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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配

错峰助力水泥价格修复，玻璃备货需求缓解库存压力
核心观点

行业研究·行业周报

多地加快三季度项目开工，助力经济稳增长。进入三季度后，多地加快重大
项目开工，根据证券时报不完全统计，7 月全国合计开工重大项目 3876 个，
投资总额达 2.39 万亿元，其中安徽、甘肃、河南三省举行了省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同时，基础设施项目成为各地密集开工的重点领域之一。7 月末，
发改委召开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要求选准选好项
目，尽快投放资金，加快开工建设；8 月 1 日，发改委召开上半年发展改革
形势通报会，要求推动稳增长各项政策效应加快释放，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
用。近日，山东、山西、宁夏、新疆等多地发改系统纷纷迅速落实，并安排
部署下半年相关工作。三季度作为下半年施工旺季时间窗口，各地有望加快
重大项目推进节奏，助力经济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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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势

布局“稳增长”，静待政策效果显现。当前各子行业跟踪及投资建议如下：
水泥：淡季错峰进一步强化，水泥价格环比继续修复。进入 8 月，全国大部
分地区水泥企业继续开展错峰生产，部分区域进一步加强错峰力度，其中黑
龙江、吉林宣布 8 月份统一执行夏季错峰停窑 30 天，辽宁省内错峰生产时
间分别为：辽中及盘海区域 8 月 1 日至 30 日，辽南和辽西区域 8 月 5 日至 9
月 3 日，均累计 30 天。此外，福建省计划 8 月错峰生产 20 天，湖北地区执
行 10 天，河南计划 8 月增加错峰 5-10 天，四川地区执行 10-12 天。尽管当
前国内水泥市场需求环比仅呈现弱复苏态势，但在错峰生产的继续推进和强
化下，供给收缩明显，加之部分区域仍具备一定成本压力，企业为提升盈利，
推动价格上调。截至 8 月 5 日，全国 P.O42.5 高标水泥平均价为 417.5 元/
吨，环比提升 0.28%，库容比为 71.5%，环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随着供需
关系不断改善，预计价格有望开启恢复性上调走势，推荐海螺水泥、华新水
泥、上峰水泥、万年青、塔牌集团、冀东水泥、天山股份；
玻璃：备货需求改善，缓解当前库存压力。本周玻璃市场备货需求环比上升，
库存回落明显，主要由于前期加工厂维持观望态度，加工厂库存维持低位甚
至零库存水平，周内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部分区域价格尝试小幅探涨，
“买涨不买跌”的心态驱动下加工厂备货意愿增加。根据卓创资讯，本周国
内浮法玻璃国内主流市场均价为 1652.09 元/吨，环比下降 1.21%，重点省份
生产企业库存为 5730 万重箱，环比减少 173 万重箱（-2.95%）。当前下游
刚需订单仍未显著改善，贸易商进货保持谨慎，短期建议关注出货持续性、
订单和供给端变化；中长期玻璃行业科技升级依旧是看点，推荐旗滨集团、
南玻 A。
其他建材：①本周无碱池窑粗纱市场价格延续下行走势，多数厂周内报价均
有不同程度下调，短期供需仍偏弱，局部价格成交灵活度仍存；电子纱市场
价格有所松动，主要受供应量增加影响，短期价格或调后趋稳。中长期来看，
玻纤行业有望进入产能高质量有序扩张新阶段，需求端拉动成长，供需格局
有望持续优化，龙头企业未来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巩固，现价仍可继续做多，
推荐中国巨石，中材科技；②其他建材：地产投资韧性犹存，各子行业龙头
企业市占率稳步提升，建议逢低布局长期持有，推荐海洋王、光威复材、科
顺股份、坚朗五金、东方雨虹、伟星新材、兔宝宝。
风险提示：基建地产运行低于预期；成本上涨超预期；疫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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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一周回顾
2022.8.1-2022.8.5，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32%，建筑材料指数（申万）下跌
3.67%，建材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35pct，位居所有行业中第 25 位。近三个
月以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6.35%，建筑材料指数（申万）下跌 2.24%，建材板块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8.58pct。近半年以来，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0.30%，建筑材料
指数（申万）下跌 16.69%，建材板块跑输沪深 300 指数 6.39pct。
图1：近半年建材板块与沪深 300 走势比较

