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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春季躁动优选指数成分股中高股息率的水泥玻璃 

1 月 8 日隔夜资金利率、GC001 分别降至 1.41%、2.04%，可持续的高股
息率标的或成为新的配置方向。我们建议大资金优先配置上证 50 及沪深
300 成分股中高股息率建材标的。假设 18 年分红率维持 17 年水平，以最
新收盘价计算，我们测算股息率较高的建材公司有塔牌集团（9.2%）、旗
滨集团（8.9%）、海螺水泥（7.8%），重点推荐。除此之外，我们继续推荐
成长性较好的中国巨石、坤彩科技。 

 

子行业观点 

水泥：国内水泥市场需求大体平稳，供应依旧紧张。我们判断后期水泥价
格再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小，多以平稳为主。玻璃：在竣工端有望修复、冷
修几率提升的预期下，2019 年玻璃价格有望企稳回升。玻纤：近期国内玻
纤受短期库存压力及企业竞争加剧影响，价格下跌。但据我们测算 18 年行
业新增供给与需求基本匹配，未来行业成长有望从粗放式产能扩张向技术
升级转变。家装建材：家装板块面临分化，工程市场上保持高速扩张，现
金流有挑战。零售市场面临一定的销售压力，但盈利能力维持稳定。 

 

重点公司及动态 

重点推荐（1）成长主线：中国巨石、坤彩科技；（2）价值主线：海螺水泥、
旗滨集团、塔牌集团；（3）消费主线：伟星新材。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超预期、上游原材料涨价超预期等。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 

万里石  002785.SZ 12.71 

冀东水泥  000401.SZ 12.14 

国统股份  002205.SZ 9.08 

坤彩科技  603826.SH 8.79 

冀东装备  000856.SZ 8.19 

西部建设  002302.SZ 7.78 

柘中股份  002346.SZ 7.55 

韩建河山  603616.SH 7.41 

伟星新材  002372.SZ 6.90 

三棵树  603737.SH 6.63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 

亚士创能  603378.SH (3.19) 

中航三鑫  002163.SZ (1.40) 

海南瑞泽  002596.SZ (1.09) 

长海股份  300196.SZ (1.05) 

中国巨石  600176.SH (0.42) 

德力股份  002571.SZ (0.38) 

华塑控股  000509.SZ (0.33) 

东宏股份  603856.SH (0.32) 

三圣股份  002742.SZ (0.12) 

福建水泥  600802.SH 0.26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01 月 11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 P/E (倍 ) 

证券名称 (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  (元 )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海螺水泥 600585.SH 买入  29.67 45.44~48.28 2.99 5.68 5.88 6.23 9.92 5.22 5.05 4.76 

旗滨集团 601636.SH 买入  3.92 5.58~6.20 0.42 0.62 0.63 0.69 9.33 6.32 6.22 5.68 

塔牌集团 002233.SZ 买入  10.29 14.58~16.20 0.60 1.62 1.82 1.98 17.15 6.35 5.65 5.20 

中国巨石 600176.SH 买入  9.56 10.64~12.16 0.61 0.76 0.90 1.04 15.67 12.58 10.62 9.19 

坤彩科技 603826.SH 买入  14.73 15.96~17.10 0.25 0.39 0.57 0.78 58.92 37.77 25.84 18.88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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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点推荐公司 

一周内各行业涨跌图 

一周内行业走势图 

 

一周行业内各子板块涨跌图 

一周跌幅前十公司 

一周涨幅前十公司 

行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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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行情回顾 

 

上周建材行业上涨 3.46%，跑赢沪深 300，跑赢 1.52pct。上周建材涨幅前五分别为：万

里石（+12.71%）、冀东水泥（+12.14%）、石英股份（+10.48%）、嘉寓股份（+9.85%）、

国统股份（+9.08%）。 

 

