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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行业观点：挖机销量创新高，国内龙头市占率提升。2019Q1 挖机销量 74779

台，同比增长 24.5%，超市场预期。三一重工销量 19592 台，同比+52.4%，

远超行业增速，市占率达 26.2%，而同期外资龙头卡特彼勒、小松、日立等份

额略有下滑。受益社融增加，基建、地产回暖，以及部分工程机械设备进入更

新周期，行业销量有望持续增长。建议关注板块龙头及一季报高增速企业。 

 截至 4 月 14 日，机械板块共有 251 家上市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或业绩

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达到 100%以上的共有 46 家。其中 142 家公司实

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09 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2018 年净利润同

比增速最快的五家公司为紫天科技、川润股份、杰瑞股份、标准股份、建设机

械，同比增长分别为 1670.1%、831.7%、810.0%、579.5%、556.8%。兰石

重装、南风股份、海源复材、普丽盛、一拖股份同比下降幅度最大，降幅分别

为 15563.8%、3721.2%、2668.3%、2613.0%、2577.3%。 

 截至 4 月 14 日，机械板块共有 180 家上市公司发布 2019 年 1 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 116 家公司实现业绩预增或扭亏。2019 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最

快的五家公司为凤形股份、中原特钢、川润股份、冰轮环境、紫天科技，同比

增长分别为 1322.2%、1236.6%、1014.4%、916.7%、887.0%。沈阳机床、

天翔环境、达意隆、*ST 天马、新筑股份同比下降幅度最大，降幅分别为

3931.2%、2647.0%、1012.7%、772.5%、599.0%。 

 佳电股份：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3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63%，基本每股收益 0.57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57%。 

 三一重工：工程机械龙头，增长势头强劲。受益于下游基建需求拉动、环境保

护力度加强、设备更新需求增长及人工替代效应，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较高，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公司产品实力不断提升，业绩表现突出。2018 年实现营

收 558.2 亿(+45.6%)；归母净利润 61.2 亿元(+192.3%)。其中，挖掘机械销售

192.5 亿(+40.8%)，混凝土机械收入 169.6 亿(+34.64%)，起重机械销售 93.5

亿(+ 78.3%)，桩工机械销售 46.9 亿(+61.0%)。 

 风险提示：工程机械销量不及预期风险，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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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观点 

挖机销量创新高，国内龙头市占率提升。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2019 年 3 月

纳入统计的 25 家挖掘机制造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 44278 台，同比增长 15.7%。国内市场

销量 41901 台，同比增长 14.3%。出口 2377 台，同比增长 47.9%。1-3 月累计总销量 74779

台，同比增长 24.5%；累计内销 69329 台，同比增长 24%；累计出口 5450 台，同比增长

31.9%。三一重工销量 19592 台，同比+52.4%，远超行业增速，市占率达 26.2%，而同期

外资龙头卡特彼勒、小松、日立等份额略有下滑。受益社融增加，基建、地产回暖，以及部

分工程机械设备进入更新周期，行业销量有望持续增长。建议关注板块龙头及一季报高增速

企业。 

图 1：全国挖掘机产量延续高增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2：主要企业挖掘机销量保持高增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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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上周机械设备板块整体下跌 1.6%，同期沪深 300 下跌 1.8%，略好于市场整体表现，其

中，内燃机与制冷空调设备涨幅较大，分别上涨了 6.89%和 5.98%，除农用机械、工程机械

与环保设备略有涨幅，其余各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图 3：机械设备板块整体表现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4：机械设备板块各子行业表现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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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机械设备板块跌幅前十名个股  图 6：机械设备板块涨幅前十名个股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7：机械设备板块（市值前十）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行业资讯 

我国完整掌握三代核电技术。11 日，成都市金堂县，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自主研制

的“华龙一号”稳压器先导式安全阀成功通过相关性能试验，标志着其研制成功。“华龙一

号”是我国自主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大幅上涨。中汽协数据显示，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8

万辆和 12.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88.6%和 85.4%。其中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均完成 86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68.8%和 42 倍。1-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4 万辆和

29.9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02.7%和 109.7%。其中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8

辆和 273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7.2 倍和 135.5 倍。 

国家能源局对《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征求意见。国家能源局综

合司近日发布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根据财政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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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2019 年度安排新建光伏项目补贴预算