图2：近 3 个月建材板块与沪深 300 走势比较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A 股各行业过去一周涨跌排名

资料来源: 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申万一级行业分类）

从细分板块来看，涨跌幅居前 3 位的板块为：水泥（-2.6%）、玻璃（-3.0%）、
其他（-3.1%）；涨跌幅居后 3 位的板块为涂料（-9.7%）、门窗幕墙（-7.0%）、
水泥管（-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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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建材各子板块过去一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 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跟踪覆盖的 90 建材板块上市公司）

个股方面，过去一周涨跌幅居前 5 位的个股为：金晶科技（+15.2%）、菲利华
（+5.1%）、凯盛科技（+2.5%）、金圆股份（+2.3%）、志特新材（+2.3%），居
后 5 位的个股为：龙泉股份（-12.9%）、丽岛新材（-12.2%）、嘉寓股份（-11.3%）、
中材科技（-10.8%）、三棵树（-10.4%）。
图 5：建材板块个股过去一周涨跌幅及排名

资料来源: 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跟踪覆盖的 90 家建材板块上市公司）

过去一周行业量价库存情况跟踪
1、水泥：价 格提高 0.3%，库容比环比下降 1.2pct
全国 P.O42.5 高标水泥平均价为 417.5 元/吨，环比增加 0.3%，同比下降 1.07%。
本周全国水泥库容比为 71.5%，环比下降 1.2pct，同比提高 9.4pct。
本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继续上行，涨幅为 0.3%。价格上涨地区主要有河南、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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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和江苏北部，幅度 10-30 元/吨；价格回落地区为陕西西安，价格上涨后小幅
回撤 10 元/吨。8 月初，受持续大范围高温天气以及资金短缺影响，国内水泥市
场需求环比呈现弱势复苏态势；供给端，企业继续开展错峰生产，且多数地区执
行情况良好，供给收缩明显，支撑价格小幅上行。
图6：全国水泥平均价格走势（元/吨）

图7：各年同期水泥价格走势比较（元/吨）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8：全国水泥平均库容比走势（%）

