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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8 日，中国移动
公布 2019 年中期业绩。随着传统
通信业务市场趋于饱和，流量红利
快速消退，简单依靠传统要素投入
来推动业绩增长难以为继，行业整
体呈现负增长，中国移动的收入和
盈利也承受较大压力。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移动营
运收入实现人民币 3894 亿元，同
比下降 0.6%，其中通信服务收入
实现人民币 3514 亿元，同比下降
1.3%。EBITDA 为人民币 1511 亿
元，同比增长 3.6%，EBITDA 率为
3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盈
利能力继续保持全球一流运营商
领先水平，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
561亿元，每股盈利为人民币2.74
元，同比下降14.6%。资本开支为人
民币852亿元。自由现金流达到人
民币410亿元，继续保持健康。

上半年，中国移动移动客户净
增998万，达到9.35亿；4G客户净
增2113万，达到7.34亿；有线宽带
客户净增1820万，达到1.75亿；物
联网智能连接净增 1.42 亿，达到

6.93亿；咪咕系列产品月活跃用户
快速增长。家庭、物联网用户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移动积极推进
收入结构优化，培育新增长动能，
家庭市场、政企市场收入保持双位
数增长，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其
中，魔百和收入达人民币62亿元，
同比增长 59.7%；DICT 收入达人
民币136亿元，同比增长47.3%；物
联网收入达人民币 52 亿元，同比
增长43.8%。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先生表
示：“2019 年上半年，面对同业及
跨界竞争不断加剧、提速降费持续
推进等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
直面发展困难，因势而变，在持续
深化实施‘大连接’战略和‘四轮驱
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及时调整
经营思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扎实推进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
创新，积极布局5G发展，深入开展
降本增效，继续保持了规模优势和
领先的行业地位，为可持续健康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政府大力推动5G发展、工
信部发放5G牌照、三大运营商积极
推进 5G 商用部署，以及华为、中兴
等通信设备企业已具备全球竞争
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已具备5G通
信竞争力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

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 年中国
5G产业与应用发展白皮书（2019年
—2026年）》显示，我国5G总投入预

计达 1.15 万亿元，比 4G 建设增加
50%。在市场条件如此完备的情况
下，中国射频器件厂商应牢牢把握
机会。

开元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CEO
贾斌表示，射频芯片器件是信息行
业的基础，国产射频芯片企业正面
临着潜力巨大的市场，需从以下方
面入手培养产业。一是要攻克核心

技术难题，提升自主水平。围绕5G
建设需求，瞄准当前薄弱环节，抓牢
5G网络大规模部署前的宝贵时间，
加强在材料、工艺等领域的研究和
布局，统筹规划5G中高频器件发展
路线。

二是产业上下游各环节打好配
合，培育良好生态。产业链各环节
要协同创新，主动融入系统厂商生

态体系。其中，5G系统设备企业主
动牵头，带领器件企业同步开展新
技术、新产品研发。

三是加强内部资源均衡建设，
从标准化产品切入。如果缺乏某些
资源，要么尽快补齐，要么以产业合
作的形式借用外部力量。标准化产
品是良好切口，然后再聚焦细分领
域，循序渐进。

中高频器件如何与中高频器件如何与55GG商用同频发展商用同频发展？？

本报记者 齐旭

5G采用“中低频宏基站+
高频小基站”的组网覆盖模
式，其中小基站将以超密集组
网方式部署，对中高频器件的
需求将大幅增长。特别是为
了提供泛在、融合网络，5G采
用了多项新型关键技术，对中
高频器件的要求和依赖性进
一步提升，但我国5G中高频
器件的国产化水平与国外存
在显著差距。

赛迪研究院副院长黄子
河在8月7日举办的2019汇
芯（中国）产业技术发展论坛
上指出，全球5G网络技术正
在深入推进，我国企业需打通
产业上下游，协同整个产业并
肩“作战”、补齐技术短板。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中高频器
件是指工作频率在3GHz-6GHz（中
频）和 6GHz 以上（高频）的射频器
件，主要包含滤波器、功率放大器、
天线、射频开关等。随着5G技术在
商用关键时期的深入布局，中高频
器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5G时代的射频器件采用了多项
新型关键技术，推动着中高频器件的
技术更迭，也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终端设备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通
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韦乐平在“2019
汇芯（中国）产业技术发展论坛”上指
出，5G为通用元器件和终端设备中的
中高频射频器件市场带来增长机遇。
5G比4G频率高至少1倍、频带宽5
倍、功率高5倍、速率高10倍、天线多
几十倍。4G手机中射频器件已超过
10个，成本约8~15美元，而5G手机
中，包括功率放大器、滤波器、天线、开

