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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长三角熟料价格回升，关注下游需求拐点 
本周观点：本周长三角熟料价格开始回升，利用后期水泥价格企稳并推涨。根据数
字水泥网，从 7 月 25 日起，华东（江苏、上海、杭嘉湖地区）水路商品熟料离岸
价上调 20 至 400 元，之前企业预期提价时点大约在 8 月初附近，本次提价时间较
预期提前一周左右，反映出区域对于市场的较强信心，从高频数据来看，长三角区
域的水泥出货情况从 7 月中旬开始已经逐步企稳回升，目前企业发货量均在 8.5 成
以上，预计伴随近期区域天气放晴、施工增加，下游正常需求及前期受天气等因素
抑制的潜在需求将会逐步得到释放。我们预计华东核心市场水泥价格将会以较高位
置度过淡季，建议重点关注海螺水泥、华新水泥、上峰水泥等。 

 

华北地区价格坚挺，企业盈利或将进一步改善。目前华北区域需求较好，错峰严
格，整体价格高位平稳。华北地区高标水泥 7 月均价同比去年同期提升 43 元/吨，
相对应全国高标水泥均价仅仅较去年同期高出 1 元/吨，同时华北区域水泥库存水
平处于相对低位，北京、河北的当前时点水泥库容比较去年同期低 5-10 个百分
点，预计华北区域水泥企业有望继续享受较高的盈利弹性。同时，下半年的基建需
求预计仍将维持平稳回升的趋势。继续推荐冀东水泥，关注祁连山、天山股份。南
方供需格局稳健，建议关注华新水泥、海螺水泥、上峰水泥。 

 

玻纤方面，继续推荐中材科技，高增长逐步得到市场认同，重申投资逻辑：（1）股
价调整后估值低位，国企改革预期强；（2）风电行业预期较好叶片业务持续受益；
（3）锂电隔膜全年预期边际改善；（4）玻纤业务有望通过销量增长、成本降低对
冲价格下降，业绩预期保持平稳。 

 

地产后周期品种需要重视需求复苏，近期河南开封取消限售令，限售政策放松预期
增强；同时老旧小区改造逐步开始推广，我国既有建筑面积大，存量市场需求有望
释放。消费类建材建议关注地产后周期龙头，龙头品牌力强，翻新改造首选度高，
从而带动 C端产品销量提升；地产龙头上半年业绩高增长，集中度提升有利于有 B

端优势业务的拓展，龙头企业有望加快拉开与其他企业的差距。建议关注防水龙头
东方雨虹、瓷砖龙头帝欧家居、管材龙头伟星新材、石膏板龙头北新建材、涂料龙
头三棵树等。 

 

一周市场表现：本周申万建材指数上涨 0.33%，非金属建材板块各子行业中，水泥
制造下跌 0.04%，玻璃制造下跌 0.92%，耐火材料下跌 2.31%，管材下跌 0.83%，玻
纤上涨 0.55%，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0.70%。 

建材价格波动：水泥：本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小幅走低 0.1%。价格下跌区域主
要是江西南昌、山东济南、江苏苏锡常、广西玉林和贵港等地，幅度 10-30 元/

吨；价格上涨地区为河南，上调幅度 20-30 元/吨。临近 7 月底，全国水泥市场需
求整体变化不大，局部地区如长三角因雨水天气减少，企业发货量环比继续提升，
其他区域受淡季因素影响，暂无明显恢复，出货仍维持在 6-8成。玻璃及玻纤：本
周末全国建筑用白玻平均价格 1525 元，环比上周上涨 4 元，同比去年上涨-98

元。7 月 26 日玻纤全国均价 4475 元/吨，环比上周价格下跌 0 元/吨，同比去年下
跌 475元/吨。能源和原材料：本周末环渤海动力煤(Q5500K) 577元/吨，与上周价
格持平，同比去年上涨 9元/吨。 

重要新闻：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容城
段)、白洋淀引黄大树刘庄泵站工程、容西混凝土搅拌站等 20 个重点建设项目先后
组织进场施工，另有 31 个项目前期工作进入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今年要
推进共计 67个既定重点项目和 20个配套服务及企业类一般性项目。 

