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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国新办举行“推进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助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发布会，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
示，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
动通信网络。5G基站、终端连接数全
球占比分别超过 70%和 80%。5G产
业加快发展，5G手机产品加速渗透。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8
月份，国内 5G手机出货量 1.68亿部，
同比增长80%。

受此消息影响，5G概念板块逆市
走强。9月14日，同花顺5G概念指数
盘中一度涨超 1%，之后有所回落，截
至收盘，5G概念指数跌0.24%，跑赢大
盘（跌 1.42%）；从个股来看，九联科
技、国华网安、汇源通信、卫士通、美格
智能、沃特股份、万马科技等7只个股
强势涨停，思特奇（14.07%）、光华科
技（8.33%）、科大国创（7.14%）等 3只
个股涨幅也均超7%。

与此同时，部分5G概念股也受到
市场资金的青睐。同花顺 iFinD数据
显示，9月 14日，5G概念板块中有 97
只个股呈大单资金净流入态势，占比
35.27%，合计大单资金净买入额23.77
亿元，其中，中国电信、中材科技、卫士
通等 3 只个股大单资金净买入额居
前，分别为 5.77亿元、4.70亿元、1.41
亿元，露笑科技、光华科技、九联科技、
万马科技等4只个股大单资金净买入
额均超 6000万元，上述 7只个股合计
吸金14.69亿元。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海川
汇富投资总监曾正香表示，工信部此
前在 2021世界 5G大会上介绍，我国
5G商用两年来，已开通建设了99.3万
个 5G基站，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市，
95%以上的县区，35%的乡镇，5G终端
手机连接数超过了 3.92亿户，这表示
5G行业维持较快增长，但是股票市场

来看，目前估值整体处于低位，市场关
注度逐渐回暖。

进一步梳理发现，截至 9月 14日
收盘，整个A股市场最新动态市盈率
为 19.24倍（整体法），5G概念板块中
有 68家公司最新动态市盈率低于整
个A股市场，其中，金发科技、兆驰股
份、工业富联、鹏博士、德赛电池、广
东鸿图、海特高新等 7家公司最新动
态市盈率均在15倍以下，值得投资者
关注。

业绩对于市场的回暖也提供了支
撑，今年上半年，有 191只 5G概念股
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近七成，其
中，广东鸿图、创意信息、海特高新、数
码视讯、士兰微、中贝通信等6只个股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 10
倍，业绩表现优异。

对于 5G 概念板块的投资机会，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叶远声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好 5G板
块业绩复苏带来的估值提升机会，一
方面，在 5G 建设符合市场预期的情
况下，5G概念市场热度持续下降，机
构关注度也处于低位，导致行业整体
估值水平回落至低位。另一方面，
2021 年上半年，我国 5G 基站积极推
进，但距离全年60万站的建设目标仍
有较大差距，在三大运营商强调全年
5G 开支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
5G基站将于下半年集中交付，因此下
半年 5G基站建设将提速，迎来 5G基
站建站高峰，从而拉动行业进入新一
轮成长周期。

方信财富投资基金经理郝心明
也对记者表示，5G板块沉寂了很久，
随着 5G 建设的推进，板块有望迎来
转机。

国盛证券认为，5G 建设作为新
基建组成和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
一，将在四季度加速推进，建议投资
者积极关注中兴通讯、新易盛等受益
标的。

我国5G终端连接数全球占比超八成
逾14亿元大单资金抢筹7只概念股

本报记者 张 敏

9 月 14 日上午，国家组织人工关
节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拟中选
结果在中午出炉。本次人工关节集中
带量采购产品包括初次置换人工全髋
关节和初次置换人工全膝关节，带量
采购周期为2年。

集采靴子落地，多家中标上市公
司股价大涨。港股上市公司爱康医疗
股价涨幅为 20.25%；春立医疗涨幅为
10.66%，微创医疗涨幅为 11%，威高股
份涨幅为 5%。A 股上市公司大博医
疗午后直接冲上涨停，三友医疗涨幅
为12.43%。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人士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骨科集采
对公司而言是件好事。“因为骨科材
料想进入医院首先要通过医院的招
投标，有些医院长期不进行招投标，
新 产 品 很 难 进 入 医 院 。 作 为 后 来
者，公司的产品有望通过集采实现
份额提升。”

2020年 11月 5日，我国首次对冠
脉支架进行集中带量采购，正式拉开
了高值耗材挤水分的大幕。彼时，冠
脉支架最终 10个品种中标，冠脉支架
的价格由均价 1.3万元下降到中位价
700元左右，降幅超过 90%。今年 3月
份，人工关节类、脊柱类、创伤类高值
医用耗材集采的消息传出。

6 月 21 日，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
发布《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
购公告（第 1号）》。9月 14日，人工关
节集中带量采购正式拉开帷幕，根据
公布的结果，包括大博医疗、春立医疗
等多家上市公司的产品拟中标。

