高级分析师表
示，目前铁矿石市场自身基本面矛盾不
大，定价属性重回弱势，主要受成材等
黑色系商品价格走势影响较大，预计短
期铁矿石价格将以震荡盘整为主。
上游成本的下降， 会是钢铁企业
的利好，另外，各地也在压减钢铁过剩
产能。
宝钢股份公告也认为， 由于钢厂
年修提前， 四季度钢材市场供应同比
预计略有增长， 下游市场需求预计不
会发生根本性改善， 冷轧产品供需平
衡矛盾突出， 下半年铁矿石价格持续
上升空间有限，预计价格波动较大。

碧桂园 （
02007.HK）8 月 22 日中
午披露了 2019 年度中期业绩报告，下
午在香港举行发布会， 总裁莫斌领衔
出席。
上半年，碧桂园业绩不乏亮点：营
收 2020 亿元， 同比增长 53%； 毛利
549 亿元，同比增长 57%；净利润 231
亿元，同比增长 41%；股东应占利润
156 亿元，同比增长 21%；基本每股盈
利 0.73 元，同比增长 22%。 截至 6 月
底，碧桂园净借贷比 58.5%，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碧桂园宣布派发中期股
息每股 22.87 分， 派息总额占核心净
利润总额的 31%。
此外， 上半年碧桂园现金回款
2771 亿元，连续第三次在年中实现正
的净经营性现金流。至 6 月底，碧桂园

销售预期的提问时， 碧桂园常务副总
裁程光煜表示， 下半年准备了超过
4000亿的货量，会根据市场的情况，以
销定产，有序推出。
上半年我们权益销售额环比2018
年下半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大概接近
48%。
针对同行进行促销的提问，程光
煜回应，现阶段碧桂园没有进行全局促
销的安排，会根据各地情况，随行就市。

可动用现金余额约 2228 亿元，占总资
产的比例约 12.8%。 此外，碧桂园还有
3133 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未使用。
碧桂园上半年权益销售金额
2520 亿元， 权益销售面积 3129 万平
方米，这两项数据均是行业第一。在回
答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关于下半年

诚意药业(603811):营收净利双双大幅增长 核心品种持续放量
８月 ２２ 日，诚意药业（
６０３８１１）公
告 ２０１９ 年半年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３．３９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３４．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６８２７．２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１．６８％；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５９３３．６８ 万 元 ， 同比增长
３１．６３％；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７ 元，同比增
长 ７．５５％；经营活动的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１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７．８５％。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一是持续优
化产业结构， 把制剂药作为发展重点，
同时优化原料药配置及生产流程，医药
工业实体实现稳步增长。 二是深耕营销
网络建设， 持续加强重点制剂产品销
售，和营销考核激励机制，促进关节类、
维生素类等制剂产品销量增长，重点品
种盐酸氨基葡萄糖制剂等产品实现量
价齐升，相应回款增加，业绩提升明显。

制剂持续放量
业绩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盐

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及制剂、天麻素
原料药、 利巴韦林制剂及原料药、硫
唑嘌呤原料药等。 产品疗效范围涉及
关节炎类、利尿类、安神补脑类、抗病
毒及抗肿瘤类等。 目标市场上，盐酸
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及制剂、天麻素原
料药及利巴韦林制剂主攻国内市场，
硫唑嘌呤原料药主要出口。 主要产品
市场占有率在各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整体来看， 公司上半年达到
７１．７４％，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８９ 个百分
点；从 制剂 、原料药和中间体三大业
务板块看，目前制剂板块已经成长为
公司收入和毛利的主要贡献来源。 具
体而言，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 制剂营业收
入 ２．４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０．６％，毛利
率 ８２．２７％，同比增长 ５．４２％；原料药
营 业 收 入 ６２５１．３ 万 元 ， 同 比 减 少
１１．６２％ ， 但 营 业 成 本 同 比 减 少
２６．０５％， 推动毛利率达到 ５５．３％，同
比增长 ９．０５％； 中间体及其他产品营
业 收 入 ３０８７．３６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１４．２７％，毛利率达到 ２１．４２％，同比增
长 ９．８９％。

