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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 

 

►【环保公用】汪磊：2021 年半年报总结：业绩稳定增长，行业加速新能源转型 

 

2021H1 公用事业板块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均保持稳定增长。根据 Wind 数据，2021H1 中泰公用事业板块实现总

营收 7452 亿元，同比增长 22.10%。盈利能力方面，公用事业板块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70 亿元，同比增长 17.85%。

此外，申万 2021 版 31 个一级板块中，公用事业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位列 27 名。 

 

火电板块：2021H1 需求旺盛，火电企业发电量大幅增长，然而动力煤价格飙升，使得整体板块净利润增长率有

所下降。火电板块总营业收入 4641.32 亿元，同比增长 22.07%；扣非归母净利润 186.97 亿元，同比下降 5.54%。 

 

水电板块：2021 年上半年来水偏枯，但水电总发电量保持稳定，发电设备平均运行小时数小幅减少，水电板块

整体营收水平稳定增长。水电板块总营业收入 693.89 亿元，同比增长 10.14%；扣非归母净利润 165.87 亿元，

同比增长 3.68%。 

 

清洁能源发电板块：政策助力清洁能源发电板块持续向好，近年来风电光伏都保持较高增速，未来在我国能源供

给结构改革的要求下，清洁能源发电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新能源发电板块总营业收入 871.02 亿元，同比增长

23.63%；扣非归母净利润 152.61 亿元，同比增长 61.47%。 

 

地方电网板块：电力供需网上叠加电网投资持续增长，带动地方电网板块实现高速增长。电网板块总营业收入

312.05 亿元，同比增长 25.44%；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合计 21.08 亿元，同比增长 44.80%。 

 

燃气板块：LNG 价格波动幅度大，龙头公司积极探索延伸产业链，多方布局盈利能力大幅增长。燃气板块总营

业收入 934.24 亿元，同比增长 30.07%。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合计 42.98 亿元，同比增长 164.47%。营业成本 843.48

亿元，同比增长 27.96%。 

 

投资建议：能源供给结构转型加速，传统发电公司逐渐探索转型或业务拓展，新能源发电及电网智能运维具有较

高的增长空间。火电板块，煤价长期看有望下行，叠加电价上浮预期和新能源转型大力推进，建议关注积极转型

新能源发电的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华润电力；水电板块建议关注长江电力、川投能源、华能水电；新能源发电

建议关注福能股份、三峡能源、龙源电力、节能风电、吉电股份；电网板块建议关注三峡水利；燃气板块建议关

注新奥股份、深圳燃气、新天然气。 

 

风险提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不及预期、煤价持续高位运行、电价调整不及预期、来水不及预期、新能源装机增

速不及预期、天然气消费增速不及预期、行业数据或因存在一定筛选与实际存在偏差风险。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2021 年半年报总结：业绩稳定增长，行业加速新能源转型》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报告作者：汪   磊 中泰环保公用负责人 S0740521070002 

 

                郑汉林 中泰环保公用研究助理 

 

研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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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戴志锋：银行角度看 8 月社融：监管+有效需求不足驱使资产荒，票据冲量托底 

8 月社融新增 2.96 万亿，新增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6253 亿，社融新增规模略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在 2.86 万

亿左右。存量社融同比增速再度下滑、同比增 10.3 %，环比 7 月下降 0.35 个百分点。结构分析：8 月社融新增

规模低于去年同期主要是政府债去年同期的高基数、非标继续收缩以及信贷有效需求不足。1、表内信贷情况。

8 月新增信贷 1.27 万亿，较去年同期下降 1501 亿元。2、表外信贷情况。表外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微增。8

月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127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14 亿元。城投地产融资压制持续，结构性资产荒。3、

在信托监管未放松的大背景下，新增信托继续压降。由于去年下半年信托+委贷压缩规模较大，虽然今年下半年

非标缩降压力不减，但预计对社融的拖累不会那么大。4、政府债发力，净增规模将近 1 万亿，但由于去年同期

高基数，因而对社融负向拖累。1-8 月新增政府债 3.6 万亿，9-12 月还有 3.8 万亿净增额度，去年 9-12 月政府

债新增规模为 2.6 万亿，预计后续政府债会形成正向支撑。8 月政府债新增 9738 亿，较去年同期下降 4050 亿。

5、8 月企业债融资新增规模继续边际有好转，预计城投信贷渠道受限，继续加大发债融资力度。新增企业债融

资 4341 亿，较去年同期上升 682 亿元。6、股票融资规模保持在高位。 

8 月新增信贷规模略低于市场预期：8 月新增贷款 1.22 万亿元，市场预期 1.41 万亿，新增规模较去年同期微降

600 亿元。信贷余额同比增长 12.1 个点，增速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结构分析：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票据在

