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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启动 5G 行动计划
在 17 城进行规模试验 年内成立 5G 应用创新联盟
北京晨报讯（记者 焦立坤）在昨日
召开的第十届天翼智能生态产业高峰
论坛上，中国电信宣布启动“Hello5G”
行动计划，积极布局建设 5G生态。

称，中国电信将联合终端芯片、品牌厂
商、仪表厂商等，成立 5G终端研发联
盟，发布中国电信 5G终端白皮书 1.0，
并启动行业终端研究。

5G 新战略出炉

首次 5G 真实环境公开演示

中国电信董事长杨杰提出了致力
于 5G智能生态建设的“四点主张”。其
中提到，中国电信将成立 5G创新中心，
全力做好 5G研究创新；打造 5G示范
工程，开展 17个城市规模试验；按照总
体规划，加快各项准备，力争到 2020年
实现 5G规模商用。
这是第一版 5G标准落定后，中国
电信首次系统公布 5G的推进战略。在
今年 6月的 2018年世界移动大会上，
该公司发布了《5G技术白皮书》，这是
全球运营商首次发布全面阐述 5G技术
观点和总体策略的白皮书。
杨杰还向产业链各方抛出橄榄枝，
共同创新 5G应用模式。据悉，中国电信
计划年内成立 5G应用创新联盟，发布
5G应用合作白皮书，重点加强与业界
标杆企业合作，有效聚合产业力量。
而在 5G终端的探索上，杨杰也给
小伙伴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表示，中国
电信继续坚持 5G全网通、创新泛智能
发展策略，更加注重 AI赋能、体验提
升、协议互通、安全增强，为业界在芯片
/ 模组、射频天线、全网通终端以及智
能应用等领域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据

在昨日的展会现场，5G成为最火
热的元素。中国电信首次在展览中实现
5G真实环境演示，借助 5G高速无线网
络实现实时回传。
在深圳福田保税区一条开放道路
上，司机安静地坐在驾驶室里，巴士
在自动行驶。这是中国电信联合华为
在进行的 5G自动巴士现场测试。测
试画面通过 5G高清视频实时传送到
展会现场。
而设备厂商们也集体展示 5G端
到端解决方案，包括无线、承载、核心
网、垂直应用、5G网络智能化等领域
的最新成果。
尽管 5G手机目前还没有影儿，但
是各家都放话明年见。OPPO助理副总
裁、中国大陆市场营销负责人沈义人
昨日表示，OPPO的 5G手机何时在国
内发布取决于运营商的网络部署节
奏，争取做到首家正式量产商用。青岛
海信通信有限公司营销公司副总经理
程施慧透露，明年上半年海信会拿出
5G终端样品，下半年进入入网测试。
而华为、vivo、小米、联想、中兴等等一
众厂商都在磨刀霍霍。

A 股价值已经显现 机构开始抄底

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邮储北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强化监督履职，助推“两个责任”落实，
北京分行创新纪检监察工作模式，将全
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行深度融合，
营造企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北京分行逐步建立了分行
纪检监察人员、一级支行党总支纪检委
员和专职纪检工作人员、二级支行兼职
纪检监督员“三级联动”纪检监察队伍，
不断探索构建城市分行纪检监察人员
队伍建设之路，将纪检监察的监督触角
延伸到最基层。特别是 2017年以来在
所有网点设立了兼职纪检监督员，这支
由网点支行骨干人员组成的纪检监察
队伍，不断拓宽内部监督渠道，探求监
督新思路新方法，为筑牢基层全面从严
治党发挥着力量。
为规范纪检监察工作，分行纪委陆
续制定下发了《北京分行一级支行党总
支纪检委员工作履职指引》、《北京分行
二级支行纪检监督员实施工作方案》
等，将纪检监察工作职责细化为 12项
重点工作、6大类事项，明晰履职内容，
强化履职重点。
同时，分支行不断量身定制培训内
容，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两个责
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制度规定，廉
洁风险防控、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等重

三大股指齐刷刷 V 型反转

点工作入手，带领他们集体充电，提升
履职能力。
一年多来，分支行纪检监察队伍不
断强化监督职能，特别是 130余名网点
纪检监督员在监督职能、引导职能、教
育职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党规党纪宣传员，充分利用晨
夕会等场合宣传《党章》《廉洁自律准
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党规党纪，以及
分行纪检监察条线重点工作部署，协助
基层网点开展党性党纪党规教育，强化
基层党员纪律规矩意识。
作为作风建设观察员，监督本级行
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情况、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落实情况、“四风”整治等廉洁自律
情况、评优选先和财经纪律执行情况，
聚焦基层“微腐败”，增强遵规守纪的自
觉性。同时，实时关注领导干部和员工
的思想动态变化，做到抓早抓小、防患
未然。
作为党廉宣教教导员，宣教指导党
风廉政宣传教育、反腐倡廉教育，以及
分行开展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
和“三廉三树”“ 三廉三促”等特色廉洁
教育活动，推进廉洁文化落地生根，加
强“末端管理”，将全面从严治党延伸到
全行的最后一公里。
（王文）