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公司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原因， 主要
系公司在产品定位、市场地位、产品质量
上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同时在产业布
局上凭借区位优势和制剂－原料药一体
化布局，保持较高毛利，有效降低了生产
成本。
在产品定位上， 公司坚持大力发展
高端小品种“
海洋绿色药物”及“
大病种
用药”。 重点品种盐酸氨基葡萄糖制剂，
具有能抗炎止痛又有延缓骨性关节炎发
展的作用。 有 ０．２４ｇ、０．４８ｇ、０．７５ｇ 多种规
格胶囊产品， 可适用于不同患者的用药
需求。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骨关节炎患者
至少在 ５０００ 万以上， 且将随着人口老
龄化以及肥胖率提高而快速增加， 该领
域有望诞生大品种药物。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上年半，公司关节类药物营收约 １．０５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４５．１％ ， 毛 利 率 达 到
７１．３７％。
公司在国内拥有和原研剂型一样的，
国内独家剂型托拉塞米注射液和托拉塞
米胶囊。利尿剂临床适应症广，可作

为抗高血压的基础用药， 还可用于心力
衰竭、高冠心病风险、糖尿病及卒中的预
防和治疗。报告期内，公司利尿类药物营
收 ５８３０．４７ 万元， 同比增长 １７．７４％，毛
利率达到 ９６．４４％。
在市场地位上， 盐酸氨基葡萄糖等
产品同时拥有原料药和制剂的药品批准
文号，极具市场竞争力。公司还是安神补
脑类药物天麻素原料药在国内最大的生
产商， 以及抗肿瘤药物硫唑嘌呤原料药
全球最大供应商。 公司与国外知名制药
企业继续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市
场地位进一步巩固。报告期内，公司安神
补脑类药物营收 ２３２３．８ 万元，抗肿瘤药
物营收 ９８３．１８ 万元。
在产品质量上，公司保持ＧＭＰ 常态
化管理，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对原辅料供
应商进行专项审计， 强化物料供应商现
场管理，从源头上保证产品质量；持续开
展ＧＭＰ 培训， 全面推行质量风险管理，
通过供应商审计、偏差变更管理、生产过
程中间监控、设备设施优化等手段，不断
强化ＧＭＰ 管理。
在产业布局上， 公司产品具备制剂
原料药一体化优势， 毛利率长期保持在

较高水平。 公司位于海洋资源丰富的温
州市洞头区， 主打产品盐酸氨基葡萄糖
以甲壳素水解制备， 甲壳素常用蟹壳和
虾壳提取， 加之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收
购福建华康药业 （
主打产品盐酸氨基葡
萄糖盐酸盐和甲壳素），进一步拓展产业
链，制剂毛利率持续上升，有利于降低生
产成本。 这使得公司产品在同等规格及
质量条件下享有价格优势， 在各省招投
标过程中更容易取胜。

深耕营销网络
公司大部分产品为 ＯＴＣ 及原料药，
制剂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较小， 但是对
公司营销网络的建设提出较高要求。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公司技术发展中心、营销
中心和证券事务中心迁往上海虹桥商务
区，完成了从“
海上”到上海的跃升。报告
期内， 公司继续以上海虹桥核心商务区
为依托，通过上海组建营销中心，吸引更
多优秀营销人才， 打造一支适应市场变
化的营销团队， 建立更加强大的覆盖全
球的销售网络， 加快公司营销战略目标
的实现。

目前， 公司原料药及中间体主要采
用直销模式， 制剂产品主要采用经销模
式， 经销模式又分为总经销和区域经销
两种模式。 在重点制剂销售上，０．２４ｇ 规
格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采用总经销模式
销售，０．４８ｇ 和 ０．７５ｇ 规格盐酸氨基葡萄糖
胶囊采用区域经销模式。 公司加强对终
端医疗机构及国内大型连锁药店的跟踪
和服务， 在去年与国大药房合作的基础
上，今年与高济医疗、国控集团、益丰大
药房等开展合作。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加强公司药
品的学术推广、市场开发、市场监管和市
场维护工作。 例如，对主产品盐酸氨基葡
萄糖胶囊等不断做深做细产品的学术推
广与企业品牌， 通过提供专业化的学术
推广服务，充分实现产品学术、临床治疗
和商业模式等多层面合作， 持续开展产
品价值链的分析和优化工作。 积极参与
医药招标省份的招投标工作， 公司主产
品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已在大部分省份
中标。 同时，强化对各地经销商的管理，
加大终端价格管控力度和市场风险管控，
实行公司销售的可持续增长。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