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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我们认为贸易摩擦及 5 月官方制造业 PMI 重回收缩区间，或使得市场整体
风险偏好短期内仍处于低位，建筑产业链中低估值且业绩稳定性较好的品
种值得配置，继续推荐：1）估值底部具备长期成长性的基建设计检测龙头；
2）订单连续高增长，受益激励改善，业绩释放能力与意愿均有望明显提升
的地方国企龙头；3）有望受益竣工改善及市占率提升的装饰龙头；4）低
利率敏感度的专业工程龙头。 

 

子行业观点 

我们认为建筑央企前期估值已经较充分反映了较差的基建预期，且全年业
绩预期下调的概率也较小，可作为低风险偏好下的相对收益配置选择；而
2019 年 Wind 一致预期 PE 已接近 PE（FY1）历史底部，但受益市占率提
升，订单和收入利润增速均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基建设计龙头，未来若逆
周期调节预期升温，则有可能迎来估值提升。未来若国企改革提速，部分
建筑央企和地方国企存在估值提升的可能。 

 

重点公司及动态 

设计检测龙头推荐中设集团、苏交科，国检集团，地方国企推荐上海建工，
装饰龙头推荐金螳螂，其余关注中国建筑、中国铁建、鸿路钢构等。 

 

风险提示：企业融资改善不及预期；基建投资增速回暖不及预期。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龙建股份 600853.SH 6.88 

中设集团 603018.SH 2.44 

名雕股份 002830.SZ 2.22 

海航基础 600515.SH 2.20 

美尚生态 300495.SZ 1.90 

中装建设 002822.SZ 1.80 

诚邦股份 603316.SH 1.49 

中国建筑 601668.SH 1.07 

中国核建 601611.SH 0.65 

奇信股份 002781.SZ 0.65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涨跌幅(%) 

合诚股份 603909.SH (22.29) 

农尚环境 300536.SZ (15.39) 

东华科技 002140.SZ (14.86) 

山鼎设计 300492.SZ (13.92) 

新城市 300778.SZ (13.47) 

汉嘉设计 300746.SZ (12.92) 

华阳国际 002949.SZ (11.47) 

岳阳林纸 600963.SH (11.41) 

浦东建设 600284.SH (11.35) 

*ST 神城 000018.SZ (10.14)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06 月 06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苏交科 300284.SZ 买入 8.70 12.14~13.80 0.77 0.92 1.11 1.33 11.30 9.46 7.84 6.54 

金螳螂 002081.SZ 买入 9.54 13.20~14.08 0.79 0.88 1.06 1.22 12.08 10.84 9.00 7.82 

中国建筑 601668.SH 买入 5.67 7.35~8.93 0.91 1.05 1.17 1.29 6.23 5.40 4.85 4.40 

鸿路钢构 002541.SZ 买入 7.77 11.64~12.61 0.79 0.97 1.12 1.27 9.84 8.01 6.9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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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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观点 
 

建议继续重视低风险偏好环境下基本面支撑较强和低估值品种的投资机会。过去四个交易

日（0603-0606）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79%，SW 建筑指数下跌 2.63%，三级子板块中，

房建，铁路跌幅较小，而从个股分布来看，央企、地方国企龙头在上周普遍跌幅较小（中

建、交建、两铁均明显跑赢沪深 300 指数），我们一直重点推荐的设计龙头中，中设集团

取得正收益，苏交科跌幅也较小。因此总体而言，上周建筑行情的走势符合我们此前的判

断，即在市场风险偏好相对不高的情况下，估值处于较低水平且业绩高增长可能性较大的

品种有望表现较好。我们认为，一方面，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或仍然是影响市场整体偏好

的主要原因，在 6 月底日本 G20 峰会之前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明显提升的空间或不大。

而上周统计局发布的官方制造业 PMI 重回荣枯线之下，可能也会使市场担心后续经济增长

压力增大。另一方面，近期市场对美国未来降息预期有所升温，未来若美国降息，国内货

币环境宽松空间有望提升，我们认为有利于市场对于基建投资预期的回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前期估值中已经较充分反映了较差基建预期的央企，估值继续下

