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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梦之蓝M6+’领取或捐赠红包，成为

百万航天合伙人！”

4月24日，梦之蓝H5线上互动活动刷爆朋

友圈。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梦之蓝“百万

航天合伙人计划”正式起航，以公益为纽带链

接广大消费者，邀请消费者共同参与、共同见

证、共筑中国航天梦。

成为百万航天合伙人
赢取现场观看火箭发射名额

“感谢您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支持，您所捐

赠的公益款项，将用于中国航天公益活动，洋

河股份与您一起助力中国航天事业，以此作为

捐赠纪念。”近日，来自江苏泰州的一位消费者

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航天捐赠证书，成

为了梦之蓝百万航天合伙人计划的一员。

怎样才能成为合伙人？据了解，每一瓶

“梦之蓝M6+”在瓶体上均设有红包二维码，消

费者每扫一个红包，洋河股份就会按每瓶酒向

中国航天基金会捐款5元。消费者在扫码的同

时会获得个人红包，金额在 18元至 1888元不

等，消费者可以选择提现，也可以选择将红包

款项捐赠给中国航天基金会，成为“百万航天

合伙人”，与洋河股份一起助力中国航天事

业。捐赠成功后，就能获得一张专属于自己的

“捐赠证书”。

除了红包捐赠，梦之蓝公益还同步推出了

“百万航天合伙人”互动H5活动。4月24日到5
月22日期间，消费者通过扫码参与H5互动，即

可成为线上百万航天合伙人，参与游戏助力火

箭升空，就有机会赢取 3个现场观看火箭发射

的名额，以及100瓶“梦之蓝M6+”。

拥抱星辰大海
每一瓶“梦之蓝M6+”都连着航天梦

引人关注的是，梦之蓝公益发起的“百万

航天合伙人计划”实现了从增强传播到融合消

费场景的转变，让每一瓶“梦之蓝M6+”都连着

消费者的航天梦，让每个消费者都能以“合伙

人”的身份深度参与其中，这无疑是一种全新

的航天公益场景构建。

而在这种“梦想链接”的背后，是“梦之蓝

M6+”品牌精神与航天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一次

共鸣。在中国梦的宏大叙事里，航天梦是最精

彩的章节之一，几代人魂牵梦萦、心向往之。

数千年来，中国人从不曾停止对于“飞天”的追

求，无数航天人用坚守、信念、热爱，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奇迹，迎来了中国航天更好的时代。

这种精神也正是“梦之蓝M6+”所传递的。

“梦之蓝M6+”打造出的是更高品质、更高品位

的产品特质，在品牌精神上，聚焦的是更好的

时代，凝聚的是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不断引

领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成为了活

跃的时代精神弘扬大使。当梦与梦紧紧相连，

这种同频共振也将闪耀星辰大海。

据了解，除了梦之蓝“百万航天合伙人”计

划，未来，梦之蓝公益将继续携手中国航天基

金会，从团队奖励、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科学

普及等多个维度开展系列活动，共同开创中国

航天更好的时代，让中国航天的梦想种子像星

辰一样洒满星空，让中国人迈入太空的脚步更

深远更坚定。

（CIS）

一起来报到！
“梦之蓝M6+”邀您成为“百万航天合伙人”

本报记者 张 颖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近
期，针对“新基建”的利好政策频出。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型
基础设施范围，5G位列其中。4月23
日，工信部表示，大力支持5G、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
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
用，加快推进4G和5G基站建设进度。
在政策面的加持下，以5G为代表的

“新基建”板块站上“风口”，成为市场
各方关注的焦点。

今年以来，5G板块在经历了2月
份的飙升、3月份的回调后，4月份重

拾升势。截至4月24日收盘，5G板块
指数年内累计涨幅达7.9%，远远跑赢
同期上证指数（累计下跌7.2%）。有
139只5G概念股跑赢同期大盘，占比
达66.2%。其中，英维克和晶方科技
两只5G概念股年内累计涨幅分别为
137.9%和108.9%；神州泰岳、新易盛、
会畅通讯、深南电路、*ST新海、通光
线缆等个股累计涨幅也均超过50%。

“2020年是5G商业化元年，近期
5G板块出现较大幅回升，特别是4月8
日，三大电信运营商联合发布《5G消
息白皮书》，带动RCS概念板块大涨。
RCS可能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使用习
惯，产生一系列投资机会。”前海开源