图表1： 华泰建筑材料行业（全部个股）周涨跌幅前十个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价

（元） 

总市值 

（亿元） 

上周涨跌幅

（%） 

年初以来涨跌幅

（%） 

2018 年归母 

净利润预测（亿元） 

2019 年归母 

净利润预测（亿元） PE(TTM) 2018PE 

002785.SZ 万里石 9.84 19.68 12.71 2.93   -166.59  

000401.SZ 冀东水泥 13.21 178.01 12.14 6.70 15.93 18.93 14.76 9.41 

603688.SH 石英股份 12.02 40.54 10.48 9.27 1.52 2.12 30.00 19.14 

300117.SZ 嘉寓股份 4.35 31.18 9.85 4.57   61.06  

002205.SZ 国统股份 13.34 15.49 9.08 14.02   184.48  

603826.SH 坤彩科技 14.73 68.94 8.79 5.59 1.92 2.83 40.70 24.38 

002302.SZ 西部建设 9.56 120.68 7.78 8.14   52.61  

603616.SH 韩建河山 11.16 32.74 7.41 -3.38   -125.85  

300706.SZ 阿石创 24.98 35.25 7.21 3.48   106.71  

300395.SZ 菲利华 15.70 47.04 7.17 9.41 1.66 2.21 29.30 21.27 

注：2018/2019 年业绩预测为 Wind 一致预期。  

资料来源：Wind（截止 2019 年 1 月 11 日）、华泰证券研究所 

 

上周冀东水泥 2018/2019 年业绩一致预期遭市场调整，但调整幅度较小。 

 

华泰建筑材料行业个股业绩市场一致预期周变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上上周业绩预期（亿元） 上周业绩预期（亿元）  变动率 

2018E 2019E 2018E 2019E 2018E 2019E 

000401.SZ 冀东水泥 16.06 18.91 15.93 18.93 -0.85% 0.08% 

注：业绩预期数据为 Wind一致预期。 

资料来源：Wind（截止 2018 年 1 月 11 日）、华泰证券研究所 

 

核心观点：春季躁动优选指数成分股中高股息率的水泥玻璃 

 

1 月 8 日隔夜资金利率、GC001 分别降至 1.41%、2.04%，可持续的高股息率标的或成为

新的配置方向。我们建议大资金优先配置上证 50及沪深 300成分股中高股息率建材标的。

假设 18 年分红率维持 17 年水平，以最新收盘价计算，我们测算股息率较高的建材公司有

塔牌集团（9.2%）、旗滨集团（8.9%）、海螺水泥（7.8%），重点推荐。除此之外，我们

继续推荐成长性较好的中国巨石、坤彩科技。 

  

上周四家水泥公司发布 2018 年业绩预告：海螺水泥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286~318 亿元，

YoY+80%~100%；华新水泥 49.7~53.9 亿元，YoY+139%~159%；冀东水泥 14.5~15.3

亿元，YoY+188%~204%；万年青 10.6~12.5 亿元，YoY+130%~170%，均呈现亮眼业绩

答卷。上周全国水泥价格继续环比走低，降幅 0.9%，系需求季节性转弱，预计春节前仍

以下跌为主。但我们对 2019 全年价格不悲观，在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基建补短

板的背景下，水泥需求有支撑，企业盈利或能维持稳定并保持高分红比例，是春季躁动优

先选择的进攻品种。 

  

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重组方案落地，金隅集团以持有的 7 家公司股权（评估价值 43.39 亿

元）出资，冀东水泥以持有的 5 家公司（评估价值 23.93 亿元）及 24.82 亿元现金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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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对金隅冀东水泥（合资公司）增资，增资后双方股权比例不变。同时冀东以 15.37 亿

元向金隅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 7 家公司股权。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望彻底解决冀东水泥与

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冀东水泥在京津冀地区的市占率及竞争优势。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冀东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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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细分行业每周动态 

 

1）水泥：水泥价格稳中有落，库存水平上涨（数据来源：数字水泥网、卓创资讯） 

 

上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继续走低，跌幅为 0.9%。价格下跌区域主要是内蒙、安徽、