杀的可能性并不大，且全年来看业绩预期下调的概率也较小，可作为低风险偏好下的相对

收益配置选择；而 2019 年 Wind 一致预期 PE 已接近历史底部，而依托市占率提升，订

单和收入利润增速均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基建设计龙头，若未来逆周期调节预期升温，

则有可能迎来估值提升。6 月 5 日，国资委印发《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 年

版）》，《清单》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分别针对各中央企业、综合改革试点企业、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以及特定企业明确了授权放权事项，《清单》在公司治理层面如

职业经理人制度、薪酬体制等方面放权力度较大，未来若国企改革提速，部分建筑央企和

地方国企存在估值提升的可能。 

 

图表1： 过去四个交易日（0603-0606）申万建筑三级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继续从低估值且具备长期成长空间、低利率敏感度、和高业绩弹性的“两低一高”主线挖

掘 Q2 投资机会。1）低估值具备长期成长空间：基建设计龙头具备顺畅的中长期成长逻

辑，且自身业绩受利率影响较小，当前中设集团/苏交科的 19 年 Wind 一致预期 PE 均只

有 11 倍，接近 18 年 7 月末行情启动前的估值水平，而未来逆周期调节预期增强可能提供

良好的估值提升机会，同时推荐国检集团。部分低估值央企亦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关注中

国建筑、中国铁建等；2）高业绩弹性：地方国企龙头在 Q1 业绩普遍超预期，在过往订

单连续较高增长，激励机制改善及市场化资本运作的带动下，龙头公司释放业绩的动力和

能力均有望增强，推荐上海建工（兼具长三角主题属性），关注四川路桥、山东路桥。3）

竣工改善或仍是全年相对明确的基本面改善路径，关注地产后周期装饰龙头（金螳螂）；4）

低利率敏感度：制造业下游投资需求受利率影响较小，历史上 Q2 子板块中专业工程表现

稳定，建议关注化学工程及估值较低且 Q1 业绩超预期的钢结构龙头（鸿路钢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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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核心推荐标的 

 

（1）中设集团：1）利润/订单持续超预期。公司 18FY 归母净利润增速 33.5%超市场预

期，我们预计公司 19Q1 新签订单增速或超 70%，设计咨询订单增速或接近 40%，继续

超市场预期。2）国内交通设计龙头，有望充分受益长三角一体化提速。公司作为全国公

路勘察设计行业勘察设计收入规模最大的企业，2017 年排名全国全部设计院收入规模 14

位，A 股和民营企业中均排名第一，技术和研发能力行业翘楚，是参与长三角一体化交通

规划编制的唯一民营企业。公司现金流好于可比公司，进一步体现了公司在接单质量上的

优势。3）行业市占率提升逻辑正逐步兑现，龙头企业通过市占率提升（收购团队和渠道

下沉），在订单和收入增速上体现的周期性趋弱，未来公司有望长期保持年均 20%以上的

收入和业绩增速。 

 

（2）苏交科： 1）可比口径下主业业绩保持较高增长。18 年业绩快报归母净利润增速 30.81%

超市场预期，勘察设计主业收入预计同比增长超 30%，承包业务收缩及 TA 剥离导致并表

收入下降导致公司收入增速放缓；2）出售 TA 在考虑资产处置收益情况下对公司 18 年利

润预计影响小，但有望增强公司未来利润增长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短期有望改善公司负

债率、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设计咨询主业属地化推进顺利，检测收购江苏益铭进一步完善

业务能力及区域布局；3）主业订单有望保持较高增长，国内外业务协同效应有望增强。

公司 17 年国内新签订单在 45 亿元以上，同比增长近 50%，接近 17 年扣除 EP 后设计咨

询收入的 2 倍，订单饱满，我们预计 18 年公司订单增速 30%左右，且对 19 年继续保持

高增长保持乐观。 

 

（3）国检集团：1）国内建材及工程领域规模最大的第三方综合性检验认证服务机构，未

来有望通过内生（四大募投基地投产+自建新网点、五大业务线延伸）+外延（集团资产注

入+大部制改革下的收购机会），实现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目前市占率仅 1.3%；2）资质