图9：各年同期水泥库容比走势比较（%）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华北地区水泥价格开始推涨。京津唐地区水泥价格平稳，北京下游需求稳定，企
业出货 7-8 成；天津、唐山地区由于资金紧张，新开工项目较少，下游需求维持
在 5-6 成，库存高位运行。唐山地区熟料价格前期有所松动，为防止价格继续回
落，企业统一推涨至 400 元/吨，水泥价格后期也有推涨计划，但考虑到短期需求
提升有限，价格落实难度较大。
东北地区水泥价格大幅推涨。辽宁地区水泥价格大幅推涨 60-80 元/吨，辽中地区
P.O42.5 散装出厂价涨至 350-360 元/吨。8 月份，区域内企业执行错峰生产 30
天，市场供应大幅减少，加之价格跌破成本线，企业全线亏损，为提升盈利，积
极推动价格上调。从反馈情况看，市场需求表现仍较为疲软，企业发货 5-6 成，
库存高位运行，前期低价订单较多，新价格暂无成交，但企业错峰生产执行情况
较好，仅有一条生产线在产，其他全部处于停产状态，待现有低价订单执行完毕
后，价格将实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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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水泥价格大稳小动。8 月份，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高温天气持续，下游
工程项目施工受限，水泥需求提升有限，企业发货维持在 7-8 成水平，库存 60%
左右，第一轮价格上调有部分企业未能落实到位，若后期持续不跟进，或影响其
他企业价格调整。苏锡常地区水泥价格稳定，同样受高温影响，下游需求不温不
火，企业发货维持在 7-8 成，库存中等水平。淮安、宿迁地区高标号水泥价格上
调 10 元/吨，市场需求略有恢复，企业发货能达 7-8 成，受周边地区价格上涨带
动，本地企业陆续跟涨。连云港、盐城地区水泥价格趋强，水泥需求相对稳定，
企业发货 7 成左右，随着周边地区价格上调，后期价格也将跟涨。
中南地区水泥价格大体平稳。广东珠三角及粤北地区水泥价格稳定，熟料价格上
调 10-20 元/吨，出厂价上调至 340-350 元/吨，阶段性降雨对市场需求影响有限，
下游整体需求恢复到 8 成，不同实力企业出货量差异持续，库存继续降低，在 70%
或以下水平，大企业率先推动熟料价格上调，后期水泥价格也有复价预期。粤东
梅州和潮汕地区水泥价格稳定，新建工程项目较少，以及受高温、阴雨天气干扰，
市场需求表现低迷，企业发货仅在 5-6 成，虽然周边地区价格有公布上调，但本
地企业暂无涨价计划。
西南地区水泥价格涨跌互现。四川绵阳地区水泥价格下调 30 元/吨，价格下调主
要是受周边地区降价影响，为稳定客户，企业陆续跟降，目前成德绵地区水泥需
求表现一般，阴雨、高温天气持续不断，下游工程施工受到较大限制，企业发货
仅剩 5-6 成。达州、广元地区水泥价格稳定，市场资金短缺，同时又受高温天气
干扰，下游需求仅有 6-7 成，库存普遍高位，不排除价格有进一步下滑可能。据
了解，8 月份，四川地区每条熟料生产线错峰生产 10-12 天。
西北地区水泥价格以稳为主。陕西关中地区水泥价格前期推涨 50 元/吨，实际执
行在 40 元/吨左右，小幅回撤 10 元/吨，整体执行情况相对较好，短期市场需求
仍然偏弱，下游资金短缺，房地产以及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缓慢，企业出货维持在
5-6 成，价格能够上调成功主要是依靠供给端减少为主，8 月份，各企业自主增加
错峰生产 20 天，已陆续在执行，随着水泥供应大幅减少，后期价格将稳中趋强运
行。
图10：华北地区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11：华北地区水泥库容比走势（%）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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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东北地区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13：东北地区水泥库容比走势（%）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4：华东地区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15：华东地区水泥库容比走势（%）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6：中南地区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17：中南地区水泥库容比走势（%）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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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西南地区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19：西南地区水泥库容比走势（%）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0：西北地区水泥价格走势（元/吨）

图21：西北地区水泥库容比走势（%）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数字水泥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玻璃：价 格环比下降 1.21%，生产线库存环比下降 2.95%
本周玻璃现货价格环比下降 1.21%。截至 8 月 5 日，玻璃期货活跃合约报收于 1550
元/吨，环比上涨 3.75%。
现货国内主流市场平均价 1652.09 元/吨，
环比下降 1.21%。
玻璃生产线库存环比下降 2.95%。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截至本周末，国内浮法玻
璃重点省份库存为 5730 万重箱，环比下降 174 万重量箱（-2.95%）。
从区域看，本周华北玻璃市场成交好转，沙河区域价格小涨，周内出货良好，大
小板环比出货均有好转；华东浮法玻璃市场价格稳中有涨，周内部分厂价格小幅
探涨，价格提涨刺激下，短期中下游提货量稍有增加，但需求端来看，深加工企
业多数新增订单不多，终端需求释放仍有限；华中浮法玻璃市场整体成交良好，
部分价格上调 1-2 元/重量箱，近期随着生产推进，下游加工厂部分刚需补货，加
之贸易商适量采购，玻璃厂家产销平衡及以上，部分库存缓降；华南浮法玻璃市
场部分价格零星上调，下游加工厂适量补货，部分库存呈现下降趋势；西北浮法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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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市场多数企业价格暂报稳，前期价格松动下，近期成交灵活度较高，周内部
分企业报价较前期有所下调，整体供需仍偏弱；东北地区浮法玻璃市场交投相对
一般，部分价格小幅走低。
图22：玻璃现货价格走势（元/吨）