总额度为 30 亿元，其中，7.5 亿元用于户用光伏(折合 350 万千瓦)、补贴竞价项目按 22.5

亿元补贴(不含光伏扶贫)总额组织项目建设。 

3 月社融规模同比增长 81%。4 月 12 日周五，中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3 月新增

人民币贷款 1.7 万亿人民币，同比多增 5777 亿元，预期 1.3 万亿人民币，前值 8858 亿人民

币。3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9 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多 1.3 万亿元，预期 1.9 万亿人民

币，前值 7030 亿人民币。3 月 M2 货币供应同比 8.6%，创 13 个月新高，预期 8.2%，前值

8.0%。3 月 M1 货币供应同比 4.6%，创 8 个月新高，预期 3.0%, 前值 2.0%。3 月 M0 货币

供应同比 3.1%，预期 3.5%，前值-2.4%。 

4 公司公告汇总 

表 1：一周重点公司公告汇总 

重点公司 公司公告 

中国交建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向复工迈出重要一步，金额调整为 440 亿马币 

三一重工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 30~33 亿元，同比增长 100%到 120% 

徐工机械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 9.5~11.5 亿元，上年同期 5.19 亿元 

天能重工 2018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7.07%，拟 10 转 5 派 1.45 元 

开山股份 
披露定增预案，拟定增不超过 8400 万股，募资不超过 15 亿元，净额将用于“印尼 SMGP 240MW 地热发电项目第

二期”和补充流动资金 

康斯特 
披露定增预案，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3.49 亿元，净额将用于“压力温度检测仪表智能制造项目”和“智能校准产品研

发中心项目” 

新兴装备 2018 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21.25%；拟 10 派 4.8 元 

安车检测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8 亿元，同比增加 28.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 亿元，同比增加 58.51%。

预计 2019 年一季度净利润为 2,950 万元-3,250 万元，同比增长 1 倍-1.2 倍 

中联重科 一季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 亿元-10.5 亿元,同比增长 125.61%-178.69% 

江龙船艇 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 万元-13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76.15 万元 

瑞特股份 一季度净利润为 1,300 万元-1,500 万元，同比下降 37.18%-45.55% 

深冷股份 预计 2019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30 万元-612.22 万元，同比变动-25%至 5% 

朗迪集团 
2018 年年度业绩报告称，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1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1.66%；营业收入为 15.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20.04% 

天奇股份 
公司发布年度业绩报告称，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63.33%；营业收入为

35.0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42.49% 

日机密封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4,445 万元-5,059 万元，同比增长 45.00%-65.00% 

精准信息 一季度预亏 300 万元至 4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291.21 万元 

厚普股份 一季度预亏 1000 万元—15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4008.06 万元 

万讯自控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7.11 万元~1,13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20.00%~149.98% 

东杰智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990 万元-1,164 万元，同比增长 2.07%-20.01% 

爱司凯 预计一季度净亏损 165 万元-235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248.18 万元 

宝色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300 万元-600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华伍股份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5%～14.95%；盈利 1663.95 万元～2250.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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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 公司公告 

沪宁股份 预计 2019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1.85 万元-780.90 万元，同比增长 32.00%-49.00% 

远方信息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860 万元-1,430 万元，同比下降 25%-55% 

长盛轴承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78.31 万元-3056.14 万元，同比增长 0%-10% 

普丽盛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270 万元-300 万元，同比增长 2.66%-14.07% 

天龙光电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300 万元-500 万元 

慈星股份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84.32 万元–5438.04 万元，同比下降 30%-50% 

新元科技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300 万元-1,598 万元，同比增长 30.80%-60.80% 

高澜股份 预计一季度盈利 110 万元-140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上年同期为亏损 825.89 万元。 

恒锋工具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895 万元-2,230 万元，同比下降 0.00%-15.00% 

汇中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156.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25.02%；营业收入为 2.8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13.42%。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680 万元-755 万元，同比增长 35.00%-50.00% 

森远股份 
预计 2018 年净亏损 9667.49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5542.29 万元；营业收入为 3.73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8.20%。预

计一季度净利润为-1,950 万元--1,45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1,810.69 万元 

星徽精密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0 万元—22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818.08 万元 

中科电气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4 万元-3963 万元，同比增长 10%-40% 

鼎汉技术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50 万元-65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94.01 万元 

优德精密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801 万元-962 万元，同比下降 40.00%-50.00% 

南华仪器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200 万元-1,500 万元，同比增长 1.03 倍-1.54 倍 