/研发/品牌/网络优势齐备，现金流优异。公司脱胎于中国建材总院，聚焦建材建工检测，

2018 年检测收入占比 71.5%，毛利占比 75.2%，18 年末在全国设立 28 个分子公司，拥

有 11 个国家级/15 个行业级检验中心。18 年公司经营净现金/净利润超过 100%，18 年末

资产负债率仅 19.4%，零有息负债；3）检测行业大市场小公司，多因素促行业集中度提

升。2017 年中国检测市场规模 2377 亿元，近五年 CAGR14%，质量要求提升+研发加速

促进第三方检测需求加快释放，预计到 2020 年市场规模超 3000 亿元。目前约 96%的检

测机构仍是百人以下的小微机构，人均产值不足 20 万元，预计随着检测机构规范化管理

加强+事业制单位转企业制提速+检测机构品牌效应加强，头部企业市场份额有望快速提升。 

 

（4）上海建工：1）长三角一体化未来有望上升至国家战略，公司未来新签订单增速有望

保持较高水平，16-18 年连续 20%以上工程订单增长有望助力收入增速提升，公司 18 年

计提 7 亿元大额减值也有助于公司 19 年轻装上阵；2）公司 14-18 年分红率保持 45%左

右，股息率处行业前列而股价β较低，我们预计未来公司高分红有望持续。3）2020 年 3

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即将解禁，成本价 2.78 元/股，核心员工动力有望增强，未来国改若

能继续深化，运营效率有望提升。 

 

（5）金螳螂：1）18FY 营收 YoY+19.53%，归母净利润 YoY+11.25%，家装费用增长较

快对盈利能力产生影响，预计收入增速未来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2）公装订单增速明显回

暖。公司 18 年在地产精装修带动下公装订单中标增速达到 25%，我们预计公司 1 月在剔

除 12 月订单转移影响情况下订单增速仍有可观增长，未来公装有望继续为公司贡献明显

增量；3）家装定制精装业务有望继续快速增长，C 端业务未来或受益地产政策边际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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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概览 
 

图表2： 重点公司一览表  

   06 月 06 日 目标价区间 EPS (元) P/E (倍) 

公司名称 公司代码 评级 收盘价 (元)  (元)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18 2019E 2020E 2021E 

中国铁建 601186.SH 买入 9.38 12.08~13.59 1.32 1.51 1.66 1.78 7.11 6.21 5.65 5.27 

中国电建 601669.SH 增持 4.83 5.81~6.39 0.50 0.56 0.63 0.69 9.66 8.63 7.67 7.00 

中国中铁 601390.SH 增持 6.38 7.40~7.83 0.75 0.87 1.00 1.13 8.51 7.33 6.38 5.65 

四川路桥 600039.SH 增持 3.48 4.29~4.68 0.32 0.39 0.48 0.58 10.88 8.92 7.25 6.00 

山东路桥 000498.SZ 买入 4.93 6.70~7.73 0.59 0.67 0.76 0.82 8.36 7.36 6.49 6.01 

精工钢构 600496.SH 买入 3.07 4.40~4.62 0.10 0.22 0.30 0.35 30.70 13.95 10.23 8.77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 重点公司最新观点   
公司名称 最新观点 

苏交科 

(300284.SZ) 

主业收入继续保持高增长，长期成长基础牢固，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报，实现营收 70.30 亿元，YoY+7.8%，实现归母净利润 6.23 亿元，YoY+34.4%，扣非归母净利润 YoY+21.6%，

利润增速略高于此前业绩快报值，符合我们预期。归母净利高于业绩快报 1651 万元，或主要系转让 TA 股权收益高于此前计量。18

年公司 CFO 净流入 0.61 亿元，同比下滑明显，但 18Q4 净流入 9.8 元，环比改善显著。我们认为公司未来省外市占率有望继续提升，

管理/激励优势有望助公司提升成长天花板，主业收入持续高增长可期，继续保持对公司利润中长期 20%以上年复合增长的信心，预计

19-21 年 EPS0.92/1.11/1.33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苏交科(300284,买入): 主业保持高增长,长期成长稳定性佳 

