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通信6 2020年1月17日
编辑：刘晶 电话：010-88558806 E-mail：liuj@cena.com.cn

本报讯 1月16日，中兴通讯

发布《关于确定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发行价格及签订认购协议的公

告》。公告显示，中兴通讯拟发行

A 股的股份总数为 381098968 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0.21元/A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5.13 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4.59亿元，将用于面

向5G网络演进的技术研究和产品

开发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作为5G先锋，中兴通讯已具备

提供完整的5G端到端解决方案能

力和丰富的建网经验，在5G领域与

全球运营商和行业客户展开广泛合

作。中兴通讯在全球已获得35个

5G商用合同，与全球60多家运营商

展开5G深度合作。中兴通讯全面

参与国内三大运营商5G一期网络

建设，率先完成设备到货及开通，并

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开展了大量的

5G行业应用探索。

中兴通讯致力于强化自主创

新，持续增强核心技术研发投入，

构建 5G 时代核心竞争力，其中

2019 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占比

14.6％，2013年—2018年研发投入

652.2亿元人民币，年均投入超100

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中兴通讯

全球授权专利3.6万件，5G战略布

局专利 4100 件，向 ETSI 披露 5G

标准必要专利 2204 族，位列全球

专利布局第一阵营，是全球 5G 技

术研究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和贡献者。

凭借 5G 综合技术实力，中兴

通讯全面布局，加速全球 5G 商

用，推动 5G 应用落地，近期连续

获得国内三大运营商多个项目的

重要份额，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合作，与欧洲多家运营商共建 5G

商用网络。中兴通讯 5G 端到端

技术与解决方案实力逐步得到全

球主流运营商认可，稳居全球第

一阵营。

通信网络技术的演进对技术

研发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次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用于面向5G网