对于集采，市场最关心的莫过于
价格。据了解，集采前，置换膝关节个
人需付费3万元左右，单侧髋关节费用
则在2万元左右。

据报道，此次人工关节带量采购
企业报价竞争激烈，共有 48家企业参
与报价竞争。天津康尔诺科技有限公
司针对合金-聚乙烯类髋关节产品系
统报出了全场最低的 1788元，爱康医
疗在全陶髋关节中报价 6890元，为该

组最低价。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
合采购办公室集中采购组组长高雪表
示，此次拟中选的人工关节产品价格
从平均3万元降到1万块以内，降幅达
到80%以上。

不过，一位参与集采的人士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集采总体降价
幅度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此次带量采购，跨国药企的参与
度有所提升，其中强生实现了全品类
中标，可谓是此次集采跨国药企中的
最大赢家，同时，施乐辉的中标数量也
较多。

大博医疗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
示，集采的开展会使产品的终端价格
下降，对业绩的影响要根据具体的中
标情况，以及后续产品推广销售情况
进一步判断。

凯利泰则向投资者表示，就目前

已落地的国家层面骨科高值耗材带量
集采政策来看（主要是涉及关节产品
和部分创伤产品），因目前公司主营产
品不包含关节类产品，已纳入集采的
创伤类产品目前在公司业务收入占比
较小，对公司影响有限。

“集采相当于打破了原有的利益
格局，市场蛋糕被重新划分。”一位不
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众所周知，带量采购旨在挤掉销
售环节水分，集采范围内的产品将
告别高毛利率时代。同花顺 iFinD数
据显示，2020 年，骨科类上市公司销
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等，最
高为 47.6%，最低为 23.74%。此前，
骨 科 上 市 公 司 的 毛 利 率 最 高 可 达
90%，最低也在 60%以上。其中港股
爱康医疗发布的 2020 年年报显示，
公司去年营业收入为 10.35 亿元，毛

利率为 69%。
在高值医用耗材中，骨科植入市

场规模在血管介入之后，为第二大子
分类市场。据中商研究院发布的报
告，近年来，我国骨科植入医疗器械
市 场 规 模 呈 现 逐 年 增 长 的 趋 势 。
2020 年其市场规模达到 353 亿元，预
计未来几年将持续增长，预期 2021年
骨科植入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达 404
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集采常态
化进行，骨科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对
创新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森瑞投资研究员田新杰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行业内卷和中间商
利润占比过高是存在的，通过集采，
会一定程度改善这两项问题，同时也
倒逼企业去做壁垒相对更高的一些
产品。

人工关节告别高毛利率：
集采最高降价达80% 百亿元市场大洗牌

本报记者 龚梦泽

9月14日，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判决
中，苹果公司作为被告遭遇了“当头一
棒”，甚至其每年能贡献近 200亿美元
毛利的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长久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垄断着
iOS上的交易——所有 iOS应用只要涉
及到软件付费或内购，都要支付一笔

“苹果税”，抽成比例高达 30%。按此
计算，仅通过应用商店一项，苹果在
2020 年便获得了高达 192.9 亿美元的
收入，折合人民币约 1244亿元，利润率
超过 75%，该业务被称作苹果的“超级
印钞机”。

30%对于大部分厂商来说都不是
小数目，因此，业界也一直对苹果这霸
道的政策怨声载道。埃隆·马斯克就曾
公开表示：“苹果应用商店所收取的费
用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互联网征
税。”但就在近日，美国联邦法院勒令苹
果不得强迫开发商使用应用内支付，并
要求苹果允许App开发商将用户引导
至第三方支付系统，该法令将于 12月
份生效。

开发商结盟对簿苹果
苹果或将失守千亿元“护城河”

3年前，腾讯因与苹果在微信公众
号打赏是否交苹果税而险些“撕破
脸”，或许是考虑到微信占据了中国用
户近半的手机使用时间，苹果最终妥
协，微信也成为了极少数让苹果开特
例的厂商。

此后，身为腾讯旗下的游戏厂商，
Epic Games 接过了向苹果宣战的大
旗。2020年8月份，Epic将苹果告上法
院，抗议“苹果税”所带来的垄断问题。
作为回应，高高在上的苹果公司火速将
Epic Games产品Fortnite（堡垒之夜）从
应用商店下架。

Epic Games 也没有坐以待毙，而
是联合了 12家公司共同成立了应用程
序公平联盟（下称“CAF”），组成强大的

反苹果税联盟。而此举深得民心，1个
月时间内，CAF阵容就扩展到了 40家
公司，并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垄
断诉讼。