浙江沿海、重庆和贵州等地，幅度 10-60 元/吨。1 月中上旬，随着下游需求进入淡季以及

雨雪天气影响，各地企业发货量继续下降，不同地区环比减少 10%-20%。预计后期需求

将会继续季节性减弱，水泥价格维持跌势为主。 

 

上周全国水泥平均库存 53.81%，周环比上涨 1.25pct。与上上周相比，上周全国水泥磨机

开工率明显下降。全国水泥磨机开工率均值 33.63%，环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全国大部

分区域磨机开工率都有下降，需求有普遍减弱，天气影响是主因。 

 

2）玻璃：玻璃价格稳中有涨，成交较平稳（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上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为 1617.61元/吨，与上上周相比上涨 1.55元/吨，环比涨幅 0.09%。 

 

上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涨跌互现，成交平稳。华北市场需求偏淡，经销商拿货积极性降低，

原片企业走货放缓，个别厂家市场成交价格下滑，库存增加明显；华东浮法玻璃市场大致

走稳，个别厂价格小幅上调，整体成交尚可，周内部分地区市场产销较元旦前夕略有下滑，

但下游需求仍存，订单支撑下，各厂价格暂稳；华中市场订单尚稳，企业调价则趋于谨慎，

4 日华中企业研讨会后仅个别企业提涨 1 元/重量箱，年关将至，后市预期趋弱，企业积极

走货降库存为主；华南玻璃企业报盘维持平稳，但部分厂实际成交较前期略有下移，整体

出货依旧保持良好，多数企业库存稳步削减；西南市场成交氛围偏淡，四川市场成交价格

低位盘桓，成都市场主流成交 1640-1680 元/吨；西北咸阳中玻计划 15 日改产色玻，白玻

产量将下降；东北个别厂库存低位，价格小涨，多数厂出口及南下维持一定出库。 

 

从供应看，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289 条，在产 237 条，日熔量共计 156440 吨。上周

改产 1 条，无冷修及点火生产线。上周重点监测省份生产商库存总量为 2349 万重量箱，

较上上周四减少 9 万重量箱，减幅 0.38%。 

 

3）玻纤：无碱纱及电子纱市场价格大致平稳（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无碱纱市场：上周国内玻璃纤维市场稳中偏弱运行。无碱粗纱市场国内个别池窑企业价格

有一定下调。个别客户价格可低。其余厂家报价暂稳，但实际成交亦有松动。供应面来看，

新增产能陆续投产，但短期内对市场供应压力影响尚可，传统淡季，下游加工厂订单一般，

需求仍按需拿货较多，业内对后市乐观度不佳。如此供需下，短期内市场以稳中小幅下行

为主，部分厂价格存跟跌迹象。 

 

电子纱：池窑电子纱市场成交价格低位暂稳运行，国内各主要企业主流电子纱 G75 供应

压力不减。前期下游电子布价格偏低位运行，导致电子纱主流成交价格坚挺难度加大，目

前主流报价在 10500-11000 元/吨不等，大客户价略低，中国巨石年产能 6 万吨电子级智

能生产线点火，后期对市场供应将有一定压力。预计短期电子纱价格暂时维稳，长线价格

仍存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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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上周普通等级无碱粗纱主流产品价格表（元/吨） 

产品名称 泰山玻纤（出厂） 巨石成都（出厂） 重庆国际（送到） 内江华原（送到） 

无碱 2400tex 直接缠绕 4800-4900 4700-4900 5300-5400 4900-5100 

无碱 2400tex 喷射纱 6800-6900 7000 7000 6400 

无碱 2401tex 采光瓦用纱 5700-5800 5500-5600  5600 

无碱 2400tex 毡用纱 5800-5900 6000-6100  5400 

无碱 2401texSMC 纱  6100-6300 6100 左右  7000 5800-6100 

无碱 2402tex 塑料增强纱 5800-6000 5600-5800  5400-5700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截止 2019 年 1 月 11 日）、华泰证券研究所 

 

4）上游原材料：（数据来源：卓创资讯、Wind） 

 