络演进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项

目，包括蜂窝移动通信网络、核心

网、传输与承载网、固网宽带、大数

据与网络智能技术研究和产品开

发，将有助于中兴通讯继续保持高

研发投入，坚持技术领先，强化公

司在面向5G网络演进过程中已取

得的优势，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主

营产品和业务，提升主流市场、主

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客

户满意度，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可以补充公司业务发展的流动

资金需求，公司资本结构将得到进

一步优化，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风

险的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是

基于全球通信网络向 5G 加速演

进，及中兴通讯在 5G 网络演进过

程中面临着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

背景下启动的。本次募资规模处

于 2017年以来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募集资金规模领先水平，并且为

近期首个过百亿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将助力中兴

通讯在5G时代抓住全球电信市场

技术和格局变化的机遇，提升全球

市场地位。

本报讯 近日，华为在新加坡

正式推出海外首个AIoT创新训练

营，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淡马锡

理工学院及新加坡理工学院等知

名高校挑选出的IoT学科优秀学生

们接受了华为人工智能及物联网

课程的集训，并将研发相关应用。

新加坡是华为AIoT创新训练

营的海外首站。该类训练营此前

在中国倍受欢迎。来自上海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

及天津大学等中国知名学府的数

十名学生代表队曾参加集训并推

出创新项目。本次训练营从 2020

年1月9日至11日历时三天，在位

于樟宜商业园的华为人工智能实

验室（AI Lab）进行。该 AI Lab是

新加坡首个部署了5G测试环境的

人工智能实验室，面向新加坡中小

企业，提供5G、云和人工智能设施

及培训。集训期间，6支本地学生

精英队伍在讲师的指导下，熟悉

ModelArts等人工智能及物联网开

发套件的使用，并应用华为物联网

（IoT）技术展开实际操作演练，明

确各自的AIoT方案。

集训结束后，各所学生代表队

将用 2 个月时间开发完成自己的

物联网作品，参加新加坡华为ICT

大赛的物联网（IoT）赛道比赛。

华为AIoT创新训练营是华为创新

训练营的一部分。华为创新训练

营包含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和网络空间安全等四个技术方

向。通过创新训练营，华为希望与

新加坡高等教育学府持续加强合

作，持续分享华为的知识体系和技

术能力，为本地学生创新提供土

壤，为新加坡培育更多人工智能及

物联网人才。

本报讯 1月15日，中国联通

与沃尔沃汽车签署 5G 战略合作。

双 方 宣 布 将 基 于 5G 联 手 推 动

V2X 车路协同技术的发展，研究、

开发和测试 5G 以及新兴的 V2X

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共同孵化

商业运营方案。

中国联通副总经理梁宝俊表

示，中国联通致力于打造体验最佳

的智能网联时代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以及解决方案。5G将全面赋能

自动驾驶的发展，通过构建“人、

车、路、网、云”协同的服务体系，提

高驾驶的安全性，带来全新的业务

体验。

沃尔沃汽车集团首席技术官

贺瑞安表示，5G 技术将大幅提高

网络性能，实现更多关键性的实时

服务，帮助驾驶者获得更安全、更

平稳、更愉悦的驾驶体验。沃尔沃

汽车期待与中国联通的合作，为中

国市场开发这些服务。

据悉，中国联通和沃尔沃汽

车将强强联手开展汽车与基础设

施通信领域中 5G 技术的各种应

用研究，发掘其在安全性、可持

续发展、客户便利性和自动驾驶

等各个方面的潜力。例如，当汽

车遇到道路施工、交通拥堵或事

故等交通问题时，可以提前采取

行动，通过放慢车速或改变路线

加以规避。这有助于提高车内人

员的交通安全指数，还可以避免

频繁启停的状况，提高能源的有

效利用。其他应用场景还有：借

助交通摄像头帮助汽车更便利地

查找停车位，汽车与交通信号灯

通信以调整到最佳车速从而实现

真正的“绿波通行”，通过车间

通信实现进出高速公路的安全操

作,等等。

据介绍，中国联通高度重视

在汽车行业里推动信息化与工业

化的融合发展，自 2009 年起率先

在车联网领域进行战略布局，目

前已经为超过 80 家国内外车厂

提供车联网及相关信息服务，服

务各类车辆超过6000万部。沃尔

沃汽车一直是中国联通的重要战

略合作伙伴，自 2013 年开始，双

方在车载互联驾驶、综合通信、服

务运营等车联网领域开展了非常

密切的合作。此次双方再度携

手，将助力沃尔沃汽车在中国这

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建立起

V2X 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和先发优

势。沃尔沃汽车已经宣布将以下

一代可扩展模块架构（SPA2）为

基础，将 5G 技术应用到下一代汽

车产品之中。

如果小了想要变大，如果慢了

想要变快，花钱是一个路径。这两

年关于谷歌云要花钱买公司的消

息，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去年 9 月

Trefis建议谷歌可以花 90亿美元收

购 Nutanix 公司，今年年初加拿大

皇 家 银 行 资 本 市 场 公 司（RBC

Capital Markets）又称谷歌可能会收

购 Salesforce，预计收购价高达 2500

亿美元。为什么谷歌频繁被传要花

大价钱买公司？从分析师们给出的

标的公司，透露出哪些云计算趋

势？这些收购究竟是“镜中月”“水

中花”，还是也比较“靠谱”，有何迹

可寻？

为何谷歌频繁被“传言”

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

风不起浪”，谷歌云之所以频频被收

购的传言“骚扰”，事出有因。

目前，谷歌云在全球云计算市

场排行老三。咨询公司 Gartner 不

久前给出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公有

云市场，AWS占47.8%的市场份额，

微软占 15.5%，谷歌占 4%。自从去

年谷歌邀请 Thomas Kurian担任谷

歌云 CEO，而 Thomas Kurian 又对

员工放出话“在 5 年内至少要做成

全球排名第二的云计算公司”，其

“野心”暴露之后，很自然谷歌云将要

大举收购的消息就“此起彼伏”了。

因为按照目前的公有云市场格局，谷

歌云要想超越微软，光靠自己埋头苦

干、招兵买马，很难成为全球排名第

二的云计算公司，收购是一个可实现

的路径。

标的公司透露什么趋势

Salesforce 身上有两个标签：“美

国 SaaS（软件即服务）之父”和“最受

欢迎的 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供应商”。大家都知道今天在IaaS层

面各个公有云厂商之间的差异化并

不大，大家提供的都是差不多的东

西，而最能影响客户的就是应用，是

SaaS。如果谷歌云能够把 Salesforce

这个增长利器套在自己的IaaS上，无

疑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如虎添翼”

