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周观点：618 完美收官，家居需求延续

复苏趋势 
■618 购物节助力零售复苏，线上拉动不容忽视：作为疫情之后的首个

电商大促节点，今年的“618”购物节活动力度堪比往年“双十一”，

催化民众消费需求释放，助力制造业清库存、现金流回血。截至 6 月

18 日 24 时，天猫 618 累计下单金额达到 6982 亿元，创下新纪录，销

售额超过 1 亿元的品牌由去年的 110 家增长至超过 150 家，京东则达到

2692 亿元，较去年 618 期间销售额增长 33.6%。 

 

家具板块线上销售模式成为新的契机。龙头企业仍然占据购物节 C 位，

天猫平台的情况来看，截至 6 月 18 日 24 时，索菲亚、欧派家居、好莱

客分别稳居天猫全屋定制品牌销售金额榜的前三。京东平台也快速增

长，大数据显示全屋定制 18 日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210%，索菲亚成交

金额同比增长 14 倍，欧派同比增长 28 倍。在软体等成品领域，由于线

下服务占比较小，对零售龙头企业的拉动更为明显。截至 6 月 18 日 24

时，芝华士全网成交额破 4.55 亿元，同比增长 73.5%。 

 

生活必需品也是电商购物节中的热门囤货产品，尤其是在疫情催化下，

个人清洁类用品销售大增。618 活动期间，天猫平台日用品销售额位列

第三。6 月 18 日全天，京东超市一次性清洁用品成交额是去年同期的

44 倍。目前，疫情控制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消费者卫生意识的提升

将带动个人清洁商品需求的增长，预计生活必需品零售仍然具有较强

的韧性，特别是线上消费趋势越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个人清洁用品

的线上渠道建设重要性有所提升。 

 

■家居板块下游需求不断复苏：5 月住宅竣工面积增速已回升至 9.7%，

住宅竣工累计面积增速已收窄至-11%，同时，住宅当月销售面积增速

扭负转正，达到 9.5%，5 月份新开工面积增速已快速回升至-1%。精装

修方面，2020 年 1-3 月精装修住宅开盘套数 28.7 万套，同比增长-57.6%，

降幅明显收窄。随着房地产市场复工赶工进程推荐，疫情控制下零售

业逐步恢复，家居零售领域稳步恢复，草根调研增速普遍呈现加速趋

势。具体来看原因可能有几方面：1）受疫情影响大幅减弱；2）前期

压抑的需求在出行后逐步释放；3）错位促销，往年大力开展的“315”

促销后移至五一大促及“618”购物节，5 月以来促销及聚集人气力度

同比增大。展望下半年，2019 年 9 月起，住宅竣工面积增速显著回暖，

竣工后房屋逐步进入装修/装饰期，有望拉动零售端进一步改善。大宗

方面：持续看好竣工&精装房趋势对企业工程订单的拉动。我们建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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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索菲亚】、【敏华控股】、【大亚圣象】。 

 

■重点关注造纸板块，纸价初显回暖势头：近期多家纸企发布涨价函，

本周铜版纸小幅上涨 50 元/吨，胶版纸、白卡纸价格相对稳定，箱板

瓦楞纸延续上周增长趋势，小幅上涨 30 元/吨。受疫情对需求端带来

的影响，目前国内纸价基本处于历史底部区间。展望下半年及 2021 年：

7 月份文化纸、包装纸逐渐迎来旺季。目前纸品库存处于相对较低位臵，

我们认为随着旺季需求稳健恢复，补库存有望拉动纸价稳步回升，2021

年建党百年庆典也将拉动党建宣传材料的需求，带动文化纸需求提升。

同时，疫情催化也有望促进胶版纸等行业较为分散的板块走向集中，

行业供需格局将有望改善，带动纸价回弹。原材料端，新增木浆产能

近年内将不断释放，市场中供过于求的状态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存在。

目前纸企估值基本处于低位，我们建议关注【太阳纸业】、【山鹰纸业】。 

 

■风险提示：疫情仍可能反复，下游需求可预测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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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动态及核心观点 

 