政策指引下托底冲量。地产政策没有放松，城投政策对隐债主体专项债配套融资的限制，制造业扩张放缓，以及

上半年按揭规模扩张较多占用有限额度等共同原因驱使信贷扩张乏力，企业中长期贷款，居民短贷+中长期贷款

均转弱。1、居民贷款情况。居民按揭增量继续低于去年同期，地产调控政策下银行房贷额度维持紧张。8 月居

民按揭贷款净新增规模为 425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12 亿元。由于疫情反复+居民消费贷与楼市相关联度较

高，居民短贷继续保持较弱。8 月居民短贷净新增规模为 1496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348 亿元。2、企业贷款

情况。地产严控+制造业扩张放缓，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进一步转弱。8 月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 5215 亿，较去

年同期下降 2037 亿。企业短贷新增规模继续为负、票据继续托底冲量。8 月企业短贷、票据净融资分别为-1149

亿、+2813 亿，增量较去年同期变动-1196 亿、+4489 亿元。 

M2-M1 同比增速继续走阔：M2 同比增速环比走弱与居民、企业存款较弱有关（信贷投放结构也较弱）。M1 增

速则与地产销售关联性更大。8 月 M0、M1、M2 分别同比增长 6.3%、4.2%、8.2%、较上月同比增速变动+0.2、

-0.7、-0.1 个百分点。 

投资建议：板块目前安全边际是比较高的，资产质量构筑银行股的安全边际。1、银行股的核心投资逻辑是宏观

经济，详见我们相关深度报告《价格上行时，银行股表现如何？——中国、美国银行股多轮表现的总结对比》。

我们预计上市银行的资产质量未来几年都会处于稳健状态，会构筑银行股的安全边际。2、银行两条选股主线。

一条是我们长期建议的持续拥抱银行核心资产：招商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它们业绩持续性强，且较稀缺。

优质银行景气上行是确定和长期的。一是这些稀缺的优质银行具有“市场化基因”，是在“躺着挣钱”的行业（国

有）“跑着赚钱”的；所以在银行业分化的时代，它们成长性可以永续估值的。二是这些银行占据了金融行业的

朝阳赛道：财富管理和零售；我们深度报告测算未来十年财富管理利润增速 21%（详见《“财富管理行业”的

收入、利润和市值详细测算：10 万亿市值的黄金赛道》）。另一条是选择低估值、资产质量安全、有望转型成

功的银行，看好邮储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和兴业银行。 

风险提示事件：经济下滑超预期。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银行角度看 8 月社融：监管+有效需求不足驱使资产荒，票据冲量托底》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1 日 

报告作者：戴志锋  中泰银行业首席 S0740517030004 

                邓美君  中泰银行分析师 S0740519050002 

 

►【金融工程】张晗：放大的成交量源于公募调仓而非量化私募扩容 

近期市场将逐渐增大的成交量归结为量化私募的兴起，而我们通过跨市场数据的交叉验证发现，成交量扩大并非

是量化私募扩容导致的，市场分歧加大、公募机构调仓换股或许才是背后的始作俑者。  

短期量化私募扩容现象不明显 

量化私募的主流策略大体可以分为股票中性、指数增强、CTA 三大类，如果私募规模增长则上述三类策略的管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 4 - 

 晨会聚焦 

理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即股票中性策略所需要的期指空头头寸以及 CTA 策略对应的商品期货多空头寸均应出现

上涨。但对股指期货的日成交量、股指期货贴水幅度、商品期货市场的总成交量进行统计发现，今年 7 月份以来

均表现平稳，并不支持量化私募扩容的猜想。 

公募机构调仓行为显著 

交易量代表对市场的分歧，分歧增加时调仓换股的需求会增大。根据我们的探测模型发现，7 月份以来公募机构

出现了明显的风格调整，大幅减仓消费板块并且增加周期和金融板块的配置比例。机构的调仓行为或许贡献了主

要的成交增量。 

A 股正处于扩容阶段 

A 股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扩容阶段，无论是股票总市值还是参与资金的体量都有望出现长期增长，当前 A 股总市值

接近 100 万亿，早已超越 2015 年的高点，股票在居民资产配置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万亿成交额成为

常态也不无可能。忽略短期波动、长期看好做多中国股市才是正确的选择。 

风险提示：主要结论基于公开数据推导，数据本身可能出现巧合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放大的成交量源于公募调仓而非量化私募扩容》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报告作者：张晗  中泰金融工程分析师 S0740520080003 

 