重要公告：【青龙管业: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暨回购进展公告】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456,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购买的最高价为 8.80 元/股，购买的最低
价为 7.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9,984,902.18元（含交易费用）。  

风险提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不及预期；库存压力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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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周市场表现 

本周申万建材指数上涨 0.33%，非金属建材板块各子行业中，水泥制造下跌 0.04%，玻璃

制造下跌 0.92%，耐火材料下跌 2.31%，管材下跌 0.83%，玻纤上涨 0.55%，同期上证指数

上涨 0.70%。 

图 1：行业主要子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非金属建材类股票周涨幅前五（%）  图 3：非金属建材类股票周跌幅前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 建材价格波动 

2.1. 水泥 

（来源：数字水泥） 

本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小幅走低 0.1%。价格下跌区域主要是江西南昌、山东济南、

江苏苏锡常、广西玉林和贵港等地，幅度 10-30 元/吨；价格上涨地区为河南，上调幅度

20-30 元/吨。临近 7 月底，全国水泥市场需求整体变化不大，局部地区如长三角因雨水
天气减少，企业发货量环比继续提升，其他区域受淡季因素影响，暂无明显恢复，出货

仍维持在 6-8 成。价格方面，长三角沿江熟料价格开始回升，利于后期水泥价格企稳并

推涨，其他地区水泥价格上调预计多将在 8月下旬或 9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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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水泥价格保持平稳。京津唐地区水泥价格以稳为主，北京地区下游需求比较稳
定，企业发货在 8-9 成。天津地区受资金短缺、搅拌站开工不足影响，下游需求依旧较

差，但价格继续保持平稳，主要是因唐山环保限制，小企业缺少熟料，生产不畅，进入

天津水泥量减少，本地企业发货环比有一定提升。河北石家庄、邯郸和邢台地区水泥价
格平稳，高温天气持续，下游需求不温不火，企业发货仅在 7 成左右，由于前期库存较

低，近期虽有增加，但整体压力不大。保定由于山西低价水泥大量进入，对本地企业发

货影响较大，同时对当地价格上调也有所制约。  

东北地区水泥价格暂稳运行。辽宁沈阳和辽阳地区水泥价格平稳，下游需求稳定，企业
发货在 4-5 成，加之企业不断南下，综合日发货量在 7 成左右，由于水泥生产线在正常

生产，库存继续上升，有些企业出现满库，销售压力增大，目前各企业均在积极拓展外

面市场。吉林长春地区水泥价格暂稳，下游需求变化不大，企业发货在 5-6 成，但外围
辽宁地区水泥价格较低，进入量增加，水泥价格略显偏弱。黑龙江哈尔滨地区水泥价格

小幅上调后保持平稳，下游需求相对稳定，企业发货在 5成左右。  

华东地区水泥价格趋稳，熟料价格出现上行。江苏、上海和杭嘉湖地区水运熟料离岸价

上调 20 元/吨，出厂价涨至 400 元/吨。价格上调，一方面是各大企业与社会粉磨站库存
水平不高，熟料具体涨价条件，另一方面，长三角个别地级市水泥价格稍显不稳，提前

推涨熟料价格可以促使水泥价格企稳，并为后期价格上涨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南地区水泥价格小幅下调。广东珠三角地区部分企业价格再次下调 10-20 元/吨，上半

周雨水天气频繁，下游需求受到影响，企业发货不足，后半周放晴，企业发货提升，但
库存仍在 70%左右偏高水平，导致部分企业价格出现回落。粤西地区水泥价格平稳，受雨

水天气影响，下游需求不佳，企业发货在 8 成左右，库存一直偏高，由于 10 月 1 日

PC32.5R 将被取消，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开始生产销售 M32.5，目前 M32.5 袋装到位价 435

元/吨左右。  

西南地区水泥价格偏弱运行。四川成德绵地区水泥价格趋弱，受高温和雨水天气影响，
下游需求表现一般，且贵州低价水泥不断进入，本地企业出货不佳，仅在 7 成左右。据

了解，部分企业淡季停窑检修，库存高低不一，价格有走低可能。重庆地区水泥价格下

调后趋稳，高温和雨水天气持续，下游需求仍旧偏弱，企业发货在 7-8 成，水泥企业停

窑限产 30%，库存多在 40%-60%。 

西北地区水泥价格以稳为主。陕西关中地区水泥价格平稳，下游需求比较稳定，企业发

货在 8 成左右，由于企业正在停窑限产，库存普遍不高，多在 40%-50%。榆林地区水泥价

格平稳，有重点工程支撑，下游需求稍好，且外来低价水泥减少，本地企业发货较好，

熟料和水泥库存均偏低。 

 