618 购物节助力零售复苏，线上拉动不容忽视：作为疫情之后的首个电商大促节点，今年的

“618”购物节活动力度堪比往年“双十一”，催化民众消费需求释放，助力制造业清库存、

现金流回血。截至 6 月 18 日 24 时，天猫 618 累计下单金额达到 6982 亿元，创下新纪录，

销售额超过 1 亿元的品牌由去年的 110 家增长至超过 150 家，京东则达到 2692 亿元，较去

年 618 期间销售额增长 33.6%。 

 

家具板块线上销售模式成为新的契机，购物节期间，美凯龙在淘宝每天直播场次超过500场。

龙头企业仍然占据购物节 C 位，天猫平台的情况来看，截至 6 月 18 日 24 时，索菲亚、欧

派家居、好莱客分别稳居天猫全屋定制品牌销售金额榜的前三。京东平台也快速增长，大数

据显示全屋定制 18 日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210%，索菲亚成交金额同比增长 14 倍，欧派同比

增长 28 倍。近年来，家具销售及家装不断试水线上销售渠道，此次疫情催化下推动了线上

与线下模式的结合，叠加技术支持，未来本地化流量的精准投放，家具新零售也成为全新趋

势。在软体等成品领域，由于线下服务占比较小，对零售龙头企业的拉动更为明显。截至 6

月 18 日 24 时，芝华士全网成交额破 4.55 亿元，同比增长 73.5%，顾家家居副总裁亲自上

阵 618 直播带货，总裁推荐款顾家家居千度沙发上架 8 分钟便销售一空，618 期间天猫旗舰

店累计销售金额达到 1.15 亿元，较 5 月份销售额增长 12 倍。 

 

其他领域：生活必需品也是电商购物节中的热门囤货产品，尤其是在疫情催化下，个人清洁

类用品销售大增。618 活动期间，天猫平台日用品销售额位列第三，618 活动冲刺阶段的第

一天——6 月 16 日家清板块销售额 4 分钟破亿，开售 1 小时便有有 30 个快消品品牌成交额

超过去年全天。6 月 18 日全天，京东超市一次性清洁用品成交额是去年同期的 44 倍，其中，

产品品类增多及但品类增长共同带动清洁用品总销售额的增长，高端纸品成交额同步增长

450%，棉柔巾成交额同比增长 167%，湿厕纸成交额同比增长 162%，洗衣凝珠成交额 154%，

除菌剂成交额同比增长 108%。目前，疫情控制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消费者卫生意识的提

升将带动个人清洁商品需求的增长，预计生活必需品零售仍然具有较强的韧性，特别是线上

消费趋势越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个人清洁用品的线上渠道建设重要性有所提升。 

 