金螳螂 

(002081.SZ) 

收入增速逐年提升，业绩稳健增长，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分别公告 18 年年报和 19 年一季报，18 年实现收入 250.89 亿元，YoY+19.49%，实现归母净利润 21.23 亿元，YoY+10.68%。

19Q1 实现收入 60.57 亿元，YoY+19.57%，实现归母净利润 6.01 亿元，YoY+8.65%。18 年年报实际情况与之前业绩快报相差无几。

收入增速自 15 年触底后逐年提升，净利润稳健增长。家装业务在收入端贡献超过利润端。我们预计 19-21 年 EPS 0.88/1.06/1.22 元，

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金螳螂(002081,买入): 传统公装有望加速，全装修持续发力 

中国建筑 

(601668.SH) 

18Q4 收入利润增速大提升，全年现金流改善明显，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 18FY 营收 1.20 万亿元，YoY+13.8%，归母净利润 382 亿元，YoY+16.1%，利润增速超出市场和我们预期。在建筑回款提速和

地产净流出减少情况下，18 年 CFO 净额 103 亿元，同比增加 538 亿元。公司在利润快速增长下 18FY 分红率 18.4%同比仅小幅下降，

继续保持建筑央企前列。我们认为 18Q4 大环境转暖下公司基本面回暖明显，饱满订单及地产销售对 19 年的收入确认有望形成正向促

进，公司 19 年收入/利润有望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预计 19-21 年 EPS1.05/1.17/1.29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中国建筑(601668,买入): Q4 经营大幅改善致全年利润超预期 

鸿路钢构 

(002541.SZ) 

收入保持高增长，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公告 19 年一季报，实现收入 21.33 亿元，YoY+90.52%，实现归母净利润 6788.57 万元，YoY+30.62%，扣非后净利润 5941.67

万元，YoY+25.48%。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1049.38 万元）。净利润低于收入同比增速的原因：1、当期毛

利率同比下滑 5.98pct 至 10.66%；2、应收账款同比增加 2.55 亿元导致资产（信用）减值同比增加 645.43 万元至 902.06 万元。我们

预计 19-21 年 EPS 0.97/1.12/1.27 元，对应目标价 11.64-12.61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鸿路钢构(002541,买入): 收入维持高增长，盈利质量有望提升 

中国铁建 

(601186.SH) 

18Q4 收入提速，有望受益铁路轨交补短板，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 18FY 营收 7301 亿元，YoY+7.22%，归母净利润 179 亿元，YoY+11.7%，不及市场和我们预期，我们判断主要系 Q4 公司利润

出现负增长所致，但全年公司净利润增速仍然保持了 17%的高水平，少数股东权益增加较多对归母利润增速产生影响。18FY 公司 CFO

净流入 54 亿元，同比少流入 200 亿元，我们预计 19 年有望逐步改善。公司 18 年毛利率及经营效率进一步改善，负债率连续五年下

降，财务质量逐步优化。我们认为公司 19 年底在手订单仍十分充裕，19 年受益基建补短板订单增速有望逐步回升，预计 19-21 年

EPS1.51/1.66/1.78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中国铁建(601186,买入): 18Q4 收入提速,望受益基建补短板 

中国电建 

(601669.SH) 

归母净利润略低于预期，经营现金大幅改善 

公司公告 2018 年年报，全年实现营收 2947 亿元，YoY+10.69%；实现归母净利润 76.95 亿元，YoY+3.79%。公司收入增速好于预期

但业绩略低于预期，系少数股东损益大幅增加，公司 18 年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17%。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91.83 亿元，YoY+237.78%

大幅改善，系年末集中收到大额工程款同比增加。公司总体经营稳健，我们预计公司 19-21 年 EPS 为 0.56/0.63 /0.69 元，维持“增

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中国电建(601669,增持): 业绩整体稳健，经营现金流改善 

中国中铁 

(601390.SH) 

