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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观点：关注家居板块零售复苏，造纸

需求回暖 
■重点关注家居板块零售复苏机会：5月以来，家居零售领域恢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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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Q4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17%，虽 20Q1

受疫情影响阶段性停滞，但 4月以来竣工下滑幅度明显收窄，5月预计

延续竣工回暖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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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618 购物节力度近似“双十一”，京东推出领券

享九折、满减专区、爆款直降等活动，天猫推出百亿补贴、咨询客服

享折扣、618活动大促价等活动，消费者情绪被带动，预计 6月家具企

业零售端仍将保持稳步恢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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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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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关注：【索菲亚】目前工程端衣柜渗透率仍然较低，对比厨柜，

衣柜市场景气度相对较高。作为定制衣柜龙头企业，公司仍积极推动

管理及渠道治理改革，随着改革逐步落地，今年公司治理得到改善、

经销商管理有望迎来突破，激发企业活力；整装/家装渠道是 19 年新

开发的渠道，参考欧派家居去年整装业务收入超过 6 亿元，同比增长

率高达 106%，后续索菲亚整装业务规模逐步形成，将有效推动公司业

绩增长。【大亚圣象】公司前董事长陈晓龙于 5 月 31 日突发心脏病离

世，近几年困扰公司的控制权纠纷暂时告一段落，企业治理问题有望

得到解决；并且公司作为国内地板行业龙头品牌，稳居零售市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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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业务高速增长，随着客户项目竣工放量，工程业务增速有望维持，

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拉动力。【敏华控股】公司零售业务增长呈现加速

趋势，渠道方面线上发力、线下下沉，随着疫情好转，Q2以来公司零

售业务恢复明显，5月增长进一步加速；海外疫情影响逐渐得到控制，

5月海外订单呈现逐步恢复趋势，疫情下行业洗牌加剧，中长线有助于

公司份额提升，同时，公司越南工程全面投产，抗风险能力增强。 

 

■造纸板块，纸价筑底，关注需求回暖：本周，铜版纸、胶版纸、白卡

纸价格保持稳定，箱板瓦楞纸延续上周增长趋势，小幅上涨 50元/吨。

目前，国内铜版纸价格为 5110元/吨，低于历史价格区间的 25%分位，

胶版纸价格为 5325元/吨，创历史新低，白卡纸价格为 5727元/吨，处

于历史相对较低位臵，箱板纸价格为 3948 元/吨，瓦楞纸价格为 3569

元/吨，略高于历史价格区间的 25%分位。根据卓创统计，目前，铜版

纸及胶版纸需求震荡中小幅回调，仍处于去库存阶段，白卡纸需求端

暂无利好消息释放，箱板瓦楞纸处于传统消费淡季，下游需求无明显

放量，价格均相对保持稳定。目前来看：成本端：截至 2020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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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元/吨、3750元/吨，欧洲港口库存量出现回弹，

达到 148万吨，环比增长近 25万吨，国内港口库存量 173万吨，环比

小幅减少 4 万吨，整体来看，短期内，整体库存仍处于高位，短期内

需求相对疲软，浆价反弹概率不大。供求方面，需求端随着消费及居

民外出活动的恢复，以及各地学校陆续开课，文化纸需求逐步修复中；

箱板瓦楞纸受出口影响，需求恢复仍然较为缓慢；生产端，文化纸产

能扩张基本停滞，部分条线停机/转产，边际向好。总体来看，目前纸

价基本筑底，反弹仍需等待需求端复苏。 
 

■推荐组合：索菲亚/大亚圣象/敏华控股/中顺洁柔/晨光文具 

 

■风险提示：零售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房地产项目竣工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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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动态及核心观点 

 

重点关注家居板块零售复苏机会：5 月以来，家居零售领域恢复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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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Q4 竣工面积同比增长 17%，虽 20Q1 受疫情影响阶段性停滞，但 4 月

以来竣工下滑幅度明显收窄，5 月预计延续竣工回暖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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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618 购物节力度近似“双十一”，京东推出领券享九折、