关和调谐器等器件整体数量将是4G
手机的2~4倍，成本提升了2~3倍。

据 Skyworks 预测，2022 年全球
手机射频前端市场规模将从2016年
的101亿美元增长至227亿美元，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 14%。其中，2022
年射频滤波器市场可达163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21%。

在网络设备方面，赛迪智库集
成电路研究所副所长朱邵歆表示，

5G 采用“中低频宏基站+高频小基
站”的组网覆盖模式，其中小基站将
以超密集组网方式部署，对中高频
器件的需求将大幅增长。赛迪数据
显示，到2026年，国内新建5G宏基
站数量将达475万个，小基站数量将
达950万个；大规模阵列天线市场规
模将达到855亿元，天线射频集成模
块市场规模将达到641亿元，小基站
市场规模将达到1050亿元。

5G采用了多项新型关键技术，
自然对射频器件的技术要求大大提
高，也就是说，5G 对中高频器件需
求不仅在于数量的增加，还要求其

“质变”。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G 规

划总工张国俊表示，5G 网络的中

频段支持灵活自由度的数字空分
波束赋形，高频段实现小小区高
流量覆盖。这就意味着 5G 需采用
6GHz 以上的高频通信以提升传输
速率与系统容量，这给射频器件
的技术路线和产业格局带来巨大
挑战。

具体而言，在滤波器方面，以
往主流的声表面滤波器将被工作频
率更高、技术难度更大的体声波滤
波器取代；功率放大器方面，基于
传统的横向扩散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工艺的器件也将被更适于高频高功
率工作场景的氮化镓器件取代；天

线方面，大规模天线技术的引用，
要求终端设备天线集成有源器件，
阵列天线将被大量采用。

此外，智能终端小型化、集成
化的发展趋势将大大增加设备中射
频电路布局、信号处理、功耗和成
本控制的难度。

5G拉动中高频器件需求
2022年全球手机射频前端市场

规模将增至 227 亿美元，射频滤波
器市场可达163亿美元。

5G时代中高频器件技术面临更大挑战
在滤波器方面，以往主流的声

表面滤波器将被工作频率更高、技
术难度更大的体声波滤波器取代。

产业链协同培育良好生态
我国 5G 总投入预计达 1.15 万

亿元，中国射频器件厂商应牢牢把
握机会。

中国移动公布中期业绩

家庭物联网用户快速增长

本报讯 近 日 ，华 为 高 斯
（GaussDB）数据库与中标麒麟高
级服务器操作系统完成兼容性互
认证测试。测试结果显示，Gauss-
DB与中标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兼
容性良好，安装顺利，系统功能正
常，运行稳定。

中标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
统是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在多年
Linux研发经验基础上，适应虚拟
化、云计算、大数据时代对业务性
能 、扩 展 性 、安 全 需 要 ，依 照
CMMI5标准研发，针对关键业务

及数据负载而构建的功能丰富、安
全、高可靠、易管理、高性能的自主
服务器操作系统，可广泛应用于物
理和虚拟化环境，公有云平台、私
有云环境和混合云环境。

华为 GaussDB 数据库支持单
机、分布式两种部署模式，可以满
足企业核心应用的诉求，作为高性
能的企业级数据库，GaussDB可以
有效应对 5G、IoT、移动互联网带
来的井喷式数据量增长，单机部署
实测已达百万级 tmpC，分布式达
千万级tpmC。

中标麒麟操作系统与华为高斯数据库

实现兼容互认证

本报讯 日前，为加快推动
“推进海南全岛（全省）5G网络部
署及商业化应用”先导性项目，海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应用驱动
建设为导向，推动重点市县和行业
主管部门研究策划5G试点应用。
海南工信厅将各牵头单位申报的
20 个社会投资、市县财政投资项
目作为海南省第一批5G试点应用
项目进行发布，并采取措施给予重
点支持，拟形成一批示范项目，影
响和带动海南省的行业应用，力争
推动海南省5G网络建设应用走在
全国前列。

推进措施：一是加大试点应
用项目的支持力度。督促各运营
商和海南铁塔公司要针对第一批

5G试点应用项目相关区域，优先
建设5G网络设施，并主动提供技
术支持。二是加快推进试点应用
项目建设。推动各项目牵头单位
组织项目业主、技术支撑单位进
一步深化项目方案，落实项目资
金，加快推进。同时，主动与各
电信企业对接，明确5G网络覆盖
需求。三是完善工作协调和信息
报送等工作机制。明确各项目牵
头单位、各电信企业要安排专人
负责项目推进和网络建设等工
作，并定期报送工作进展。四是
鼓励策划新的5G应用项目。鼓励
各市县、行业主管部门可结合本
区域、行业的发展规划，研究提
出新的5G应用项目。

海南组织发布

第一批5G试点应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