业绩超预期，维持“增持”评级 

公司公告19年一季报，实现营收1602.63亿元，YoY+7.97%，实现归母净利润38.44亿元，YoY+20.11%，扣非归母净利润YoY+21.65%，

业绩超出我们与市场预期。19Q1 公司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为-374.73 亿元，同比多流出 107.01 亿元，主要系垫付工程款增加且新增土

地储备 43.5 万平。我们认为公司在手订单充足，新签订单结构改善有望提升主业毛利率，预计 19-21 年 EPS 为 0.87/1.00/1.13 元，

维持“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中国中铁(601390,增持): 业绩超预期，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51c101db-1c85-4465-8b4d-db961a804a6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f1df92f9-4a97-4571-bfa3-ab4c41848891.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55c7f9d0-3c1c-4314-9927-26aa7c203035.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9/efaedce0-a1f5-4917-a564-470775d5877c.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b3348340-dfa2-48de-a6d1-f6f5cb401608.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d78fc1b9-7867-4441-8b58-36cc978f262d.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9/49864a7c-a345-4b6f-a104-8ca8fe89b9d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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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最新观点 

四川路桥 

(600039.SH) 

业绩略低于预期，下调至“增持”评级 

公司发布 18 年年报，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400.19 亿元，YoY+22.15%，归母净利润 11.72 亿元，YoY+10.11%，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速

8.34%，低于市场和我们预期。18 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32.33 亿元，YoY+172.78%，达到了历史高峰。公司发布 19 年经营计划，

目标实现收入 450 亿元，新增市场竞争而获得新签订单 200 亿元，完成投资 100 亿元以上。我们认为公司在手订单充足，项目结转速

度提升有望加速业绩释放。我们预计公司 19-21 年 EPS 0.39/0.48/0.58 元，调至“增持”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四川路桥(600039,增持): 订单饱满，业绩加速释放可期 

山东路桥 

(000498.SZ) 

业绩稳健增长，山东省迎来交通基建投资高峰，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 3 月 14 日晚公告了 18 年年报，实现收入 147.68 亿元，YoY+19.25%，实现归母净利润 6.64 亿元，YoY+15.20%。业绩增速符

合我们预期。全年实际收入/净利润与 18 年预算数相比分别增加 9.89/-0.01 亿元，基本完成经营计划。18 年业绩稳健增长与开工项目

较多，对应产值增多有关，也与山东省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关。截止 18 年底，公司在手未完工项目金额达 185.08 亿元。我

们对公司未来业绩充满信心，预计 19-21 年 EPS 0.67/0.76/0.82 元，对应价格区间 6.70-7.73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山东路桥(000498,买入): 业务稳健成长，受益山东基建大发展 

精工钢构 

(600496.SH) 

业绩略低于预期，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 4 月 17 日晚公告 18 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 86.31 亿元，YoY+32.11%，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YoY+192.98%。业绩增速略低

于我们预期，主要系一次计提子公司诺派商誉减值 2400 万元。此前公司公告预计 19Q1 实现归母净利润 0.96-1.09 亿元，

YoY+279%-328%。公司在手合同饱满，绿筑业务直营和技术加盟模式拓展顺利，业绩有望维持高增长。预计 19-21 年 EPS 

0.22/0.30/0.35 元，目标价 4.40-4.62 元，维持“买入”评级。 

 点击下载全文：精工钢构(600496,买入): 盈利能力改善，业绩高增长可期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54e7c33f-9140-4345-bbf9-e1144a18cfc0.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b3a15a53-f8e2-40ee-b4c1-738681b3b5e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3c6002ba-c9e5-493c-aeac-994b0dfb53f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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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图表4： 行业新闻概览  
新闻日期 来源 新闻标题及链接地址 

2019 年 06 月 04 日 中国质量新闻网 住建部通报徐州汉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182 家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6 月 04 日 凤凰财经 美克 MAC（北京）艺术中心将落户朝阳区百脑汇旧址（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6 月 04 日 中国证券网 广西：力争明年底实现建制村全部通客车（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6 月 03 日 大河网 资质申报弄虚作假，住建部通报 182 家建设工程企业，涉河南 1 家（点击查看原文） 

2019 年 06 月 03 日 第一财经日报 中老铁路全线最长桥梁 楠科内河特大桥顺利架通（点击查看原文）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5： 公司动态  
公司 公告日期 具体内容 