►【食品饮料】范劲松：2021 年 7 月线下商超数据点评：整体增速承压，板块表现分化 

7 月线下商超数据统计披露，我们重点对白酒、调味品、啤酒及乳制品板块线下商超数据进行分析。白酒行业均

价维持增长，集中度有所下降。调味品行业量价持续负增长，均价降幅收窄。啤酒行业均价有所下滑，龙头表现

优秀。乳制品行业量减价升，奶酪板块保持增长。 

白酒行业：均价维持增长，集中度有所下降。高端酒方面，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销售额分别为 3.70、

3.58、0.96 亿元，分别同比减少 39.04%、16.12%、32.38%，销量分别同比增长-46.77%、-48.41%、-47.63%。

次高端酒方面，汾酒、水井坊、酒鬼酒、舍得销售额分别为 10803.69、1442.89、560.66、739.95 万元，分别

同比增长 14.15%、-0.46%、41.93%、280.05%；区域酒方面，洋河、古井贡、今世缘、口子窖销售额分别为

19594.18、3098.15、2054.79、957.46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0.92%、13.87%、6.93%、4.36%。 

调味品行业：量价持续负增长，均价降幅收窄。7 月线下商超渠道酱油销售额为 13.15 亿元，同比下滑 13.59%；

醋销售额为 15.35 亿元，同比增加 0.26%；料酒销售额为 1.98 亿元，同比下滑 16%；调味粉销售额为 2.85 亿

元，同比下滑 11%；调味酱销售额为 10.01 亿元，同比下滑 12%；火锅底料销售额为 2.51 亿元，同比下滑 18%。

传统调味品方面，海天味业销售额为 7.74 亿元，同比下滑 15%；中炬高新销售额为 1.90 亿元，同比下滑 15%；

恒顺醋业销售额为 1.03 亿元，同比下滑 18%；加加食品销售额为 5137.24 万元，同比下滑 26%；千禾味业销售

额为 1.58 亿元，同比增加 1%。复合调味品方面，天味食品销售额为 5734.24 万元，同比增加 3%。 

啤酒行业：均价有所下滑，龙头表现优秀。7 月线下商超渠道啤酒销售额为 16.92 亿元，同比增加 5.57%。具体

来看，销售额方面，青岛啤酒、华润啤酒、燕京啤酒、重庆啤酒、珠江啤酒销售额分别为 39379.69、32073.91、

16001.58、1509.78、3186.70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6.04%、-0.81%、15.77%、60.43%、32.30%。 

乳制品行业：量减价升，奶酪板块保持增长。7 月线下商超渠道液体奶销售额为 72.99 亿元，同比增加 1%，销

售量同比下滑 5%，均价同比增长 3%；酸奶销售额为 59.31 亿元，同比下滑 8%，销售量同比下滑 11%，均价

同比增长 1%；奶粉销售额为 16.72 亿元，同比下滑 12%，销售量同比下滑 12%，均价同比增长 10%；奶油奶

酪销售额为 7.29 亿元，同比增加 11%，销售量同比下滑 15%，均价同比下降 4%。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行业政策风险。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2021 年 7 月线下商超数据点评：整体增速承压，板块表现分化》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报告作者：范劲松 中泰食品饮料首席 S0740517030001 

                晏诗雨 中泰食品饮料研究助理 

 

►【化妆品】邓欣：8 月数据：环比回升，品牌分化趋势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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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护肤彩妆环比回升 

（一）大盘 

阿里全网：8 月美妆（护肤+彩妆）合计 GMV 199.14 亿元，同比-5%，环比+40.99%；其中，护肤 GMV 139.96

亿元，同比-0.8%；彩妆 GMV 59.17 亿元，同比-13.63%。 

（二）TOP20 品牌 

护肤品类：8 月 TOP3 为兰蔻、SK-II、欧莱雅； 

彩妆品类：8 月 TOP3 为圣罗兰、花西子、阿玛尼。 

（三）格局 

护肤品类：国际品牌持续高端化趋势，国牌上市公司主品牌表现较优。①国际品牌中兰蔻翻倍，资生堂、修丽可

等品牌表现较佳。②本土大牌 8 月珀莱雅、佰草集持续高增。③新锐品牌润百颜维持优秀，薇诺娜恢复增长。 

彩妆品类：国际国内品牌 GMV 同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国牌 color key 持续爆发。①国际品牌 8 月香奈儿表现出