经过 1年多的审判，近日，美国联
邦法院终于正式裁定苹果败诉。审理
法官发布了一项永久禁令，要求苹果允
许美国开发商引导用户使用苹果应用
内购买系统外的支付方式，这意味着，
开发商可以引导用户远离苹果的应用
内置付费功能，提供自己的付费链接，
从而绕过 30%的“苹果税”。而这也让
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的生财利器
（苹果税）遭受了沉重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Epic Games 在起
诉中列举了苹果公司 10项指控，其中
仅“要求应用内购买系统外的支付方
式”被法院认可。审理法官表示，Ep⁃
ic Games未能证明苹果是非法垄断企
业或违反了反垄断法，而就苹果反告
Epic Games 违约的补偿部分，法官认
为 Epic Games需赔偿苹果至少 365万
美元。

Epic Game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蒂姆·斯威尼认为，这一裁决对开发者
和消费者来说是一次败北。他表示，

“我们将继续战斗，Epic Games会再次
上诉并说服法官，要求苹果开放用户
在 App Store 之外的地方下载应用程
序等。”

反观苹果，公司认为这场法庭战
是一场胜利，因为法官同意苹果的立
场，即该公司“没有违反反垄断法”。
然而，市场显然不这么看。判决公布
当日，苹果股价下跌超 3%，创出今年 5
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市值蒸发超
800亿美元。

全球反垄断围剿“苹果税”
苹果生态系统被撕开裂缝

除了苹果和Epic Games之间的诉
讼大战，最近两年，多个国家也开始调
查，苹果是否在借助App Store垄断地
位获取超额违规盈利。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韩国在上
月底已通过《电信商业法案》，对苹果和
谷歌等具有主导市场地位的应用商店
运营商提出了限制，保护开发者自由选
择应用支付系统的权利。

与此同时，欧盟也正在考虑出台新
法 ，使 苹 果 开 放 其 利 润 丰 厚 的 App
Store，以便用户可以从互联网或第三方
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程序。除此之外，德
国、英国、印度，甚至连苹果自己的大本
营美国，也先后掀起了针对“苹果税”和
App Store的反垄断调查。

面对多国反垄断机构的围剿和开
发商此起彼伏的抵制声浪，苹果悄然
改变了态度。2020年 11月份，苹果推
出了“小企业计划”，宣称“将一些小
公司的抽成比例降至 15%”，此举被
认为是苹果向立法者和开发商抛出
的橄榄枝。

2021年 8月份，苹果开启“新闻合
作伙伴计划”，将新闻出版商交给苹果
的订阅分成砍半至15%；9月1日，苹果
再宣布，允许全球“阅读类”应用开发者
在应用内提供网站链接，可绕开 App
Store抽成购买付费内容。除此之外，苹
果还更新了与开发者的协议条款，允许
开发者使用电子邮件等沟通方式，告诉
用户在 iOS应用之外的支付方式，并且
不再限制应用、应用内购买和订阅提供
的价格。

就在日前（9月 2日），为了和日本
公平贸易委员会达成和解，苹果宣布开
放第三方付款渠道，允许开发人员将付
款界面跳转至外部网站，从而让用户用
第三方支付App购买服务。

再将视线转至国内，“苹果税”也初
现松动迹象。《证券日报》记者登陆微博
App发现，目前购买会员已经可以绕开
苹果官方支付系统，使用第三方支付渠
道，例如微信和支付宝。

记者注意到，选择“放权”阅读类应
用 ，在 于 该 类 应 用 抽 成 在 苹 果 App
Store总收入占比不高，占比70%的游戏
应用才是根本。“Epic Games起诉苹果
案件的判决带来的根本影响，在于苹果

可能要被迫在美国支持游戏等应用开
发者绕开自己的支付体系。”新浪财经
专栏作家林示表示。

林示认为，Epic Game 的核心诉
求是明确苹果的垄断地位，从而彻底
废除苹果的应用内付费系统，打破苹
果对 iOS 软件分发的控制，但这项裁
决远远没有达到其预期目标。“Epic
Games十项控诉只有第三方支付这一
项获得支持，苹果股价 3%的跌幅算
是反应了第三方支付接入后的收入
损失和一些市场情绪，但这只是皮外
伤而已。”

他认为，这项裁决可以看作是在苹
果精心控制的生态系统上被撕开了裂
缝。苹果的市场占有率和高利润具备
垄断或者双寡头的特征，但是苹果在产
品和服务方面是尽责且优秀的。允许
第三方支付虽然会让苹果损失收入，但
不会伤筋动骨。

资深国际经济法律师马向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判决范
围圈定在“移动游戏购买交易”，而非
整体App或者是广义的游戏市场，且适
用于美国市场，而非全球。从执行周
期来看，审理主体法院是区域联邦法
院，判决会在 90天内生效。但是双方
上诉的话还需要经过联邦巡回法院、
最高法院才有终审结果，预计要经历 2
年左右时间。