家居板块下游需求不断复苏：5 月住宅竣工面积增速已回升至 9.7%，住宅竣工累计面积增速

已收窄至-11%，同时，住宅当月销售面积增速扭负转正，达到 9.5%，5 月份新开工面积增

速已快速回升至-1%。精装修方面，2020 年 1-3 月精装修住宅开盘套数 28.7 万套，同比增

长-57.6%，降幅明显收窄。随着房地产市场复工赶工进程推荐，疫情控制下零售业逐步恢复，

家居零售领域稳步恢复，草根调研增速普遍呈现加速趋势。具体来看原因可能有几方面：1）

受疫情影响大幅减弱；2）前期压抑的需求在出行后逐步释放；3）错位促销，往年大力开展

的“315”促销后移至五一大促及“618”购物节，5 月以来促销及聚集人气力度同比增大。

展望下半年，2019 年 9 月起，住宅竣工面积增速显著回暖，竣工后房屋逐步进入装修/装饰

期，有望拉动零售端进一步改善。大宗方面：持续看好竣工&精装房趋势对企业工程订单的

拉动。我们前期发布深度报告《竣工回暖，把握精装房趋势下的投资机会》，奥维云网数据

显示，2019 年精装房开盘数量为 319 万套，同比增长 26%，奥维口径 2019 年精装房渗透

率约 32%，其统计开盘的精装房数量占当年新房销售比例约 22%（奥维云网数据为 400 余

个跟踪城市统计情况）。根据奥维云网统计，从各大企业来看，精装房主力军大型房企占据

超 40%精装房市场份额，精装渗透率接近 35%，同比提升近 2pct，腰部房企占据了精装房

市场近 25%的份额，精装渗透率超过 30%，同比提升超过 3pct；腰部房企近三年的销售面

积复合增速达到 26%，且不断深入精装房市场，未来很可能成为精装房市场增长的重要拉动

力，预计 2020-2021 年，房地产企业精装房项目将持续提供动力。根据奥维云网的数据统计，

各地政策要求估计精装房渗透率有望提升至 80%，约为目前市场规模的 4 倍。我们建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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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造纸板块，纸价初显回暖势头：近期多家纸企发布涨价函，本周铜版纸小幅上涨 50 元/

吨，胶版纸、白卡纸价格相对稳定，箱板瓦楞纸延续上周增长趋势，小幅上涨 30 元/吨。受

疫情对需求端带来的影响，目前国内纸价基本处于历史底部区间:铜版纸价格约 5160 元/吨，

接近历史价格区间的 25%分位；胶版纸价格约 5325 元/吨，处于历史底部水平，白卡纸价格

约 5827 元/吨，处于历史相对较低位臵，箱板纸价格为 4028 元/吨，瓦楞纸价格为 3688 元/

吨，略高于历史价格区间的 25%分位。展望下半年及 2021 年：7 月份文化纸、包装纸逐渐

迎来旺季。目前纸品库存处于相对较低位臵，我们认为随着旺季需求稳健恢复，补库存有望

拉动纸价稳步回升，2021 年建党百年庆典也将拉动党建宣传材料的需求，带动文化纸需求

提升。同时，疫情催化也有望促进胶版纸等行业较为分散的板块走向集中，行业供需格局将

有望改善，带动纸价回弹。原材料端，新增木浆产能近年内将不断释放，市场中供过于求的

状态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存在。截至 2020 年 6 月 21 日，木浆外盘针叶/阔叶浆价格为 570、

480 美元/吨，内盘针叶浆、阔叶浆价格分别为 4479 元/吨、3701 元/吨。废纸方面，“洋垃

圾禁令”的实施对废纸供给产生一定冲击，国内龙头相伴瓦楞纸企不断推进海外废纸浆厂布

局，对原材料的把控性增长，在中高端的供应链建设方面形成较为独特的优势。目前纸企估

值基本处于低位，我们建议关注【太阳纸业】、【山鹰纸业】。 

  

推荐组合：【索菲亚/敏华控股/太阳纸业/大亚圣象/中顺洁柔/晨光文具】 

 

2. 本周行情复盘 

 

本周上证综指收于 2967.63 点，周涨幅 1.64%；深证成指收于 11668.13 点，周涨幅 3.70%，

其中创业板指上涨 5.11%。轻工制造板块周涨幅 2.3%，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9%。细

分子板块来看，家具板块本周涨幅 2.12%；造纸上涨 2.87%；包装印刷板块上涨 2.77%。 

 

图 1：一周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个股方面，本周涨幅最高的前五家公司分别为乐歌股份（+53.22%）、恒林股份（+24.53%）、

永艺股份（+17.34%）、广博股份（+14.53%）、天音控股（+13.69%）；跌幅最大的前五家分

别为新通联（-5.55%）、永安林业（-7.41%）、吉宏股份（-8.49%）、群兴玩具（-8.68%）、

美克家居（-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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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个股一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个股资金流向，包装印刷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五：太阳纸业（0.24 亿元）、华泰股份（0.18

亿元）、博汇纸业（0.13 亿元）、中顺洁柔（0.12 亿元）、晨鸣纸业（0.10 亿元）；主力净流

出前五：凯恩股份（-0.12 亿元）、民丰特纸（-0.10 亿元）、山鹰纸业（-0.10 亿元）、岳阳林

纸（-0.05 亿元）、景兴纸业（-0.05 亿元）。 

 