色，植村秀、3CE 等中高端品牌同样不俗。②本土大牌 8 月中高端品牌毛戈平持续高增。③新锐品牌整体表现

相对较弱，但 color key 同比+43%维持优秀。 

二、标的：珀莱雅、贝泰妮、华熙、家化表现较优 

上市品牌商 8 月天猫官旗跟踪： 

珀莱雅：珀莱雅 GMV1.23 亿，yoy+48%；彩棠 0.29 亿，同比+26%。 

贝泰妮：薇诺娜 GMV0.89 亿，yoy+53%。 

华熙：润百颜 GMV0.48 亿，yoy+29%；夸迪 GMV0.23 亿，同比-43%。 

家化：玉泽 GMV0.39 亿，yoy+167%；佰草集 GMV0.16 亿，yoy+85%。 

水羊：御泥坊 GMV0.61 亿，yoy-27%。 

丸美：丸美 GMV0.2 亿，yoy+44%。 

爱美客：嗨体 GMV127 万，yoy+1662%。 

逸仙：完美日记 GMV1.78 亿，yoy-16%。 

8 月抖音小店跟踪：其中珀莱雅 GMV0.78 亿，薇诺娜 0.47 亿，夸迪 0.42 亿增长较快。 

三、单品：珀莱雅、润百颜、完美日记新品放量 

TOP5 单品:珀莱雅红宝石精华 2.0、润百颜屏障调理白纱布面膜等单品 8 月销量高增。完美日记小细跟口红、薇

诺娜舒敏特护霜、丸美小红笔眼霜等爆品持续表现优秀。 

新品方面：完美日记 8 月初上新「珍珠锁妆散粉」，月末推出「名片唇釉」秋冬限定系列、新动物眼影盘「赤狐

红棕盘」，提前抢占秋冬彩妆市场；珀莱雅联合抖音安全中心，推出珀莱雅「水动力联名礼盒」，共同呼吁保护

野生动物；御泥坊抓住秋冬美白的消费热点，上新「矜纯臻白小金瓶」系列单品。 

四、投资建议 

中泰核心关注：医美针剂龙头爱美客；敏感肌龙头贝泰妮；切中成分护肤需求的华熙生物；市场敏锐度优秀的珀

莱雅。 

建议关注：代理肉毒放量的四环医药。 

风险提示 行业格局恶化；新品开发、营销效果不达预期；数据滞后。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8 月数据：环比回升，品牌分化趋势持续》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报告作者：邓   欣 中泰家电&化妆品首席 S0740518070004 

                吴思涵 中泰家电&化妆品研究助理 

 

►【建材】孙颖：水泥旺季+能耗双控促价格大涨，持续看好板块修复机会 

供给端：能耗双控是近期水泥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推动力。 

能耗双控方面，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1 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详见图表 9），

能耗强度方面：两广、云南、江苏等 9 省（区）不降反升，为一级预警；能耗消费总量控制方面：两广、福建、

云南、江苏等 8 省（区）为一级预警。根据 2020 年底产能数据，能耗强度为一级预警的各地区水泥熟料产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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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7 亿吨/年，占全国 30.8%，下半年能耗双控趋严将进一步对行业供给造成收缩。近期广西已经出台相关文

件要求水泥企业 9 月产量不得超过上半年月均产量 40%，10-12 月将在 9 月基础上适度调整，我们测算单月广

西水泥产量将减少 650 万吨以上，区域供给大幅减少。此外，9 月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均有环保督察