① 煤炭：上周主产地动力煤市场涨幅明显，多个煤矿价格集中上调 10-20 元/吨，临近年

底各矿生产积极性不高，煤矿库存普遍处于低位，而下游用户积极备煤，导致矿上拉

煤车辆增多，助推价格小幅上涨。上周秦皇岛港动力末煤（Q5500）平仓价 577 元/

吨，周环比下跌 9 元/吨； 

② 纯碱：上周国内纯碱市场行情暗淡，市场交投气氛不温不火。截至上周四国内轻碱主

流出厂价格在 1800-2050 元/吨，上周国内轻碱出厂均价在 1907 元/吨，较上上周均

价下调 1.3%。上周国内重碱市场小幅阴跌，厂家出货情况一般。沙河地区重碱价格明

稳暗降，当地重碱主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150-2180 元/吨，截至上周四，国内重碱主

流送到终端价格在 2100-2250 元/吨，多执行月底定价。 

③ 废纸：上周国废到厂价（废铜版纸-江浙沪-切边）2100 元/吨，周环比上涨 150 元/吨； 

④ 沥青：上周中油秦皇岛道路沥青（70#90#）出厂价 3600 元/吨，周环比不变；上海石

化道路沥青（70#A 级）出厂价 3250 元/吨，周环比不变。 

 

 

近期核心推荐标的：海螺水泥、旗滨集团、塔牌集团、中国巨石、坤彩科

技、伟星新材 

 

（1）海螺水泥：1）量价齐升，三季报超预期；2）贸易平台有望熨平价格波动，未来运

营有望常态化；3）低负债或带来分红率进一步提升。 

 

（2）旗滨集团：1）全国浮法玻璃原片龙头企业，原片产能扩张，深加工持续布局；2）

2018年下游地产需求维持平稳，玻璃行业供给受到压制，公司产品有望量价齐升，业绩保

持高增长；3）公司 2017年分红率高达 71%，目前股价对应的股息率水平为 8.9%，投资价

值凸显。 

 

（3）塔牌集团：1）Q3 高温、雨水的天气情况下，公司销量、价格出现回落。Q4 旺季公

司销量及盈利水平有望较 Q3 环比改善，全年业绩保持高增长；2）广东 2018 年水泥需求

有望达到 1.6~1.65 亿吨，未来保持平稳增长；2018年水泥产能或超过 1.65亿吨，新增产

能可控，或出现需求缺口；3）公司 2018 年中报分红率高达 58%，2018 全年分红率有望达

到 60%左右。 

 

（4）中国巨石：1）全球玻纤粗纱龙头，毛利率持续提升，智能制造基地建成投产有望拉

大与对手的成本优势；2）从粗纱到细纱，打开新增长空间；3）现金流充盈，自有资金满

足产能扩张需求，资产负债率近十年最低。 

 

（5）坤彩科技：1）行业加速成长，公司有望打破原材料及高端领域海外垄断；2）下游

需求强劲，高端产品放量在即；3）坤彩科技的竞争优势在于合成云母突破、成本优势及

销售优势。 



 

行业周报（第二周）| 2019 年 01 月 13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6 

 

（6）伟星新材：1）PPR 家装管龙头，PPR管材市占率 7%，提升空间较大；2）星管家模式

打造护城河，资本开支需求小，每年维持高分红；3）新业务落地，看好防水、过滤器等

其他品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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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3： 重点公司一览表  

  01 月 11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 P/E (倍 ) 

证券名称 (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  (元 )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坤彩科技 603826.SH 买入  14.73 15.96~17.10 0.25 0.39 0.57 0.78 58.92 37.77 25.84 18.88 

海螺水泥 600585.SH 买入  29.67 45.44~48.28 2.99 5.68 5.88 6.23 9.92 5.22 5.05 4.76 

塔牌集团 002233.SZ 买入  10.29 14.58~16.20 0.60 1.62 1.82 1.98 17.15 6.35 5.65 5.20 

中国巨石 600176.SH 买入  9.56 10.64~12.16 0.61 0.76 0.90 1.04 15.67 12.58 10.62 9.19 

旗滨集团 601636.SH 买入  3.92 5.58~6.20 0.42 0.62 0.63 0.69 9.33 6.32 6.22 5.68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最新观点 