图 4：全国高标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 5：全国水泥库容比（%）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6：华北区域 42.5袋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 7：东北区域 42.5袋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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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8：华东区域 42.5袋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 9：中南区域 42.5袋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0：西南区域 42.5袋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 11：西北区域 42.5袋装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玻璃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 

本周末全国建筑用白玻平均价格 1525 元，环比上周上涨 4 元，同比去年上涨-98 元。周

末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69.42%；环比上周上涨 0.00%，同比去年上涨-3.02%；剔除僵尸产能
后玻璃产能利用率为 82.90%，环比上周上涨 0.00%，同比去年上涨-4.11%。在产玻璃产能

92640 万重箱，环比上周增加 0 万重箱，同比去年增加-1470 万重箱。周末行业库存 4065

万重箱，环比上周增加-26 万重箱，同比去年增加 894 万重箱。周末库存天数 16.02 天，

环比上周增加-0.10天，同比增加 3.72天。 

区域：西南地区生产企业召开区域市场研讨会议，会后厂家报价小幅上涨；部分华东、华

南和华北等地区厂家零星提涨价格；东北和华中地区市场价格稳定为主。 

产能：本周没有产能变化。后期云南云翔一线 500 吨有点火的计划；福建瑞玻新建 800 吨

等生产线因相关手续及设备安装等原因，点火时间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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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本周玻璃现货市场走势运行尚可，整体库存小幅削减，部分地区市场价格环比有所
上涨。当然也有部分地区由于前期贸易商大量存货和抬高市场价格，造成销售到外埠的玻

璃减少。近期厂家出库减少，贸易商削减自己库存为主的状况。预计随着后期贸易商库存

的逐渐正常，生产企业的出库也将恢复到合理的水平。总体看随着传统销售旺季的逐步接
近，生产企业挺价运行的意愿强烈。部分地区生产企业在小幅提高出厂报价，以提振市场

信心和增加贸易商的采购量。也有部分地区厂家在以削减库存和增加回款为主，价格上涨

压力偏大。 

图 12：全国玻璃均价（元/重量箱）  图 13：国内玻璃相关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4：玻璃实际产能同比和产能总计同比  图 15：玻璃纯碱价格差（元/重量箱）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玻璃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6：全国重质纯碱价格（元/吨）   图 17：燃料油市场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玻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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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8日玻纤全国均价 4475元/吨，环比上周价格下跌 50元/吨，同比去年下跌 475元/

吨。 

图 18：2400tex无碱缠绕直接粗砂均价（元/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2.4. 能源和原材料 

本周末环渤海动力煤(Q5500K) 577元/吨，与上周价格持平，同比去年上涨 9元/吨。 

 

图 19：环渤海动力煤(Q5500K)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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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pvc均价 6712/吨，环比上周下跌 31元/吨。 

本周沥青现货收盘价为 3700元/吨，与上周价格持平，与去年同比上涨 120 元/吨。 

图 20：PVC价格（电石法）（元/吨）  图 21：沥青现货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9 年 3 月 20 日 11#美废售价 135 美元/吨，环比上周下跌 15 美元/吨，同比去年下跌
45 美元/吨；国废山东旧报纸（含量 80%以上）不含税到厂价 2900 元/吨，环比上周下跌

50元/吨，同比去年下跌 100元/吨。 

图 22：11#美废价格（美元/吨）  图 23：国废不含税到厂价（山东：80%含量以上）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 行业要闻 

1、 山东“问题水泥”事件新进展：执法人员赴三省追查 

根据枣庄市的通报，河南省鹿邑县志成实验学校在施工中发现、经安徽省亳州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所鉴定为不合格产品的同批次水泥，共计 200 吨，流向已经查明——销往河南、