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中国信通院测算，到2025年，
5G网络建设投资将累计达到1.2万亿
元，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
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在利好政策不断加码下，5G行业
快速发展，相关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也
不负众望。截至4月24日收盘，目前已
有101家5G概念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
年报业绩，有7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
长，占比近七成。同时，有37家5G概
念公司披露了2020年一季报业绩，22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近六成。

上述37家5G概念上市公司披露

的2020年一季报中，有10家公司前十
大流通股股东出现社保基金身影。其
中，社保基金对顺络电子、中科创达、
杭叉集团的持股数量均超1000万股。

在新经济、新动能的引导下，5G
投资机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川财证
券认为，可从三个方面精准把握5G投
资机会。一是网络基础建设，在电信
企业和地方政策的双重保障下，各地
5G基站的建设速度将明显加快。二
是5G信息消费，有望进一步释放，可
关注5G在网络教育、在线医疗、远程
办公、VR/AR、赛事直播、游戏娱乐、
虚拟购物等业务领域的发展机遇。
三是5G在行业上的应用。

5G板块年内涨近8%引领“新基建”
三主线精准布局优质股

编者按：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明确“新基建”三大领域。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表示，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
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分析人士认为，“新基建”主线范围的拓展，既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也赋予“新基建”主线新的生命活力，做多能量不
断被激发出来。今日，本报特对上述表现出色的热门板块及其龙头股的投资机会进行梳理分析，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赵子强

在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的“新基建”
范围内，云计算在细分领域中占有一席
之地，凸显该领域的重要性。

“云计算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
经济中的基础一环。”私募排排网未来星
基金经理夏风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云计算本身涵盖计算机(服
务器等)、通讯（网络）、数据中心以及应用
等方面，从新基建角度看，前三者的确定
性都比较高，能够明显受益于政策支持
的导向。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在云
计算上重金布局，是云计算行业高景气
度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国内互联网巨头公司对云
计算领域的投资不断扩大。其中，腾讯
去年第四季度的投入同比增长 269.6%，
环比增长154.4%。阿里云在今年4月20
日宣布，未来 3年将再投 2000亿元用于
云基础设施投资。阿里云还表示，云智
能是阿里巴巴的核心战略之一，在疫情
影响下将逆势增加投入。

不仅如此，国际巨头公司对云计算
领域的投入也在不断扩大，Amazon（亚马
逊）和Google（谷歌）在 2019年度对该领
域的资本开支增长幅度均超过9%。

资本对云计算的青睐与高额投入，
明显已被敏锐的投资者捕捉到，进而反
应到股价上。可以看到，春节后领涨A
股的大旗直接交到云计算概念板块手
中。统计显示，自 2 月 3 日随大盘急跌
后，从 2月 4日起至 2月 25日，云计算板
块指数不断上涨，累计涨幅达34.75%，跑
赢同期上证指数达25.05个百分点，在此
期间的16个交易日中，该指数收出12根
阳线，占比75%，仅收出4根阴线。

夏风光认为，云计算板块仍值得布
局，原因有三。一是云计算是 IT基础设
施的必由升级，发展趋势快，近年来一直

维持快速增长势头；二是受疫情助推，各
个层面对云计算的需求呈几何级增长；
三是政策的高度重视和扶持，新基建成
为拉动经济、布局未来的关键。夏风光
同时提醒称，在积极关注布局云计算概
念股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云计算概念股
已有不少超额收益，总体估值并不便宜，
或许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淳石资本执行董事杨如意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云计算在
国内能参与投资的标的不少，一些关于
基础设施类（如机房）的股票曾经有过较
大投资机会。未来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时代，离不开云计算与各种相关基础设
施，这类企业的业绩未来还会大幅增长，
值得进行专业研究。

华泰证券在最新研报中称，5G新应
用、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助力云计算再
成长。2020年，5G商用拉开帷幕，将带
来两方面变化。一是连接数目的增长导
致网络流量快速提升，对于算力的需求
进一步增加；二是 5G网络将带来单位比
特成本的下降。这两个变化分别指向需
求端（云计算解决算力问题）和成本端
（网络能力提升、资费下降可降低云计算
成本），为云计算渗透率的进一步提升奠
定了基础。华泰证券认为，当“至下而
上”的行业内生发展趋势叠加“至上而
下”的产业政策支持，云计算产业未来发
展的确定性将进一步提升。

国泰君安则表示，云计算基础设施
即服务层面建设按“互联网数据中心基
建->光网络布局->服务器、交换机”展
开，因此建设顺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产业增长趋势和业绩兑现顺序。处在
第一环节的是 IDC，代表企业有光环新
网、数据港、科华恒盛；处在第二环节的
是光模块，代表企业有中际旭创、新易
盛；位于第三环节的交换机领域，推荐关
注星网锐捷等。