603826.SH 坤彩科技 全球珠光材料龙头，迎来业绩高速成长期 

坤彩科技是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珠光材料生产企业，2019年 3万吨珠光材料募投项目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珠光材料生产企业。2016年全球珠光材料市场规模 14 亿美元，2020年规模有望达到 20 亿美元。公司量产合成云母竞争

优势强，已打入认证周期长、壁垒高的客户供应体系；降本控费能力强，自产二氯氧钛投产有望进一步拉低成本；经销网络

完善，现金流良好。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年 EPS 分别为 0.39/0.57/0.78元，目标价 15.96~17.10元，首次覆盖给予“买

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坤彩科技(603826,买入): 珠光材料龙头，迎来加速成长期 

600585.SH 海螺水泥 量价齐升，三季报超预期 

2018 年 10 月 24日，公司公布 2018年三季报，实现收入 778亿元，YoY +55.5%，净利润 207亿元，YoY +111%，其中

Q3 收入 320亿元，YoY +77%，净利润 78亿元，YoY 151%，Q3强劲的销量增长以及价格大幅增长驱动业绩释放超预期，

我们上调全年盈利预测至 301亿元，预计 2018-2020年 EPS 分别为 5.68/5.88/6.23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海螺水泥(600585,买入): Q3 业绩超预期，贸易平台发挥效力 

002233.SZ 塔牌集团 三季报符合预期，年度业绩存超预期机会 

2018 年 10 月 22日公司发布 2018年三季报，实现营业收入 45.23 亿元，YoY+48.68%，归母净利润 12.49亿元，

YoY+147.38%，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1.94亿元，YoY+158.82%，符合预期。同时公司预告 2018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5.5~19.1

亿元，YoY+115%~165%，符合预期。随着水泥行业错峰生产常态化，以及传统销售旺季到来，我们预计四季度公司水泥有

望延续产销两旺态势，公司全年业绩有望超预期。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年 EPS 分别为 1.62/1.82/1.82元，维持“买入”

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塔牌集团(002233,买入): 三季度景气略回落，继续看好粤东水泥龙头 

600176.SH 中国巨石 2018 年三季报符合预期 

2018年 10月 18日，公司发布2018年三季报，实现营业收入76.29亿元，YoY+18.48%，归母净利润19.12亿元，YoY+23.26%，

扣非归母净利 19.17亿元，YoY+26.21%，符合我们与市场的预期。我们略微下调公司 2018-2020年 EPS 至 0.76/0.90/1.04

元（前值 0.79/0.93/1.06元），对应目标价 10.64~12.16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中国巨石(600176,买入): 收入增长稳健，看好长期成长 

601636.SH 旗滨集团 18H1 符合预期，业绩稳定增长  

2018年 8月 14日公司发布 2018年中报，18H1实现营业收入 37.70亿元，同比增长 7.77%，实现归母净利润 6.55亿元，

同比增长 22.33%，主要系产品提质提价、差异化策略助力利润增长；其中 18Q2实现营业收入 21.12亿元，同比增长 13.32%，

归母净利润 3.33亿元，同比增长 14.79%，业绩符合我们与市场预期。公司营收增速稳健，我们预计 2018-2020 年 EPS

为 0.62/0.63/0.69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旗滨集团(601636,买入): 原片龙头矢志转型，供给收缩率先受益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101/d1acfe6d-04ea-4deb-ad65-940be4131235.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a5fe89ca-aa31-4b2a-aebc-9aa91affc694.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740bc682-89af-4017-bb2d-4fa81beb88f4.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9/eb661948-c3ea-4f17-8acc-a7ac2c7f851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8/10710208/739991f4-a1b8-4e83-a3b1-12f7cfd88d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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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图表5： 公司动态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7.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金融服务协议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9.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5.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二）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92.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关于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6.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1.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关于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4.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6.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0.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关于以债转股方式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9.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8.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关于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91.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一）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7.pdf 