满减专区、爆款直降等活动，天猫推出百亿补贴、咨询客服享折扣、618 活动大促价等活动，

消费者情绪被带动，预计 6 月家具企业零售端仍将保持稳步恢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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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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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关注：【索菲亚】目前工程端衣柜渗透率仍然较低，对比厨柜，衣柜市场景气度相对较

高。作为定制衣柜龙头企业，公司仍积极推动管理及渠道治理改革，随着改革逐步落地，今

年公司治理得到改善、经销商管理有望迎来突破，激发企业活力；整装/家装渠道是 19 年新

开发的渠道，参考欧派家居去年整装业务收入超过 6 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 106%，后续索

菲亚整装业务规模逐步形成，将有效推动公司业绩增长。【大亚圣象】公司前董事长陈晓龙

于 5 月 31 日突发心脏病离世，近几年困扰公司的控制权纠纷暂时告一段落，企业治理问题

有望得到解决；并且公司作为国内地板行业龙头品牌，稳居零售市场第一，大宗业务高速增

长，随着客户项目竣工放量，工程业务增速有望维持，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拉动力。【敏华

控股】公司零售业务增长呈现加速趋势，渠道方面线上发力、线下下沉，随着疫情好转，Q2

以来公司零售业务恢复明显，5 月增长进一步加速；海外疫情影响逐渐得到控制，5 月海外

订单呈现逐步恢复趋势，疫情下行业洗牌加剧，中长线有助于公司份额提升，同时，公司越

南工程全面投产，抗风险能力增强。 

 

造纸板块，纸价筑底，关注需求回暖：本周，铜版纸、胶版纸、白卡纸价格保持稳定，箱板

瓦楞纸延续上周增长趋势，小幅上涨 50 元/吨。目前，国内铜版纸价格为 5110 元/吨，低于

历史价格区间的 25%分位，胶版纸价格为 5325 元/吨，创历史新低，白卡纸价格为 5727 元

/吨，处于历史相对较低位臵，箱板纸价格为 3948 元/吨，瓦楞纸价格为 3569 元/吨，略高于

历史价格区间的 25%分位。根据卓创统计，目前，铜版纸及胶版纸需求震荡中小幅回调，仍

处于去库存阶段，白卡纸需求端暂无利好消息释放，箱板瓦楞纸处于传统消费淡季，下游需

求无明显放量，价格均相对保持稳定。目前来看：成本端：截至 2020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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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元/吨、3750

元/吨，欧洲港口库存量出现回弹，达到 148 万吨，环比增长近 25 万吨，国内港口库存量 173

万吨，环比小幅减少 4 万吨，整体来看，短期内，整体库存仍处于高位，短期内需求相对疲

软，浆价反弹概率不大。供求方面，需求端随着消费及居民外出活动的恢复，以及各地学校

陆续开课，文化纸需求逐步修复中；箱板瓦楞纸受出口影响，需求恢复仍然较为缓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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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文化纸产能扩张基本停滞，部分条线停机/转产，边际向好。总体来看，目前纸价基本筑

底，反弹仍需等待需求端复苏。 

 

2. 本周行情复盘 

 

本周上证综指收于 2930.80 点，周涨幅 2.75%；深证成指收于 11180.60 点，周涨幅 4.04%，

其中创业板指上涨 3.82%。轻工制造板块周涨幅 2.15%，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3.47%。细

分子板块来看，家具板块本周涨幅-1.55%；造纸上涨 4.22%；包装印刷板块上涨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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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钰（+41.18%）、广博股份（+31.85%）、

浙江永强（+24.74%）、吉宏股份（+24.43%）、珠海中富（+22.05%）；跌幅最大的前五家分

别为志邦家居（-16.09%）、金牌厨柜（-13.60%）、皮阿诺（-9.65%）、索菲亚（-9.48%）、

江山欧派（-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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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汇纸业（0.59 亿元）、太阳纸业（0.58