云计算板块春节后率先领涨
私募经理给出三大布局理由

本报见习记者 任世碧

近日，数据中心板块迎来双重催
化剂。首先，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
心等正式被官方纳入“新基建”范
畴。其次，阿里云日前宣布，未来3年
再投 2000亿元，用于云操系统、服务
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
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

中信证券在最新研报中指出，决
策层近期多次提及“新基建”，加强用
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包括
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七大领域的“新
基建”进度。IDC（互联网数据中心）
产业需求端受益于5G+AICDE等新兴
技术驱动的流量持续爆发，供给端却
受限于一线城市选址和能耗指标等
资源的稀缺。此次政策加码，有望推
动 IDC产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建议加
大配置拥有一线核心资源的 IDC服务
商及上游核心设备商。

5G技术不断推进，数据中心加快
建设，对相关板块会产生什么影响？
金百临咨询首席分析师秦洪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3G
走向 4G，如今又迎来 5G，通讯技术的
迭代带来了巨大流量。为了储存这些
呈现几何级数的流量，需要不断拓展
数据中心。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流
量相当于传统经济领域的‘石油’，是
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数据中心如同
传统经济时代的‘油库’，其重要性及
未来的成长前景较为乐观。而且，随
着5G的来临，流量与数据中心的成长
趋势更为乐观与确定。因此，相关公
司的业绩与成长性值得期待。”

“随着5G的发展，新的技术、新的
科技都离不开数据中心的建设，这对A
股市场相关标的形成利好。”前海开源
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认为，

“投资这类科技股，重点是看公司有没
有技术实力，将来能否在建设进程中取

得成功，要选择行业龙头进行配置。”
数据中心板块公司今年一季度

业绩表现出色。《证券日报》记者根据
同花顺统计后发现，截至 4月 24日，
已有 13家相关概念公司披露 2020年
一季报业绩，有 5家公司实现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长。其中，先进数通一季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暴增 14656.43%。
另 外 4 家 公 司 分 别 是 奥 飞 数 据
（350.61%）、黑牡丹（291.63%）、宝信
软件（45.86%）和光环新网（13.17%）。

在多重因素的共振下，数据中心
板块近期股价表现也较为活跃，有30
只概念股本周股价实现上涨，占比近
六成。其中，宁波建工、省广集团、鹏
博士、广东榕泰、真视通、数据港等个
股本周累计涨幅均超过10%。

良好的市场表现离不开大单资
金的关注，本周共有10只概念股受到
大单资金的追捧，合计吸金 1.62 亿
元。其中，任子行、浙数文化、南兴股

份、银信科技、*ST松江 5只概念股期
间均被超过 1000万元的大单资金布
局。此外，朗源股份、亚联发展、梦网
集团、冰轮环境、优刻得等个股也受
到大单资金的青睐。

招商证券建议，沿着“高成长”与
“确定性”两大主线，挖掘数据中心板
块的后市投资机会。主线一：核心城
市大规模布局，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
强劲。疫情加速云视频等 5G大流量
应用发展，将率先拉动核心地段及周
边地段的 IDC需求，利好核心地段卡
位的 IDC企业。主线二：深度绑定互
联网大客户，分享 5G 时代流量红
利。阿里、今日头条等头部互联网企
业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倾向于与
第三方 IDC企业合作共建 IDC，共建
模式保障了第三方 IDC 企业的上架
率和未来的持续成长，第三方 IDC企
业有望分享互联网巨头高速成长的
红利。

数据中心板块迎两大“升温”催化剂
“高成长”和“确定性”是两大投资主线

本报见习记者 徐一鸣

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防篡改性、
可追溯性特点的区块链技术，将被广泛
运用、为经济赋能，这已是当前市场各方
达成的共识。

国海证券首席宏观债券分析师靳毅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区块
链技术作为新基建的组成部分，在实体经
济中广泛应用和落地，将为传统产业‘换
道超车’提供动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迎接科技商业化浪潮做好提前准备。”

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郑磊博士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区块链技术主要应用
于具体产品或服务方面，比如产品溯源、
金融支付等。国家将区块链基础设施纳
入“新基建”范畴，将夯实区块链应用的坚
实基础，进一步加大区块链技术在实体经
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应用的深度、广度和速
度，对于促进新型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
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作用。”

据IDC（互联网数据中心）预计，我国
2019年到2022年区块链市场支出规模年均
复合增长率可达76.3%，产业应用主要以金
融为主，金融应用区块链企业占比11%。