中亚股份 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97.64 万元-4139.48 万元，同比下降 30%-0% 

鲍斯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1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19.68%；营业收入为 15.05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35.06%。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800 万元-2,500 万元，同比下降 35.39%-53.48% 

宇环数控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434.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56.51%；营业收入为 2 亿元，较上年同

期减 20.18% 

开山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15.72%；营业收入为 2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17.04%。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上升 0%～20%，盈利 2708.01 万元～3249.61 万元 

理工光科 
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1.18 万元–1426.6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 -30%，上年同期亏损

1501.69 万元 

金盾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453 万元-755 万元，同比下降 50.00%-70.00% 

三超新材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100 万元-400 万元，同比下降 92.38%-101.90% 

吉艾科技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6,850 万元-7,900 万元，同比增长 18.03%-36.12% 

斯莱克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955 万元-2,464 万元，同比增长 15.00%-45.00% 

新研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5,400 万元--5,0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5,035 万元 

石化机械 一季度预盈 1000 万元～11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8462.75 万元 

天瑞仪器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779 万元-2,254 万元，同比下降 5.00%-25.00% 

杰瑞股份 
公司发布 2018 年财报，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45.97 亿元，同比增长 4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 亿元，

同比增长 807.57% 

南风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900 万元-2,4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777.67 万元 

东富龙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303 万元-1,738 万元，同比下降 20.00%-40.00% 

海默科技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2000 万元–25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873.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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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精机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565.66 万元-848.48 万元，同比增长 10%-40% 

田中精机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3,290 万元-3,400 万元，同比增长 7.87 倍-8.17 倍 

瑞凌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221 万元-1,433 万元，同比增长 15.00%-35.00% 

昌红科技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061.08 万元-1254.01 万元，同比增长 10%-30% 

永贵电器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966 万元-2,458 万元，同比下降 50.00%-60.00% 

星云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64 万元-214 万元，同比增长 0.00%-30.00% 

金石东方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4,810 万元-5,285 万元，同比增长 0.11%-9.99% 

三丰智能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4 万元–6714 万元，同比上升 60%-90% 

吉峰科技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450 万元-3950 万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46.82 万元 

天海防务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8 万元至-406 万元，比上年同期相比变动-192%至-162%，上年同期盈

利 650 万元 

新美星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0 万元—1300 万元，较上期变动-7.22%—9.65%，上年同期盈利

1185.54 万元 

晶盛机电 
公司发布年度报告,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36 亿元,同比增长 30.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2 亿元,

同比增长 50.57%。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1,511 万元-14,897 万元，增长区间为-15.00%-10.00% 

海鸥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18.7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12.38%；营业收入为 6.04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 6.80% 

罗博特科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532.5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9.67%；营业收入为 6.59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53.57%。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551 万元-688 万元，同比增长 20.00%-50.00% 

赛摩电气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3,588 万元-3,759 万元，同比增长 5.3 倍-5.6 倍 

拓斯达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3,600 万元-4,500 万元，同比增长 6.86%-33.58% 

汇金股份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70 万元-220 万元，同比下降 5.64%-27.08% 

千山药机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1.35 亿元-1.31 亿元，同比扩大 73.75%-67.46% 

智慧松德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03 万元-309 万元，同比下降 70.00%-90.00% 

中金环境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7,330 万元-9,773 万元，同比下降 20.00%-40.00% 

金卡智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9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43.06%；营业收入为 20.4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 20.88%。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0,111 万元-11,429 万元，同比增长 15.00%-30.00% 

诚益通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14.18%；营业收入为 6.89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 24.14%。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256 万元-1,496 万元，同比增长 5.00%-25.00% 

正业科技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200 万元-2,000 万元，同比下降 33.33%-60.00% 

耐威科技 预计 2019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1232.95 万元-1356.25 万元，同比增长 100%-120% 

宇晶股份 
预计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5 亿元,同比增长 14.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98.26 万元,同比增

长 26.64% 

英维克 
预计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7 亿元,同比增长 36.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 亿元,同比增长

25.92% 

安控科技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 万元—300 万元 

友讯达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0 万元–900 万元 

长荣股份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30 万-3051 万元，同比下降 35.6%-57.15% 

汇川技术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1,790 万元-15,720 万元，同比下降 20.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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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测试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220.58 万元-264.69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412.07 万元 