图23：玻璃期货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 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4：各年同期玻璃价格走势比较（元/吨）

图25：各年同期玻璃生产线库存走势比较（万重箱）

资料来源: 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 玻 纤：无 碱纱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调

电子纱 市场价格亦有 回落

无碱纱市场：本周无碱池窑粗纱市场价格延续下行走势，多数厂周内报价均有不
同程度下调。市场成交偏淡，中下游提货积极性仍无明显好转。主流产品缠绕纱
价格也有松动，降幅 200-300 元/吨不等。当前国内无碱 2400tex 缠绕直接纱多数
报价在 5474.10 元/吨主流送到，环比下跌 2.49%。目前主要企业无碱纱产品主流
企业报价如下：无碱 2400tex 直接纱报 5200-5600 元/吨，无碱 2400texSMC 纱报
7300-7600 元/吨，无碱 2400tex 喷射纱报 8700-9000 元/吨，无碱 2400tex 毡用
合股纱报 6600-7000 元/吨，无碱 2400tex 板材纱报 6800-7000 元/吨，
无碱 2000tex
热塑合股纱报 6400-6800 元/吨，不同区域价格或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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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纱市场：电子纱市场价格有所松动，成交变动不大。主要受供应量增加影响。
多数企业电子纱 G75 价格稍有下滑，当前主流报价 9300-9400 元/吨，环比下跌
3.11%。电子布价格主流报价亦有下滑，主流报价在 4.0-4.1 元/米，个别大户价
格可谈。
表 1：国内池窑粗纱大型企业产品收盘价格表
产品名称

山东企业（送到）

重庆企业（出厂）

成都企业（出厂）

四川企业（送到）

无碱 2400tex 缠绕直接纱

5500-5600

5300（环氧价高）

5500（近距离送到）

5600-5700

无碱 2400tex 喷射纱

9500

8500-8600

8700（180）

8800

无碱 2400tex 采光瓦用纱

6800-7000（成交可谈）

--

7000（成交灵活）

7300

无碱 2400tex 毡用纱

6800-7000

--

6600-6700（成交灵活）

7000

无碱 2400texSMC 纱

8200（高端）
7500-7600（结构级）

7800（合股）

7300（合股 440）

7300-7500

无碱 2000tex 塑料增强纱

（直接纱）7000

--

（直接纱）6400

6100-6200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主要原材料价格跟踪
截至 8 月 4 日，布伦特原油（Dtd）现货价为 97.93 美元/桶，环比下跌 12.49%。
截至 8 月 3 日，我国环渤海动力煤（5500K，山西产，秦皇岛）现货价 730 元/吨，
环比下降 0.68%。截至 8 月 5 日，全国重质纯碱价格为 2832 元/吨，环比下降 0.49%。
截至 8 月 5 日，华北地区建筑沥青市场价为 4350 元/吨，环比无变化。
图26：原油价格走势（美元/桶）

图27：动力煤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 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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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纯碱价格走势（元/吨）

图29：建筑沥青市场价（元/吨）

资料来源: 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主要房地产数据跟踪
截至 8 月 6 日，30 大中城市商品房当周成交面积为 213.62 万平，环比下降 34.01%，
近三周平均成交面积为 277.00 万平，环比下降 7.55%。截至 7 月 31 日，100 大
中城市当周供应土地占地面积为 4657.15 万平，环比增加 70.28%，成交土地占地
面积为 3505.83 万平，环比减少 19.55%，近 6 周平均成交率为 103.95%，环比提
高 1.12pct。
图30：30 大中城市商品房当周成交面积（万平）