郑磊认为，“正所谓‘久久为功’，区
块链技术应用是一个长期过程，效果很
难立刻体现出来。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
数据确权的功能，上市公司如果从事区
块链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云计算等方面的应用研发，可能会受
到市场推崇。”

《证券日报》记者对同花顺数据统计
后发现，目前A股市场共有143家上市公司
涉及区块链技术产业，板块总市值合计达
2万亿元。截至4月24日，A股区块链板块4
月份累计涨幅达6.65%。其中，省广集团、
神州泰岳、众应互联、汇金股份、广电运通
5家公司4月份股价累计上涨超过50%；另
有15家上市公司期间累计涨幅超过20%，
分别是海联金汇、恒银金融、聚龙股份、新
开普、深大通、红相股份、数字认证、华大
基因、恒宝股份、爱施德、飞天诚信、飞利
信、四方精创、蓝色光标、彩讯股份。

部分区块链概念股成为机构集中推
荐的对象。统计数据显示，最近30日，用
友网络、光环新网、中国联通、苏宁易购、
宇信科技、中微公司、广电运通、恒生电
子、新开普、东港股份10只区块链概念股
被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
的次数均不低于5次。

区块链再迎“高光时刻”
10只个股受机构热捧

本报记者 吴 珊

“新基建”领域范围首次被明确
划定，作为“新基建”的核心要素之
一，本已飞速发展的物联网产业更是
遇到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今年以
来，在“新基建”的风口下，机构开始
大规模调研物联网领域相关上市公
司。截至4月24日，今年共有58家物
联网类上市公司接待了基金、证券公
司、海外机构、阳光私募、保险公司等
机构投资者的调研。其中，创业慧
康、中科创达、海康威视3家上市公司
今年累计接待机构调研家数均超过
400家。此外，兆易创新、京东方A、纳
思达、工业富联、浩云科技、顺络电
子、乐鑫科技7家上市公司年内接待
机构调研的家数也均超过100家。

上市公司在物联网业务方面的
突破，已成为很多机构关注被调研上

市公司的重要看点。
“医疗信息化业务稳健增长，实

现质、量双提升。”长城证券分析师周
伟佳如此点评创业惠康。在周伟佳
看来，该公司业绩的提升，得益于公
司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电子病历、互
联互通评级、医联体、医共体等医改
新政所带来的行业高景气度，公司的
医疗卫生信息化业务已连续3年保持
30%以上的增长率。周伟佳认为，
2020年基于物联网领域的布局，有望
为公司带来新的订单及业绩增长点，
因此给予公司“强烈推荐”评级。

虽然机构高度关注，但与物联网
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却呈现分化走
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
月24日，共有75只物联网类上市公司
股价逆市上涨。其中，神州泰岳、大
立科技、华天科技、宁水集团、立昂技
术等概念股累计涨幅均超过50%。与
此同时，有17只物联网概念股却跌幅

超过20%，远远跑输同期大盘。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物联网已经获得长足
发展。“新基建”进一步明确大力发展
物联网，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
对A股市场相关公司会形成较大的利
好推动，进一步提升相关上市公司的
收入增长和利润水平，同时会提高资
金对这些个股的关注度。经过前期
下跌后，这些科技股多数都已调整到
位，可能会成为一个抄底的契机。

在政策加持、技术赋能、需求驱
动下，在黄金布局期如何挖掘物联网
领域最具投资价值的标的成为市场
参与者重点考虑的问题。川财证券
分析师孙灿认为，物联网的发展和落
地主要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硬件成本下滑，功耗降低，物联网连
接数爆发；第二阶段，存储及计算成
本大幅下滑，大数据价值开始体现，

批量的数据分析需求大规模出现；第
三阶段，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并应用到相应领域，提高生活和
生产的智能化管理，真正的物联网大
数据时代到来，实时处理数据的需求
快速增长。孙灿称，当前中国物联网
正处于基础设施构建启动的第一阶
段，感知、传输和硬件制造是目前产
业链投资的重心。

“龙头股仍是配置的最优选择。”
杨德龙强调，特别是在物联网领域已
有所布局、已拥有较稳定的技术和客
户的公司，最值得关注。

盈亚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
资顾问易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首选深耕物联网领域
的龙头公司，特别是政策大力推动的
产业，比如，与5G、电力物联网等基建
领域相关的设备企业，以智能城市、
智能交通、智能穿戴、智能医疗等为
代表的应用软件类企业。

10家物联网公司年内被过百家调研机构光顾
龙头股配置价值更被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