天山股份 天山股份：关于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90.pdf 

塔牌集团 塔牌集团：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4743.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4660.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4659.pdf 

中国巨石 中国巨石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22.pdf 

中国巨石 中国巨石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12.pdf 

中国巨石 中国巨石：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11.pdf 

中国巨石 中国巨石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21.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9.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独立董事意见（一）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8.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公司 2017年股权激励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独立董事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60.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61.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部分内容调整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4.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独立董事意见（二）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0.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以债转股形式增加注册资本的独立董事意见（二）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9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7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9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8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679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474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466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465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2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1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1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562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6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6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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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39.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转让漳州旗滨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7.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4.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公司章程（2018年 12月修订稿）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63.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转让漳州旗滨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独立董事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5.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以债转股形式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6.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以债转股形式增加注册资本的独立董事意见（一）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7.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1.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部分内容调整的独立董事意见（一）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1.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监事会核查意见（二）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6.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事项部分内容调整的独立董事意见（二）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3.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 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业绩考核符合解锁条件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9.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监事会核查意见（一）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5.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52.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62.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关于公司 2017年股权激励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监事会核查意见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3.pdf 

旗滨集团 旗滨集团：旗滨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及解锁事宜法律意见书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842.pdf 

三棵树 三棵树关于公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8-12-13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3\4923746.pdf 

塔牌集团 塔牌集团：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8-12-12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2\4920933.pdf 

东方雨虹 东方雨虹：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8-12-12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2\4923449.pdf 

万年青 万年青：关于公司控股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18-12-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1\4919706.pdf 

中材科技 中材科技：关于调整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8-12-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1\4919623.pdf 

中材科技 中材科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1\4919620.pdf 

中材科技 中材科技：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书 2018-12-11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11\4919622.pdf 

中国巨石 中国巨石关于荣获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的公告 2018-12-10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10\4916946.pdf 

万年青 万年青：担保进展公告 2018-12-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8\4915123.pdf 

塔牌集团 塔牌集团：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8-12-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8\4913966.pdf 

塔牌集团 塔牌集团：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8-12-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8\4913967.pdf 

伟星新材 伟星新材：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东增减持股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2018-12-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8\4913657.pdf 

伟星新材 伟星新材：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第二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2018-12-08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8\49136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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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雨虹 东方雨虹：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9139.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二）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9.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3.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三）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5.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被担保人 2018年 1-9月财务报表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1.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与嘉华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7.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四）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0.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事前认可意见（三）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2.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5.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2.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4.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6.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事前认可意见（一）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8.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二）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3.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一）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2.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0.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四）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6.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事前认可意见（二）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1.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为子公司 2019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4.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三）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1.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事前认可意见（四）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7.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6.pdf 

宁夏建材 宁夏建材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一）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7.pdf 

三棵树 三棵树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2018-12-06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9038.pdf 

万年青 万年青：参与投资组建江西国资创新发展基金的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6689.pdf 

万年青 万年青：关于签署《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协议书》的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6692.pdf 

万年青 万年青：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6690.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0.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6.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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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1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70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869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8/2018-12/2018-12-06/490903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668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669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669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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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公司章程（2018年 12 月）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2.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4.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关于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4.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5.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6.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9.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2018年 12 月）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8.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审查意见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1.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3.pdf 

科顺股份 科顺股份：关于召开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018-12-05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5.pdf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滑超预期：建材全行业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尤其是地产、基建投资等。若宏

观经济出现超预期下滑，将会影响到水泥、玻璃、家装建材等行业的需求，对企业利润造

成负面影响。 

 

上游原材料涨价超预期：煤炭、纯碱等原材料涨价超预期将会使水泥、玻璃的成本上涨，

压缩企业利润空间。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7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8/2018-12/2018-12-05/49077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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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

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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