蓝英装备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2.24 万元–1198.91 万元，同比上升 0%-30% 

苏常柴Ａ 
预计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33 亿元，同比下降 11.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02.14 万元，同比增

长 33.58%。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200 万元-300 万元，同比下降 73.55%-82.37% 

锐奇股份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200 万元-7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304.71 万元 

康斯特 
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约 3.49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约 2.79 亿元用于压力温度检测仪表智能制造

项目，7040 万元用于智能校准产品研发中心项目 

集智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37.0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25.73%；营业收入为 1.4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21.75%。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256 万元-278 万元，同比增长 15%-25% 

精功科技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73.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94.22%；营业收入为 10.04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 5.68%。预计 2019 年第一季度净亏损 2000 万元-2800 万元，上年同期则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5.51 万元 

泰瑞机器 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7.92 亿元，同比增长 12.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 亿元，同比增长 20.43% 

河北宣工 
预计 2018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49.72 亿元，同比下降 7.95%；营业利润 3.53 亿元，同比下降 50.9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 亿元，同比下降 45.81% 

杭齿前进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50.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36.71%；营业收入为 16.35 亿元，较上

年同期减 1.42% 

如通股份 
公司发布 2018 年财报，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2.41 亿元，同比增长 22.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7.84 万

元，同比增长 7.90% 

弘宇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812.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29.87%；营业收入为 2.39 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 15.58% 

秦川机床 
公司发布 2018 年财报，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31.88 亿元，同比增长 6.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 亿元，

上年同期为 1645.5 万元 

中大力德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287.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21.78%；营业收入为 5.99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 20.26% 

金卡智能 公司中标（入围）物联网智能燃气表采购项目 

沪宁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93.8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1.80%；营业收入为 2.79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7.42%。一季度盈利在 692 万元-781 万元之间，同比增长 32%-49% 

冀东装备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170 万元--146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 82.04 万元 

信捷电气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5.9 亿元，同比增长 22.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增长 20.05% 

中核科技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0 万元-13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569.51 万元 

纽威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31.02%；营业收入为 27.81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16.10% 

智云股份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3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28.01%；营业收入为 9.76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 6.89% 

通润装备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 1,861 万元-2,234 万元，同比增长 50%-80% 

科达利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228.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50.43%；营业收入为 20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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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石重装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总收入 25.47 亿元，同比减少 14.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15.11

亿元，上年同期则为净利润 898.87 万元 

亿嘉和 
预计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32.4%；营业收入为 5.05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 35.1% 

鲍斯股份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5 亿元，同比增长 35.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1 亿元，同比下降 19.68% 

永和智控 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9.49 万元-1519.32 万元，同比增长 50%-100% 

轴研科技 
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66 亿元，同比增长 38.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90.67 万元，同比增长 39.90%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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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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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1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沪深 300 指数-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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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利益冲突。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使

用，若您并非本公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接收、订阅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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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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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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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

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

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本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版权为西南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须注明

出处为“西南证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报告的，本公司将

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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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20 楼 

邮编：200120 

北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B 座 16 楼 

邮编：100033 

重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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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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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毅 高级销售经理 021-68413959 15821376156 zfyi@swsc.com.cn 

王慧芳 高级销售经理 021-68415861 17321300873 whf@swsc.com.cn 

涂诗佳 销售经理 021-68415296  18221919508 tsj@swsc.com.cn 

杨博睿 销售经理 021-68415861 13166156063 ybz@swsc.com.cn 

丁可莎 销售经理 021-68416017 13122661803 dks@swsc.com.cn 

北京 

蒋诗烽 地区销售总监 021-68415309 18621310081  jsf@swsc.com.cn  

路剑 高级销售经理 010-57758566 18500869149 lujian@swsc.com.cn 

张岚 高级销售经理 18601241803 18601241803 zhanglan@swsc.com.cn 

刘致莹 销售经理 010-57758619 17710335169 liuzy@swsc.com.cn 

广深 

王湘杰 销售经理 0755-26671517 13480920685 wxj@swsc.com.cn 

余燕伶 销售经理 0755-26820395 13510223581 yyl@swsc.com.cn 

花洁 销售经理 0755-26673231 18620838809 huaj@swsc.com.cn 

孙瑶瑶 销售经理 0755-26833581 13480870918 sunyaoyao@swsc.com.cn 

陈霄（广州） 销售经理 15521010968 15521010968 chenxiao@sw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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