的。当然，即便是买下了 Salesforce，

也不一定就能够干掉在其前面的微

软，因为微软也是 IaaS、PaaS、SaaS 都

有，而且还有混合云，这也是为什么

微软最近在美国国防部的大单中战

胜了亚马逊AWS的关键原因。

当 Salesforce 有可能被收购的消

息发出来，网友纷纷留言“证明 B 端

有巨大的价值”。的确如此，云计算

已经从互联网市场向企业市场延伸，

在企业级市场的竞争中，互联网云公

司缺乏企业级的客户经验与积累，必

须借助更多B端企业的能力才能够

向企业级市场发起冲锋，这也是为

什么 B 端企业纷纷被收购的原因，

包括最近腾讯云花14亿元向东华软

件注资，也是同样的原因。

Nutanix 则是一家提供统一云

平台，也就是企业云操作系统的公

司，这个云操作系统能够让企业从

核心云到分布式云都实现“统一”和

“简化”的管理。其关键词也是多

云、混合云。事实上，混合云正成为

“云计算”第二篇章中的关键词，这

也是为什么 IBM 要花费 340亿美元

的巨款来收购红帽（Red Hat）的原

因，红帽协助 IBM 打通了私有云与

公有云之间的的隔阂，实现了真正

的混合多云，为 IBM 打开了一个宽

阔的云世界。

从目前分析师们给出的标的公

司来看，“SaaS”和“混合云”会是谷

歌云收购的关键词，而要满足这样

的关键词，当然不仅仅是Salesforce、

Nutanix。Wedbush Securities 的分析

师Dan Ives给出的潜在收购目标还

有基于云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公司

Workday、网络安全提供商Palo Al-

to Networks、云软件公司 Service-

Now，以及数据分析公司 Splunk。当

然还可能有其他“黑马”半路杀出。

总而言之，标的公司应该符合这两

个趋势：混合云与 SaaS，而且要能够

给谷歌云带来真正的“溢出”效应。

收购是否靠谱

关于收购是不是靠谱？只要没

有签字画押，没有“官宣”，一切都只

会是猜测。而这些事情会不会在

2020 年发生，其实取决于 Thomas

Kurian的决心有多大。

当然，2500亿美元毕竟是天价，

要拿出这么多钱，谷歌就得大规模

融资，而融资金融机构就会有获利，

这或许也是各路金融机构、分析机

构纷纷给出谷歌要大价格收购的忽

悠原因之一。

花如此多的钱收购 Salesforce，

很有“蛇吞象”的意味，它到底是不

是合适之举，现在也不好下结论。

如果谷歌云真的有那么大的决心，

真的要在云计算市场决出高下，这

个事情有就可能。就像 IBM 花 340

亿美元收购红帽一样，也创下了

IBM 公司百年历史上的收购纪录，

因为云真的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又牵扯出了关于谷歌云的另

外一个事情，就是谷歌云有可能从

母公司分拆出来。一方面，分拆后

可以更为灵活地运营，成为一家独

立的云公司；另一方面，分拆能够消

减谷歌有可能面临的垄断诉讼，这

是关于谷歌的又一个传言。谷歌云

会从谷歌分拆出来吗？这也是2020

年的重要猜想。

5G手机份额

影响产业格局

中国电信市场部总经理陈文俊

表示，2020年，终端的整体业态将是

手机规模企稳，智能硬件、物联网增

长空间巨大。预计 2020 年 5G 手机

销量 1.7 亿部，渗透率达到 47%，高

于 3G向 4G过渡时的渗透率。2000

元以上的终端全面普及，全面拉动

市场增长向 3000 元逼近，手机终端

市场首次超过万亿元规模。

5G 是用户换机的首选因素而

非驱动因素，硬件配置快速提升，

8G+256G、4个摄像头已经成为旗舰

机的标配，低配终端份额大幅缩水。

智能硬件、物联网增速加快。

2020 年，智慧家庭硬件连接增长率

超过 30%。智能路由器市场规模接

近 7000 万，智能安防市场规模 4200

万，智能音箱成为家庭入口、产业聚

焦之地。NB模组价格将突破 15元

下限，市场规模增速快，预计出货量

破亿；烟感、气感等安防类产品规模

接近4000万。

今年，消费行为和需求变化将

驱动市场变化。首先同一个用户出

现多种信息化需求，有 45%的用户

拥有 3 个以上终端，B2B2C、B2H2C

引发了融合需求。越来越多的用户

注重智能硬件使用的便捷性。

2020 年，用户换机周期持续拉

长，换机必换 5G 手机，同时消费价

格持续上涨，终端的单价提升到