图31：30 大中城市商品房当周成交套数（万套）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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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00 大中城市供应/成交土地面积（万平，%）

资料来源: 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行业及上市公司重要事项
1、过去一周行业重要资讯
（1）三部委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工信部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水平下降 3%以上，并将水泥、玻璃、陶瓷、石灰、墙体材料等产品碳排放指
标纳入绿色建材标准体系，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十五五”期间，产业
结构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工业能耗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持续下降，基本建
立以高效、绿色、循环、低碳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
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峰。

（2）黑龙江、吉林有窑企业开展夏季错峰生产，停窑 30 天
数字水泥网
7 月 28 日，黑龙江水泥协会发布《关于黑龙江省有窑企业开展夏季错峰生产的通
知》，决定自 8 月 1 日起执行夏季错峰生产，停窑 30 天。近日，吉林省建材工业
协会及吉林省水泥协会发布《关于吉林省水泥熟料企业开展 2022 年 8 月份夏季错
峰生产的通知》，要求自 8 月 1 日起，吉林省全部有窑企业统一执行错峰停窑 30
天。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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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法玻璃生产线动态
卓创资讯
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800T/D 六线前期产白玻，7 月 31 日该线放水冷修。

（4）《建筑防水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发布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8 月 2 日，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发布《建筑防水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指出，2035 年我国将基本建成世界防水强国。“十四五”时期，
主要防水材料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6%左右，到 2025 年，防水材料总产量达
50 亿平方米，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800 亿元，利润总额超 120 亿元，前十大防
水企业市占率超 40%，防水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超 15 家。

（5）辽宁省所有水泥熟料生产线 8 月份全面开启错峰生产，停窑 30 天
数字水泥网
7 月 29 日，根据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水泥分会发布《关于辽宁省水泥熟料生
产线 8 月份全面开展夏季错峰生产的通知》显示，全省所有水泥熟料生产线 8 月
份全面开启错峰生产，省内辽中区域及盘海营区域错峰时间为 8 月 1 日至 30 日，
辽南（大连）区域和辽西区域错峰生产时间为 8 月 5 日至 9 月 3 日，均累计 30
天。

（6）光伏玻璃生产线动态
卓创资讯
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一窑五线 1200t/d 新建产线 2022 年 8 月 1 日点火。
（安徽凤阳三期项目）

（7）商务部：即日起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
央视网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
相关措施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起实施。

（8）首支应用国产翼型的大型风电叶片在甘肃武威成功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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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玻璃纤维
近日，采用国产翼型的首支大型风力发电 CGI90.5A 叶片在甘肃武威制备完成，并
成功下线。该型叶片由吉林重通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开发，
叶片长度达 90.5 米，预计装机后发电额定功率将达到 5 兆瓦，是我国自主翼型在
“90 米+”陆上最大量级风力机叶片上的首次成功应用。

（9）四川省水泥行业开启 8 月错峰生产，停窑不少于 12 天
数字水泥网
8 月 1 日，根据四川省水泥协会《关于做好 2022 年 8 月错峰生产工作的通知》要
求，2022 年全年错峰生产工作按照川经信材料〔2021〕149 号文件执行。2022 年
8 月份每条熟料生产线错峰生产不少于 12 天，享受固废处置、深度治理差异化错
峰生产优惠政策的生产线不少于 10 天。2022 年 1-7 月欠任务作出补欠计划。

（10）水利部：到 2025 年新建 100 家以上国家水利风景区
人民网
近日，水利部印发《关于推动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水利风景区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水利风景区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监管
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推动水利风景区风光带和集群发展，新建 100 家以上国家水
利风景区，推广 50 家高质量水利风景区典型案例，水利风景区发展质量整体提升。
到 2035 年，水利风景区总体布局进一步优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综合效
益显著增强。

2、过去一周公司信息摘录
表 2：过去一周公司信息摘录
建材公司
龙泉股份
金圆股份

主要内容
中标“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一期）管材采购项目一标段”，投标报价为 1.72 亿元，约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12.52%；
聘任 GUANQINGCHUAN（关青川）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秘书；为全资子公司金圆（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澳门国际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 亿元（含等值外币），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