组进驻，地区错峰生产、节能减排执行效果将得到进一步严控。 

外部冲击方面，受海运费高涨（10 美元以内涨至 22 美元左右）和新冠疫情影响，熟料进口量受到限制，对国内

冲击减少。国内方面，今年东北、西南多地错峰力度趋严，跨区域冲击减少，同时受降雨量减少影响，西江近期

限流限载，广西水泥熟料无法大量南下，对广东价格冲击减少。 

需求端：下半年需求或环比改善，发货近期持续好转。 

上半年专项债发行节奏较慢致基建投资放缓，近期专项债发行有望提速，叠加房地产韧性保持，下半年需求或环

比改善；同时，上半年钢材涨价和雨水因素造成停工，下半年或迎来赶工潮。进入 8 月以来，水泥出货率持续提

高，本周出货率 78.3%，环比+1.1pct，同比-8.2pct，目前大部分企业出货率恢复到 8-9 成，少数地区实现产销

平衡。考虑去年下半年疫情后复工复产需求增幅较大，今年下半年需求同比或有所下降，但需求总量仍保持稳定。

库容比方面，本周全国库容比 54.6%，环比-0.9pct，同比+0.9pct，大部分地区均环比下降，其中华南最低为 40.6%。 

水泥市场进入旺季，价格上涨趋势将持续。近期华东已经提价三轮，两广地区受能耗双控趋严影响驱动大幅涨价，

9 月 10 日兴安海螺提价达 80-100 元。我们认为近期市场涨价具有幅度大、持续性强特点。考虑需求端环比恢复

和供给端大幅收缩双重作用，旺季水泥价格有望持续快速上涨。本周全国 /华东 /华南 /西南水泥均价

454/489/547/406 元/吨，环比+8/+3/+33/+18 元，同比+20/+29/+83/+28 元。 

下半年吨毛利或环比改善，板块估值有望持续修复。当前水泥市场已经进入旺季，需求端和供给端双重作用，特

别是供给端的大幅收缩将促使水泥价格继续上涨，而成本端随着国家对大宗商品价格管控传导，价格涨幅环比预

计有所放缓，我们认为下半年水泥熟料吨毛利或可环比改善。持续看好低估值水泥板块进一步修复机会，重点关

注海螺水泥、华新水泥、塔牌集团、天山股份，建议关注上峰水泥（有量增逻辑）、中国建材。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风险、水泥价格波动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等。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水泥旺季+能耗双控促价格大涨，持续看好板块修复机会》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报告作者：孙   颖 中泰建材首席 S0740519070002 

                刘毅男 中泰建材研究助理 

 

►【建材-苏博特(603916)】孙颖：产能加快扩张，各业务发展全面加速 

拟发行可转债，完善全国性布局，加快打造平台型企业，实现多元化业务协同发展 

9 月 10 日公司公告拟发行 8 亿可转债，1.75 亿用于在句容市建设年产 37 万吨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项目；1.90

亿用于在广东江门建设年产 44 万吨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项目，其中包含 10 万吨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母液、

27 万吨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成品、6 万吨速凝剂、1 万吨阻锈剂；1.12 亿用于建设高性能建筑高分子材料产

业化基地项目（一期），包含 500 万平米/年的 TPO 防水卷材以及 500 万平米/年的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0.85

亿用于信息化系统升级建设项目；2.38 亿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完善全国性布局：目前公司南京/泰兴/天津/新疆/大英基地已分别实现华东/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的覆盖，随着广东

江门基地投产，公司将完善华南地区布局，实现全面覆盖，提升产品交付速度，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率。我们预

计江门项目有望于 22 年投产，将直接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公司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20 年华南地区收

入 1.9 亿，YoY+18.8%，占整体收入比例约 5.2%，随着江门基地投产，有望突破产能瓶颈，华南地区增长有望

提速，收入占比继续提升。 

加快打造平台型企业：一方面，公司加快功能性材料产能建设。句容 37 万吨功能性材料主要为新型道路功能材

料、高性能灌浆材料、超高性能水泥基材料、修补加固材料及工程纤维，有望完善功能性材料产品体系；同时在

整体产能扩大情况下，公司可实现单一产品的连续生产，提升生产效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公司进行信息

化系统升级，建设智能工厂/智慧服务体系，同时建立产品配方数据库，为打造平台型企业奠定基础。 

多元化业务协同发展：布局防水卷材，推动公司“刚性防水”向“柔性防水”延伸，实现多元化业务协同发发展，

提升整体竞争力。一方面，公司减水剂产品本身属于高分子材料，拓展高分子防水卷材可实现研发协同；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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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减水剂/防水卷材下游客户相同，可实现渠道协同。 

拟建设 80 万吨产业基地，强化产业链一体化优势，降低成本 

公司公告拟投资 13.8 亿在连云港徐圩新区建设年产 80 万吨建筑用化学功能性材料项目，从事专用特种聚醚、聚

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等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相较同业，公司可自产聚醚，产业链一体化，成本可控。随着连云

港项目的落地，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将进一步强化。聚醚原材料环氧乙烷为高危化工品，不宜长距离运输，而

公司布局的连云港化工园区拥有较多环氧乙烷产能，公司可就近采购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 

拟收购上海苏科，加快检测业务发展 

公司公告控股子公司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苏科建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价格为 5600 万元。上海苏科为专业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20 年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

分别为 3603/17 万元，截至 20 年末净资产为 5299 万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派员充实上海苏科管理/技术团队，

并与公司的上海销售渠道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迅速拓展上海地区检测业务，推动检测业务跨区域发展，提升影

响力/竞争力。 

投资建议：我们上调 21-23 年归母净利润至 5.7/7.5/9.5 亿（原 21/22 年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5.7/7.1 亿），主要考

虑到公司加快产能布局，调增减水剂销量假设。 

风险提示：需求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价格下滑；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摘要选自中泰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苏博特(603916)：产能加快扩张，各业务发展全面加速》 

发布时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报告作者：孙   颖 中泰建材首席 S07405190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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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

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对

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

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

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

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泰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

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