家具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五：恒林股份（0.59 亿元）、永艺股份（0.48 亿元）、乐歌股份

（0.34 亿元）、志邦家居（0.22 亿元）、蒙娜丽莎（0.21 亿元）；主力净流出前五：索菲亚（-1.56

亿元）、浙江永强（-1.23 亿元）、美克家居（-0.46 亿元）、梦百合（-0.37 亿元）、兔宝宝（-0.20

亿元）。 

 

造纸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五：顺灏股份（1.04 亿元）、恩捷股份（0.56 亿元）、劲嘉股份

（0.43 亿元）、东港股份（0.40 亿元）、裕同科技（0.09 亿元）；主力净流出前五：吉宏股份

（-1.87 亿元）、美盈森（-0.45 亿元）、通产丽星（-0.34 亿元）、双星新材（-0.33 亿元）、浙

江众成（-0.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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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个股资金流向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重要个股陆股通资金流向，洁柔本周陆股通持股占比 7.92%，较上周上升 0.001pct；索菲亚

陆股通持股占比 29.99%，较上周上升 0.07pct；晨光陆股通持股占比 2.87%，较上周上升

0.02pct；裕同陆股通持股占比 2.86%，较上周上升 0.12pct；顾家陆股通持股占比 4.22%，

较上周上升 0.25pct；劲嘉陆股通持股占比 2.71%，较上周上升 0.26pct。 

 

图 4：个股资金流向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重点数据跟踪 

 

纸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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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本周铜版纸价小幅上涨 50 元/吨  图 6：本周胶版纸价基本保持稳定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7：本周白卡纸价基本保持稳定  图 8：本周箱板瓦楞纸价小幅上涨 30 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原材料价格： 

 

图 9：本周外盘浆价基本稳定  图 10：本周内盘针叶浆价格下跌 21 元/吨，阔叶浆价格

下跌 49 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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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本周外盘浆价基本稳定  图 12：本周内盘针叶浆价格下跌 21 元/吨，阔叶浆价格

下跌 49 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3：本周溶解浆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图 14：本周美废 8#价格基本稳定，11# 价格下跌 48 元/

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5：本周国废价格小幅上涨 28 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盈利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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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月间铜版纸吨毛利小幅下跌 84 元  图 17：月间胶版纸吨毛利小幅下跌 113 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8：月间白卡纸吨毛利小幅上涨 34 元  图 19：月间箱板纸吨毛利小幅下跌 4 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库存数据： 

 

图 20：月间中国港口木浆库存小幅下降 4 万吨  图 21：4 月欧洲港口木浆库存小幅增长 25 万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住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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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020 年 1-5 月商品房住宅竣工累计面积增速为

-11% 

 图 23：2020 年 1-5 月商品房住宅销售累计面积增速为

-12%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4：2020 年 1-5 月商品房住宅新开工累计面积增速为

-14% 

 图 25：2020 年 1-5 月商品房住宅施工累计面积增速为

3%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精装修数据： 

 

图 26：2020 年 1-3 月精装修住宅开盘套数 28.7 万套，

同比增长-57.6%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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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周上市公司动态 

 

【乐歌股份】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35%左右，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 60%

左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6000 万元-6700 万元，同比上升

155.5%-185.3%。 

【美克家居】因公司 2019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及净利润增长率均不满足业绩考核目标，

故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 414 万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调整后的价格回购注销。 

【中顺洁柔】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 1594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211.05 万份。公司需要回购 80.27 万股限制性股票，总股本将相应减少 80.27 万股，将由

13.09 亿股减少至 13.08 亿股。公司副总经理戴振吉先生已减持股份 41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的 0.03％。 

【安妮股份】公司决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01.4 万股，并注销股票期权 97.8 万份，公司

注册资本由 5.81 亿元减至 57.96 亿元。 

【东风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鑫瑞科技与百瑞尔包装拟共同投资设立鑫瑞奇诺运营 PVA 涂布

高阻隔膜项目。其中鑫瑞科技拟出资人民币 3500 万元，持有鑫瑞奇诺 70%的股权。 

【新通联】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商注

销登记手续己经办理完毕。 

【民丰特纸】四川良布、何忠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嘉丰增资 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四川良

