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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信息通信产业加

速发展 
■事件：2021 年 7 月 21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空间布局、重大专项

工程和保障措施。 

■规划重点打造以三大产业为核心的“9+X”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

业，信息通信和第六代移动通信包含其中。“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

点领域包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核心产业，以及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新材料、新兴数字产业

等六大重点产业。“X”是指前瞻布局一批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也称

未来产业，重点布局光子芯片与器件、基因与细胞技术、类脑智能、

新型海洋经济、氢能与储能、第六代移动通信。 

■规划对上海信息通信产业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指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上海信息通信产业产值达到 3500 亿元左右。围绕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推进下一代 IP 网络、全光通信设备等通信和网络产业发

展，提升新型显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物联网核心技术突破，保持电

子设备制造产业稳定发展。 

1、下一代 IP 网络：重点推动支持基于第六代互联网协议（IPv6+）规

范的路由器、交换机、互联网关设备等产品的研制、产业化，推进运

营商、政府、金融、互联网等规模应用。重点发展基于 400G、智能无

损的数据中心网络产品及下一代 Wi-Fi 产品的研制和产业化。 

2、全光通信设备：重点发展全系列光通信系统设备（接入网传输、城

域网传输、核心网传输）和网络信息安全服务，持续增强核心基础全

光通信器件研发制造能力。 

3、新型显示：推动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AMOLED）产品市场占

有率进一步提升，以金山新型显示产业基地建设为载体拓展和延伸产

业链，加大新型显示材料企业布局。重点发展：蒸镀设备、光学膜、

基板材料、有机发光材料、电子化学品等新型显示关键装备、材料。

加大在 AMOLED 微显示、量子点等新技术领域上的布局，抢占未来产

业发展先机。 

4、物联网：在工业控制、居家养老、精准农业、产品溯源、能源管理、

智能园区、智能交通、公共安全等领域启动千万级规模的物联网应用

示范工程，推进物联网技术与交通融合，推进存量设施信息化提升改

造。在无线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物联网通信芯片、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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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等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整体突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物联网骨干企业。 

5、电子设备制造：积极支持智能终端代工企业在沪稳定发展，产业规

模不低于“十三五”末水平。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开展技术

攻关，加快利用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提升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 

■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根据规划，上海市将重点突破新一代

信道编码及调制技术、新一代天线与射频技术、太赫兹无线通信技术

与系统、空天海地一体化通信技术、软件与开源网络关键技术、基于

人工智能的无线通信技术、动态频谱共享技术等第六代通信（6G）关

键技术。深度参与国家 6G 技术专项，研究部署一批科技攻关项目，积

极参与 6G 标准化竞争，在芯片、测试设备、移动终端等领域保持先发

优势。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网络设备、全光通信设备、物联网等领域的投资

机会。重点推荐 5G 网络设备垂直产业链龙头紫光股份、5G 主设备龙

头中兴通讯、交换机龙头星网锐捷。建议关注新易盛、中际旭创、移

远通信、广和通。 

■风险提示：产业发展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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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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