江苏、安徽等地，除了曝光出的案例，暂未接到其他问题投诉。（来源：卓创资讯网） 

2、 海螺水泥被授予“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 

近年来，安徽省总工会着力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创建，推动集体协商和集

体合扩面同提质增效，加强劳动关系监测，积极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安徽省涌现出
一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标杆单位，有力促进全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企业健康发展。（来

源：中国建材信息总网） 

3、2019年京津冀地区下一步发展计划 水泥企业要提前布局 

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南拒马河防洪治理工程(容城段)、白洋淀引黄大树

刘庄泵站工程、容西混凝土搅拌站等 20 个重点建设项目先后组织进场施工，另有 31 个
项目前期工作进入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今年要推进共计 67 个既定重点项目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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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配套服务及企业类一般性项目。(来源：卓创资讯网) 

4.、十部门攻坚尘肺病防治，对水泥等重点行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近日联合制定《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集中开展煤矿、
非煤矿山、冶金等重点行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不满足环保要

求的矿山、水泥、冶金、陶瓷、石材加工等用人单位，责令停产整顿，对整治无望的提

请地方政府依法关闭。(来源：数字水泥网) 

5、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围绕采石场和水泥厂 

7 月 21 日，枣庄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部署会议在市政大厦召开。会议通报了

近期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及市直有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石爱作强调，
要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工作措施。重点围绕机制砂生产企业、采石场和水泥厂、重点排

放企业、餐饮企业和露天烧烤、建筑工地、道路扬尘、散煤燃烧和秸秆焚烧等行业和领

域，拉出问题清单，加大整治力度，采取断然措施，确保整治到位。(来源：卓创资讯网) 

6、水泥需求再添猛料！上半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 1.3万亿 同比增长 4.8% 

7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召开 7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经济观察网自发布会获悉，2019 年上
半年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共完成投资 13698 亿元，同比增长 4.8%。交通运输部新闻

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文剑介绍，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工作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来源：卓创资讯网) 

7、水泥行业两化融合取得显著成效 

7 月 24 日，记者从中国水泥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获悉，水泥行业的两化融合快速
推进，取得较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已有超过百家水泥企业建设了企业级能源管控中心，

唐山冀东、泰安中联、天瑞(郑州)、华润(开封)四个水泥企业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企业。福建水泥、甘肃祁连山等 45 家企业成为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
海螺等一大批企业集团应用了互联网采购、销售电子商务模式，打造水泥企业产业的互

联网。(来源：卓创资讯) 

8、全国已建成水泥窑协同处置生产线 150 条 

7 月 24 日，记者从中国水泥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获悉，水泥行业绿色发展步伐加

快，已经成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产业之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份建成或正

在推进建设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污泥、危险废弃物等生产线 150 条，分别为：垃圾处
置线 53 条，处置能力 600 万吨；污泥处置线 45 条，处置能力 325 万吨；危废处置线 52

条，处置能力 341万吨。(来源：卓创资讯) 

9、2019年中国水泥 50强高层论坛在芜湖召开 

7 月 24 日下午，由中国水泥协会主办，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 年中国

水泥 50 强高层论坛”在安徽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责任担当、创新发展。 会议分析了上半年的水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围绕当前

水泥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去产能调结构，技术创新特别是二代水泥装备技术研发、

推动中国水泥行业向高质量、智能化、绿色低碳发展和稳定行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和探讨。(来源：数字水泥网) 

10、污染防治不合格，山东枣庄多家水泥企业被通报 

7 月 20 日，山东省枣庄市针对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到部分区(市)开展了暗访督导检查。

检查中，多个大气污染防治不合格的项目和企业被要求停工整改。(来源：卓创资讯) 

 

4. 重点上市公司公告 

1、【龙泉股份:收购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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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
简称：龙泉股份  收购人：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建华

咨询持有 32,505,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88%，通过表决权委托取得一致行动人刘

长杰持有 97,517,139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合计拥有公司 130,022,839 股股份所对应的
表决权，为公司控股股东。许培锋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后，按发行上限测算，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建华建材持有公司 94,488,394 股股份。收购人建华咨询及其一致行动

人建华建材、刘长杰将合计持有公司 224,511,233 股股份。其中，建华咨询持有公司
32,505,700 股股份，实际拥有公司 130,022,839 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许培锋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龙泉股份:关于 2019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龙泉股份”）拟以