亿元）、恒丰纸业（0.01 亿元）、荣晟环保（-0.01 亿元）、景兴纸业（-0.01 亿元）；主力净流

出前五：中顺洁柔（-0.78 亿元）、凯恩股份（-0.30 亿元）、岳阳林纸（-0.12 亿元）、美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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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亿元）、山鹰纸业（-0.11 亿元）。 

 

家具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五：美克家居（0.53 亿元）、威华股份（0.28 亿元）、ST 永林

（0.09 亿元）、尚品宅配（0.01 亿元）、我乐家居（0.01 亿元）；主力净流出前五：兔宝宝（-1.35

亿元）、索菲亚（-1.02 亿元）、海鸥住工（-1.00 亿元）、蒙娜丽萨（-0.56 亿元）、欧派家居

（-0.49 亿元）。 

 

造纸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前五：集友股份（0.20 亿元）、湘江众成（0.11 亿元）、ST 界龙

（0.11 亿元）、恩捷股份（0.08 亿元）、劲嘉股份（0.02 亿元）；主力净流出前五：吉宏股份

（-0.46 亿元）、东港股份（-0.37 亿元）、双星新材（-0.27 亿元）、奥瑞金（-0.22 亿元）、翔

港科技（-0.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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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较上周上升 0.22pct；索菲亚陆

股通持股占比28.71%，较上周上升0.18pct；晨光陆股通持股占比2.71%，较上周下滑0.06pct；

裕同陆股通持股占比 2.83%，较上周上升 0.03pct；顾家陆股通持股占比 3.86%，较上周上

升 0.06pct；劲嘉陆股通持股占比 2.54%，较上周上升 0.06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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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陆股通持股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重点数据跟踪 

 

纸张价格： 

 

图 5：本周铜版纸价保持稳定  图 6：本周胶版纸价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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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白卡纸价保持稳定  图 8：本周箱板瓦楞纸价小幅上涨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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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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价格： 

 

图 9：本周外盘浆价小幅下降 30美元/吨  图 10：本周内盘浆价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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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周溶解浆价格小幅上涨 100元/吨  图 12：本周美废价格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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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本周国废价格小幅上涨 30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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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拟： 

 

图 14：月间铜版纸吨毛利小幅下降 110元  图 15：月间胶版纸吨毛利小幅下降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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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月间白卡纸吨毛利小幅下降 85元  图 17：月间箱板纸吨毛利小幅下降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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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月间中国港口木浆库存小幅减少 4万吨  图 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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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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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周上市公司动态 

 

【好莱客】公司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3.096 亿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 1046 万股为基数

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65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9 亿元。“好客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6.62 元/股调整为 16.27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于 2020年 6月 5日开始生效。 

【环球印务】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5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1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1.8 亿股，注册资本变为 1.8 亿元。 

【大亚圣象】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 5月 31 日不幸逝世。

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案为：以公司现有股本 5529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30元，合计派发 7189万元。股权登记日为 2020年 6月 8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9 日。 

【晨光文具】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业务、技术骨干人员共 334 人进行股

权激励，授予数量为 743 万股。本计划授予的股票在授予登记完成日起满 12 个月后分 3 期

解除限售，每期解除的比例分别为 30%、30%和 40%。 

【志邦家居】公司董监蒯正东先生于 2020年 1月 31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期间内，合

计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蒯正东先生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并结合自身资产管理情况及资金需求，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帝欧家居】公司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 38895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红股 0 股，转增 0 股，

派发现金 0.989754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850 万元。 

【菲林格尔】公司以总股本 15133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9 股，

共转增 5902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21035万股。 

【永吉股份】公司鉴于全资子公司黔兴图文自成立以来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活动。根据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为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配臵，优化内部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现拟注销全资子公司，并授权经营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等工作。 

【裕同科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第四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3 名，董事长为王华君先生，副董事长为吴兰兰女士。同时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其中总裁为王华君先生，证券事务代表为蒋涛先生。 

【劲嘉股份】为加强劲嘉产业园的厂区及配套设施的物业管理，完善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

机制，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劲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600 万元在全资子公