磨底过后，投资者期待的反弹终于出现了。 昨天，A 股三大股指齐刷
刷出现 V 型反转。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的行情，考验的是投资者的耐心和
信心。 而 2600 点上方，无论如何，A 股的价值已经显现。

下午沪指率先翻红

昨天一开盘，沪深股市便双双选择了
高开。只不过，高开过后，股指还是无奈地
逐级走低。午后，沪综指开始震荡回升，并
收出带有长下影的小阳星，沪深股市双双
出现了一丝止跌迹象。
令人激动的反转行情出现在下午 1
点半过后。在天然气、国防军工板块持续走
强带动下，三大股指全面反弹。其中，沪综

指率先翻红，大涨超过 1%。石油、公用事
业、券商信托、保险、交运物流、通讯等行业
领涨市场，市场赚钱效应显著回升。
截至收盘，沪综指报 2686.58点，上
涨 30.47点，涨幅 1.15%；深成指报
8163.76点，上涨 52.6点，涨幅 0.65%；创
业板指收于 1391.28点，上涨 5.48点，涨
幅 0.4%。

机构抄底沪深 300ETF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 A股市场的估
值已经接近历史低位，股市越往下跌机
会反而越大。只是因为此时恐惧心理往
往占据上方，不仅胆小了不敢买，反而容
易在低位交出廉价筹码。因此，此时投
资者更应该积极面对，优选上市公司，
挖掘被错杀的业绩良好个股进场跟踪，
一旦市场出现转势和积极信号可按计划
逐步介入。
机构们显然也是这么做的。截至昨天
收盘，华夏沪深 300ETF(510330)连续 4

个交易日成交金额过亿元。公开信息显
示，作为市场上较为优质的 ETF，8月份
以来，华夏沪深 300ETF的日均成交金
额便接近 8500万元。
本周的前 4个交易日，华夏沪深
300ETF的成交金额全部超过亿元。特别
是在周二、周三市场的下跌中，该 ETF的
成交金额分别达到 1.8126亿元和 2.9亿
元。分析人士称，华夏沪深 300ETF基金
规模大，场内交投活跃，往往是机构资金
抄底的最佳对象。

坚信价值投资的声音显现

在部分机构抄底的同时，市场上坚信
价值投资的声音也不时出现。最近两天，
久未露面的社科院和资管大佬陈光明就
不约而同发声，各自阐述了无须过度悲观
的理由。而海通证券更是在研报中替 A
股喊冤，表示自 2008年以来，A股上市公
司的基本面实际上一直是全球第一，但指
数涨幅却倒数第一。
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 11
日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中国上
市公司发展报告(2018)》指出，A股估值
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上市公司运营保持
稳定，股票市场的投资价值浮现。
资管界大佬、前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明也表示，
整个市场的风险溢价，长期围绕均值
在波动。大部分人认购基金都会在股
市高点，而在低点的时候认购额度比

较少，这就是人性弱点。事实上，应该
利用均值回归，用复利的原则耐心去
做价值投资。
海通证券的研究报告称，回顾 2008
年低点至今，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领跑全
球，名义 GDP年化增长 11.5%，上市企业
净利润年化增速 13.1%，在全球主要国家
中位居第一。但上证综指的年化涨幅只
有 4.9%，沪深 300指数的年化涨幅为
7.45%，在主要国家中涨幅最小。
海通证券认为，目前 A股估值水平
已经与前几次市场底部相似。而未来市场
磨底期的右侧信号则需要等待两个因素
明朗：一是盈利回落幅度到底多大，2019
年 4月年报和季报数据，有望给出更明确
证据。二是资金面转折，需要等待去杠杆
出现拐点。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世纪华通拟购盛大游戏网游业务
交易预估作价 298 亿

络 100%股权的预估价值为 310亿元，增
北京晨报讯（记者 焦立坤）世纪华
通收购盛大游戏网游业务的方案水落 值 196.07亿元，增值率为 172.10%。
公开资料显示，盛跃网络拥有原美国
石出。世纪华通(002602)日前发布公
告，称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盛大游戏的网络游戏
式，收购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主要经营性资产和核心经营团队，
100%股权，交易价格预估作价为人民 拥有《热血传奇》系列、《传奇世界》系列、
《龙之谷》系列、《冒险岛》、《永恒之塔》等
币 298亿元。
公告显示，盛跃网络业绩承诺在 优质核心游戏产品。
盛大游戏曾是国内顶级游戏研发发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现
的经审计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 行商。2001年，盛大游戏凭借《热血传奇》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开启了中国的网络游戏时代。2009年之
前，盛大游戏一直位居中国网络游戏行业
不低 20亿元、25亿元、30亿元。
2018年 4月 30日盛跃网络未经审 市场首位。2015年盛大游戏从纳斯达克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账面值为 退市。该交易一旦完成，盛大游戏将由此
113.93亿元，采用市场法预评估盛跃网 回归 A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