东方园林 2019-06-03 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3618.pdf 

广田集团 2019-06-04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1.pdf 

 2019-06-04 关于签署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4.pdf 

 2019-06-0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2.pdf 

 2019-06-0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3.pdf 

鸿路钢构 2019-06-06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0729.pdf 

 2019-06-05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奖励扶持资金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5\5417464.pdf 

东易日盛 2019-06-04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5803.pdf 

岭南股份 2019-06-04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27.pdf 

 2019-06-04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45.pdf 

 2019-06-04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29.pdf 

 2019-06-04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28.pdf 

铁汉生态 2019-06-03 关于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获授期权注销完成的

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117.pdf 

苏交科 2019-06-03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4817.pdf 

美尚生态 2019-06-04 关于董事、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9153.pdf 

 2019-06-03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及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350.pdf 

 2019-06-03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348.pdf 

 2019-06-03 关于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349.pdf 

上海建工 2019-06-04 上海建工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8.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梁卫彬）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15.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4.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17.pdf 

  

http://m.cqn.com.cn/ms/content/2019-06/04/content_7183593.htm
http://home.ifeng.com/a/20190604/45573391_0.shtml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06-4383848.htm
https://news.dahe.cn/2019/06-03/493209.html
http://buy.yicai.com/read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361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27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072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5/541746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580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2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4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2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92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11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481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915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35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34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Z_STOCK/2019/2019-6/2019-06-03/541634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1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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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04 上海建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3.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胡奕明）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17.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厉明）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21.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公司章程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6.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未来三年（2019～2021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1.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19.pdf 

 2019-06-04 上海建工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19.pdf 

精工钢构 2019-06-06 精工钢构及其发行的 15 精工债与 17 精工 01 跟踪评级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519.pdf 

 2019-06-06 精工钢构关于“15 精工债”、“17 精工 01”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523.pdf 

 2019-06-05 精工钢构关于下属子公司签署推广装配式建筑体系合作协议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5\5418831.pdf 

中材国际 2019-06-04 中材国际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5671.pdf 

中国建筑 2019-06-05 中国建筑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5\5418413.pdf 

中国电建 2019-06-04 中国电建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5132.pdf 

中国交建 2019-06-06 中国交建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材料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16.pdf 

 2019-06-04 中国交建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44.pdf 

 2019-06-04 中国交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56.pdf 

 2019-06-04 中国交建关于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52.pdf 

 2019-06-04 中国交建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48.pdf 

 2019-06-04 中交一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40.pdf 

 2019-06-04 中交机场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36.pdf 

 2019-06-04 中国交建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32.pdf 

 2019-06-04 中国交建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28.pdf 

全筑股份 2019-06-06 全筑股份监事会关于公司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290.pdf 

 2019-06-06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285.pdf 

 2019-06-06 全筑股份关于公司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296.pdf 

 2019-06-06 全筑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06.pdf 

 2019-06-06 全筑股份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01.pdf 

 2019-06-06 全筑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11.pdf 

 2019-06-06 全筑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25.pdf 

 2019-06-06 全筑股份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3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17.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2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2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701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391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519.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52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5/541883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567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5/5418413.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513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1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44.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5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5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4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4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3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32.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6028.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29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28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29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06.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0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11.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25.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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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06 全筑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20.pdf 

东珠生态 2019-06-04 东珠生态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链接：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800.pdf  

资料来源：财汇资讯、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建筑企业融资改善不及预期:当前关于改善民营企业等建筑企业融资的政策利好频出，但

民营企业融资能否改善仍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及民营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

等多种因素相关，民营企业融资改善力度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 

 

基建投资增速回暖不及预期：尽管关于基建稳增长的政策面利好在不断推进，且由中央逐

步落实至地方，但基建投资仍受天气，政策传导进度、资金到位程度等多因素影响，投资

增速回暖可能不及预期。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6/5421320.pdf
https://crm.htsc.com.cn/pdf_finchina/CNSESH_STOCK/2019/2019-6/2019-06-04/54148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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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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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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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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