司，名为深圳市劲嘉产业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统筹劲嘉产业园的物业管理与服务。 

【海伦钢琴】公司以总股本 2535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8 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9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年 6月 10日。 

【岳阳林纸】公司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收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财政建筑业

扶持资金 1257 万元。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累计收到建筑业扶持资金、

企业发展扶持基金、稳岗补贴、进口浆退税等政府补助合计 3956 万元。 

【富森美】公司以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股本 75649 万股为基数，扣除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91 万股后的股份总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币 1.50 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6 月 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0年 6 月 9日。 

【山鹰纸业】公司拟以鹰 19转债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1亿元及相关利息对浙江山鹰进行增资，

增资款将根据项目进度分期拨付到位。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资金总额上限为 2580 万元，以

“份”为分配单位，每份份额的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2.6733 元，上限为 966 万份，单个员工

必须认购整数倍份额。 

【中顺洁柔】公司审议通过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解除限售日期：2020 年 6月 8 日，激励对象共计 533 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559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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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公司拟以当前总股本 22672 万股扣除公司回购的股份后应分配股数 22385 万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910 万元，其余

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年度。2019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ST 银鸽】公司 A股股票已连续 16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人民币 1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民丰特纸】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公司控股股东民丰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

份（843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0%）被司法冻结。 

【美凯龙】公司拟向不超过三十五名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股票的数量将不超过 9.13 亿股。 

【山东华鹏】公司拟以自有设备作为标的物，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融资租赁，融资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租赁期限 24 个月。 

【实丰文化】公司子公司艺丰贸易、实丰创投自 2020年 1 月 1 日至今，累计收到与收益相

关的各类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1001 万元。 

【顾家家居】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7 元。“顾家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35.42 元/

股，6 月 4 日至 10 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为

2020/6/11。 

【好莱客】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以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求。 

【我乐家居】公司因 5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对其持有的已授予未

解锁的 6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注销日为 2020 年 6 月 9 日，注销完成后，剩余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 217 万股。 

【浙江永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建强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业务，本

次共解除质押股数 5233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40.4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1%，解除质

押日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王子新材】公司股东漫江碧透由于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本次减持 100 股，变动后将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4.99995%。 

【顾家家居】海通证券的资产管理产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转让顾家转债

109.73 万张，占发行总量的 10%。 

【志邦家居】公司监事解明海先生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合计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42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87%。 

【裕同科技】公司以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8.7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8

元现金，总计派息 2.44 亿元。“裕同转债”转股价格将由 23.52 元/股调整为 23.24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12 日起生效。 

【新宏泽】持有公司 996.8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23%）的股东彩云投资，计划通

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960 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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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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Aut hor Statement 
 分析师声明 
 
雷慧华、骆恺骐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

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

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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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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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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银银 上海区域销售经理 18217126875 wangyy4@essence.com.cn 

北京联系人 李倩 北京基金组主管 18500075828 liqian1@essence.com.cn 

 张莹 北京区域销售负责人 13901255777 zhangying1@essence.com.cn 

 夏坤 北京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5210845461 xiakun@essence.com.cn 

 温鹏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3811978042 wenpeng@essence.com.cn 

 曹琰 北京基金组销售经理 15810388900 caoyan1@essence.com.cn 

 姜东亚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3911268326 jiangdy@essence.com.cn 

 张杨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5801879050 zhangyang4@essence.com.cn 

 刘晓萱 北京区域销售副总监 18511841987 liuxx1@essence.com.cn 

 王帅 北京区域销售经理 13581778515 wangshuai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胡珍 深圳基金组高级销售副总监 13631620111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深圳基金组销售副总监 18926033448 fanhq@essence.com.cn 

 黎欢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5820484816 lihuan@essence.com.cn 

 聂欣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540211209 niexin1@essence.com.cn 

 巢莫雯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8682080397 chaomw@essence.com.cn 

 杨萍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0755-82544825 yangping1@essence.com.cn 

 黄秋琪 深圳基金组销售经理 13699750501 huangqq@essen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