布拟增资 72 万元，何忠拟增资 28 万元，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增资权。杭州嘉丰增资完成后，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00 万元，公司、四川良布以及何忠对杭州嘉丰的

持股比例由 51%、39%和 10%分别变更为 34%、50%和 16%，杭州嘉丰将不再是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瑞尔特】公司发布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现金（含税；

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 元） 

【通产丽星】公司同意子公司佛山南海国凯投资有限公司向力合（佛山）科技园出资人民币

不超过 5.9 亿元投资建设力合科技产业中心加速器项目。 

【纳尔股份】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29.35 亿元。

2020 年年度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威华股份】因尚未获得深交所确认意见，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李晓奇女士终止转让全部

股份给司徒民景先生。 

【劲嘉股份】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每 10 股派 1.5 元现金红利（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19

亿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梦百合】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吴晓风先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将股份转让给其配偶卞小红

女士 35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0.1％。 

【东风股份】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每 10 股 1.5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 亿

元。 

【四通股份】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意，公司与深圳嘉得天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

立的深圳前海四通嘉得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注销申请准予登记，基金注销工作完成。 

【恒林股份】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每10股2.8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59.83

万元。 

【天音控股】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每 10 股派 0.3 元现金红利（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3098.03 万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威华股份】公司向盛屯益兴、盛屯汇泽、厦门屯濋（拟设立）、瑞华控股指定的控股或全

资子公司、科创嘉源、杉杉创晖基金（拟设立）非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价格为 8.29 元/股，

股票数量不超过 2.23 亿股（含本数），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 30%；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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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亿元（含本数），全部以现金认购。其中，厦门屯濋（拟设立）的普通合伙人为盛屯集团，

出资份额为 1.05 亿元，占全部出资份额的比重为 52.50%，构成关联交易。 

【盛通股份】公司拟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1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9%，其

中首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37 万股，预留部分 78 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股本将由 5.44 亿股变更为 5.42 亿股。 

【*ST 宜生】公司全资子理想家居下属公司华达利因无法偿还部分债务拟进行债务重组，截

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华达利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及营业收入分别占公司合并报表的比例为

12.81%、15.15%及 64.61%。 

【王子新材】公司董事、副总裁蔡骅由于个人资金需求，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

司股份 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91%。 

【富森美】公司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14.33 元/股+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本次经调整需进行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合计数量 8.84 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2%。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7.565 亿股变更为 7.564 亿股。 

【易尚展示】公司将为一汽大众提供年度奥迪品牌 C 级车展展具服务及运营代理事宜，合同

涉及金额 6560.30 万元。 

【好太太】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01 亿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 亿元。 

【菲林格尔】公司完成了子公司菲林格尔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注册资本

2000 万美元。 

【大亚圣象】公司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由 11.31 元/股调整为 11.18 元/

股，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558.5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01%。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

生此前突然身故，选举陈建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兔宝宝】公司全资子公司兔宝宝投资公司与方圆金鼎共同设立樟树市盛元金鼎投资管理中

心。该基金总规模 2 亿元，兔宝宝投资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计划出资规模为人民币 1.98 亿

元，占基金 99%份额，方圆金鼎作为普通合伙人计划出资 200 万元，占基金 1%份额。 

【珠江钢琴】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6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5 元，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 

【王子新材】公司收到公司股东梁建宏及其一致行动人郑蓓蓓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数量-0.25 万股，变动后，其将持有王子新材 713 万股 A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4.9999%。 

【吉宏股份】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厦门吉客印少数股东来宾鹤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以人民币 1.2 亿元的价格收购来宾鹤超所持厦门吉客印 7%股权。交易完成后，厦门吉客印

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蒙娜丽莎】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6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5 元人民币现金，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盛通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唐正军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1.2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侯景刚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蔡建军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56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茶花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友梅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减持价格为 8.42-8.52 元/股，减持总金额为 84.72 万元，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威华股份】公司股东李晓奇计划自本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数量不超过 1487.87 万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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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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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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