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合计发行不超过 94,488,394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由建华建材认购。 

3、【青龙管业: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暨回购进展公告】 

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7,456,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购买的最高价为 8.80 元/股，购买的最

低价为 7.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9,984,902.18元（含交易费用）。    

4、【建研集团:关于全资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为了开拓海南省及周边地区的外加剂新材料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外加剂新材料业务在

全国的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科之杰集团与海南太和拟共同出资新设立合资公司科之杰
新材料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帝欧家居: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陈伟先生的通知，陈伟先生将其持有的 5,200,000 股高管锁定股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将其质押给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的 1,737,5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相

关股份质押以及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 

6、【金圆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截至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1,907,6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2.45%。
金圆控股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9,5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34%。截至目前，

金圆控股累计用于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156,17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1.85%。 

          7、【长海股份: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截至 2019 年 7 月 24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6,490,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最高成交价为 10.3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575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57,574,675.35 元（含交易费用）。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

份已完成。 

8、【科顺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伟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阮宜宝、陈

智忠、陈作留、陈华忠、方勇、陈行忠、阮宜静共持有公司股份 287,383,88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7.29%。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

押公司股份 45,92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5.9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56%。 

9、【韩建河山: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1760705/36139/20190728 11:25

http://www.hibor.com.cn/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0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93,36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32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3,872,352 元。本次所有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10、【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 江上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股份进行质押。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813,619,871 股，上峰控股持有公司股

份 数量为 262,566,9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7%；本次质押股份 12,500,000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76%，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上峰控股所持有本公司 的股份累计

被质押 164,625,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2.70%，占公司总 股本的 20.23%。 

5. 本周行业观点 

本周长三角熟料价格开始回升，利用后期水泥价格企稳并推涨。根据数字水泥网，从 7

月 25 日起，华东（江苏、上海、杭嘉湖地区）水路商品熟料离岸价上调 20 至 400 元，
之前企业预期提价时点大约在 8 月初附近，本次提价时间较预期提前一周左右，反映出

区域对于市场的较强信心，从高频数据来看，长三角区域的水泥出货情况从 7 月中旬开

始已经逐步企稳回升，目前企业发货量均在 8.5 成以上，预计伴随近期区域天气放晴、施
工增加，下游正常需求及前期受天气等因素抑制的潜在需求将会逐步得到释放。我们预

计华东核心市场水泥价格将会以较高位置度过淡季，建议重点关注海螺水泥、华新水泥、

上峰水泥等。 

华北地区价格坚挺，企业盈利或将进一步改善。目前华北区域需求较好，错峰严格，整
体价格高位平稳。华北地区高标水泥 7 月均价同比去年同期提升 43 元/吨，相对应全国

高标水泥均价仅仅较去年同期高出 1 元/吨，同时华北区域水泥库存水平处于相对低位，

北京、河北的当前时点水泥库容比较去年同期低 5-10 个百分点，预计华北区域水泥企业
有望继续享受较高的盈利弹性。同时，下半年的基建需求预计仍将维持平稳回升的趋势。

继续推荐冀东水泥，关注祁连山、天山股份。南方供需格局稳健，建议关注华新水泥、

海螺水泥、上峰水泥。 

玻纤方面，继续推荐中材科技，高增长逐步得到市场认同，重申投资逻辑：（1）股价调

整后估值低位，国企改革预期强；（2）风电行业预期较好叶片业务持续受益；（3）锂电
隔膜全年预期边际改善；（4）玻纤业务有望通过销量增长、成本降低对冲价格下降，业

绩预期保持平稳。 

地产后周期品种需要重视需求复苏，近期河南开封取消限售令，限售政策放松预期增强；

同时老旧小区改造逐步开始推广，我国既有建筑面积大，存量市场需求有望释放。消费
类建材建议关注地产后周期龙头，龙头品牌力强，翻新改造首选度高，从而带动 C 端产

品销量提升；地产龙头上半年业绩高增长，集中度提升有利于有 B 端优势业务的拓展，

龙头企业有望加快拉开与其他企业的差距。建议关注防水龙头东方雨虹、瓷砖龙头帝欧

家居、管材龙头伟星新材、石膏板龙头北新建材、涂料龙头三棵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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