金刚玻璃

控股股东欧昊集团质押 620 万股公司股票，占其持有份数的 13.06%，占总股本的 2.87%；

丽岛新材

7 月 29 日，公司赎回 21 年 8 月购买的 5000 万元理财产品，获得收益 188.02 万元，赎回 22 年 1 月购买的 5000 万元理财
产品，获得收益 94.29 万元；

四川金顶

全资子公司洛阳金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完成了法人和住所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青龙管业

中标“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一期）管材采购五标段”，投标报价为 9225.36 万元，约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3.79%；中标“榆林黄河东线马镇引水工程出库段第一批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采购四标段-出库段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采购”，投标报价为 8208.02 万元，约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37%；

旗滨集团

全资子公司郴州旗滨光伏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完成了增资事宜的相关手续，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营业执照；

兔宝宝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认购对象公司控股股东德华集团、实控人丁鸿敏及其一致行动人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减持事项的承诺函》，承诺至本次发行完成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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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新材
三圣股份

控股股东南宁颐然持有的 5370 万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10.49%）将被上海金融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6 日 10 时起
至 9 月 7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拍卖；
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丙方）、公司股东邓涵尹（乙方）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于 2022 年 8 月 3 日签订
《三方合作备忘录》：乙方、丙方认可由甲方（含甲方指定、推荐的其他方）受让公司股份（包括丙方可能被司法处置的
公司股份，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9%），成为公司股东；

南玻 A

选举沈成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免去王健先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亚玛顿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薛斌渊先生辞职，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西藏天路

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纳川股份

陈志江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聘任江晓林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拟以自有资金向参股公司富源县纳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242.5 万元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 3 年，借款年利
率 5%，构成关联交易；

国统股份

拟通过售后回租方式与诚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租赁期限为 24 个月；

三圣股份

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持有的 249.49 万股公司股份被司法再冻结；

石英股份

公司赎回“石英转债”，赎回价格为 100.957 元/张，最后转债交易日为 22 年 8 月 9 日，赎回登记日及最后转股日为 22
年 8 月 12 日，赎回款发放日及摘牌日为 22 年 8 月 15 日；

再升科技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规模 5.1 亿元，期限 6 年；

深天地 A

永和智控
华立股份
四川金顶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选举林思存女士、张崭先生、吴吉生先生、卓爱萍女士、罗丽香女士、吴汉雄先生为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林思存女士担任董事长，选举陈平先生、郑德珵先生、肖建生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
盛业勤先生、林建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盛业勤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林思存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赵陆湘
先生担任常务副总经理；罗中伟先生担任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吴汉雄先生担任财务总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曹德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决定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主体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 1092.84 万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3.54%，
占本次增持计划下限的 86.73%，累计增持金额约为 8974.66
万元；
控股子公司福建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庐江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近日签订《庐江盈润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和补充协议，认缴出资总额 2 亿元，其中尚润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金额为 200 万元；
控股子公司开物信息对外投资参股设立的“四川开物启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资料来源：Choice、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下周重大事项提醒
表 3：下周重大事项提醒（2022.8.8-2022.8.14）
日期

股票代码

建材公司

20220808
688295.SH
中复神鹰
20220810
002233.SZ
塔牌集团
20220810
603856.SH
东宏股份
20220810
688295.SH
中复神鹰
20220810
688295.SH
中复神鹰
20220811
000877.SZ
天山股份
20220812
000877.SZ
天山股份
20220812
000877.SZ
天山股份
20220812
600326.SH
西藏天路
20220812
600326.SH
西藏天路
20220813
002457.SZ
青龙管业
20220813
300234.SZ
开尔新材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事项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业绩发布会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股东大会召开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起始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股东大会召开
股东大会互联网投票起始
股东大会召开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中报预计披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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