2500元。用户购买手机也从以前重

视价格、口碑变为更重视体验。

5G和VR技术升级

催熟新业务

基于 5G 和 VR 等技术的新业

务，在2020年会更吸引用户。

一方面，5G 双模（NSA/SA）芯

片在今年年初已经成熟开始量产，

这会使终端价格快速下探，而且 SA

（独立组网）模式的成熟，驱动行业

应用快速拓展推动规模应用。另一

方面，VR 以其良好的用户沉浸感，

加上便携性、高码流和低时延技术，

推动VR加快普及，AR+MEC（移动

边缘计算）成为新的创新应用的结

合点。

在影响终端发展的新技术上，

WiFi6 也 占 一 席 之 地 。 2020 年

WiFi6将加快普及，随着“双千兆”入

户渗透率提高，用户路由器只有支

持 WiFi6，增强在家庭中的穿透能

力，才能发挥大带宽作用。

AI 将成为基础能力，终端人脸

解锁、智能家防场景识别、物联网AI

方案成熟，云端协同 AI方案成为主

流选择。

谈到 2020 年终端生态的变化，

陈文俊认为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

是生态跨界融合；二是无平台无生

态，无应用无终端；三是终端的差异

化将体现在应用上，外表相似的终

端但应用不同，终端与应用融合就

是竞争力。

2020年实现6000万部

5G终端目标

2020年，中国电信计划实现 5G

终端 6000 万部、VR 终端 300 万部、

智慧家庭终端 4000 万部、物联网模

组2000万部的终端发展目标。

在产品策略上，重点5G机型联

合上市营销，联合定制 20 多款 VR

终端，可穿戴、物联网 ESIM 全国商

用。在政策激励上，中国电信投入

150 亿元橙分期资源，激励 1500 万

部终端。

针对个人信息化市场，中国电

信建设终端生态聚合平台，包括视

频子系统、游戏子系统和 VR 子系

统，与终端合作伙伴、平台合作伙伴

和应用合作伙伴合作，开放中国电

信联合实验室做终端的定制对接。

例如在VR业务上，中国电信号百公

司与韩国应用商合作，提供VR沉浸

式体验和切片、分发能力保障。

在家庭信息化市场，中国电信计

划实现2500万部路由器、900万部摄

像头、200万部音箱的发展目标。路

由器将是千兆双频、WiFi6、AP面板、

Mesh必选。摄像头包括室外枪机、

云台、智能门铃。这些产品通过中国

电信小翼管家平台对接。

2020 年，中国电信开放智家

运 营 平 台 ， 促 进 多 品 类 终 端 繁

荣。通过智家平台，实现无感配

置网络、安全影像的云平台及智

能组网检测。

在政策激励上，中国电信进行

双品牌联合定制，承诺销量，大规模

集采；受橙分期多终端政策支持。

对定制模组

定向补贴2亿元

在行业信息化方面，中国电信

计划今年新增 2000万 NB连接，实

现5G模组四类行业应用突破。NB

模组聚焦公共事业类行业，发展智

能水务、智能燃气、智慧消防终端

产品。联合芯片模组商定制模组+

行业公版，以方案商的模式提供服

务，模组+卡一体化销售。5G模组

聚焦高清视频、工业互联网、智能

车联网、中继类网关四个行业。针

对定制模组，采取定向补贴 2 亿

元，中国电信 4个物联网核心实验

室提供检测评估、产品开发、专项

咨询服务。针对行业信息化，中国

电信推出“星火计划”，实现物联网

不同种类产品的标准化，目前烟感

物联网产品已经实现标准化接入。

同时，中国电信在2020年还将

加大云网安全合作，创新资本合

作，发挥终端产业联盟、智家联

盟、物联网联盟等三大联盟作用，

围绕产业数字化机遇，与产业链共

同把握规模发展契机，拓展跨界合

作空间。

6000万部5G手机、4000万部智慧家庭终端

中国电信终端“小目标”咋落地

本报记者 刘晶

1月15日下午，中国电
信在北京召开2020年终端
生态合作推进会，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电信的终端发展策
略、云网安全合作策略、资本
合作策略、物联网合作策略，
并发布了翼起智家行动计
划、5G模组星火计划、携手
共赢5G三大合作项目。

谷歌2500亿美元收购salesforce靠不靠谱？

本报记者 李佳师

联通与沃尔沃联手推动

5G V2X车路协同技术发展

华为首个海外AIoT创新训练营

落地新加坡

中兴通讯完成

超百亿元非公开发行A股募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