“以美国、欧盟、日韩、中国为代表
的全球范围的反垄断调查，要求平台方
更加开放的立法不可避免。”谈及双方
最终的诉讼走向，马向认为，加大力度
调查的同时，平台方也会有相应的反制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跳转第三方支付的
时候进行拦截，如提示风险等，降低跳
出率；提升平台广告和应用搜索的商业
化，弥补支付抽成；或以安全为名义进
一步限制App收集用户数据等。”在马
向看来，未来设备和系统对应用和支付
方式的掌控力度和抽成比例会被削弱
将成为必然，这会有利于平台型应用，
尤其是具备用户原创内容平台的长期
发展。

全球反垄断围剿“苹果税”
专家称iOS支付渠道全面放开几成定局

(上接A1版)
据了解，此前国家为了促进煤电

之间的上下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出了
一系列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发电
供热企业和煤炭企业签订基础价+浮
动价的中长期合同制度。

李忠民认为，长协对煤炭企业和
电力企业签订的合同量提出了一些
指导性要求。如前几年要求煤炭企
业自有资源量的75%，要与下游主要
电力企业签订中长期合同。电力企
业的自有消费量，至少80%以上要与
上游企业通过签订中长期合同的形
式稳定供应。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
上下游。再加上煤炭的市场化改革
化已经很多年，但电力市场化改革还
在进行当中。“为了避免这种错配，所
以有必要把煤炭和电力两个行业通
过长协稳定下来。”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石
瑛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去年年
底以来，受需求上升较快拉动，煤炭
价格尤其是电煤价格上升幅度较
大。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率
先复苏，带动了对能源的需求。再
加上出口比较旺盛，以及国内迎峰
度夏期间，天气大面积持续高温也
拉动了电力需求，实际上也拉动了
煤炭需求。目前尽管迎峰度夏高峰
期已经基本过去，但煤炭供需形势
依旧偏紧。考虑到迎峰度冬即将到
来，为了稳定电煤供应，保障北方地
区供暖用煤需求，将发电供热企业
中长期合同占年度用煤量的比重提
高到100%。

“从国际市场来看，发电是煤炭
主要用途之一。在一个合理区间锁
定价格，保障煤电基本供应，也是国
际上通行的做法。”李忠民说。

“黑色三兄弟”期价应声回落

“供需矛盾会有所缓解。9月份
至10月份天气转凉，本就是消费淡
季，按照往常的情况，煤炭价格应该
下降。发改委出台相关措施，从2017
年开始推出长协，对稳定市场供应和
预期作用很大。实行长协对用户来
说，一是保证了量；二是保证了价格
的稳定，对供需双方都有好处，稳定
了一年的预期。”石瑛说。

“煤炭市场供需紧张局势将趋

于缓解。”李忠表示，后续度冬时期，
煤炭价格或保持高位波动，但不具
备持续上涨的动力，因为增加供应
力度很大。另外，冬储的经验也日
趋丰富，东三省很多企业已经开始
提前冬储。再加上发改委在迎峰度
夏刚刚进入尾声就启动保障中长期
合同全覆盖，从而为电热企业做好
前期供应的准备工作。所以预期到
真正度冬的关键时期，煤价水平将
维持合理区间。

记者发现，在《通知》发布后，9月
14日，“黑色三兄弟”期价应声回落，
截至收盘，焦煤和焦炭期价主力合约
盘终跌幅均超过5%，动力煤期价主力
合约也失守千元关口。

在保证电煤供给方面，石瑛还
表示，后期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也将
全力配合发改委工作，积极倡导煤
炭供应企业，尽量不涨价。目前来
看，长协煤价格较低，但市场煤价格
过高，基本上从事市场煤交易的都
是地方企业和贸易商，国有企业不
允许卖高价格，但地方企业以后也
可能纳入长协范围，这样市场就会
更加稳定。

李忠民也表示，煤炭市场变化
不外乎三个方面，即供应、需求和引
导市场预期。首先，中国经济总体
稳定，对能源保持旺盛需求。增供
措施要按照现有的政策持续落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优质产能尽
快释放出来，新增产能也要尽快释
放出来。

其次，适当压缩高载能高耗能
产业需求，从双碳目标的实现来看
也是有利的。国外疫情尚未好转，
对我国高耗能产品需求比较旺盛。
可以通过前一阶段提高钢材出口的
关税的方法，在其他高载能产品上
提高出口关税，压减一部分国内产
量，从而适当减弱煤炭需求的旺盛
程度。

最后，强化现有中长期合同的签
约、履约和监管。全国煤炭交易中心
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把这个中长期
合同落实到平台上。通过数字化运
行、全流程监控，为有关部门提供支
撑。”李忠民说。

《证券日报》记者独家获悉，除了
中长期合同以外，相关部门正在加快
储备工作。

煤炭储备工作正提速
煤价不具持续上涨动力

市场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