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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要点： 

 行业信息 

1、天津发布《交通强国天津方案》 高起点开启交通强市新篇章； 

2、《天津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推动中医药在传承

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市公司信息 

1、富通鑫茂（000836.SZ）：中标中国移动普通光缆及特种光缆产品集中采

购项目； 

2、天津普林（002134.SZ）：2020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6.54%； 

3、桂发祥（002820.SZ）：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 

4、绿茵生态（002887.SZ）：发布关于小站镇 2020 年造林绿化工程(1 标段)

中标结果的公告； 

5、百利电气（600468.SH）：发布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6、博迈科（603727.SH）：2020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00.43%。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速低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重大变化、原材料价格异常波动以及

疫情等突发事件影响。 

 

 

 
 

行

业

研

究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跟

踪

报

告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 

 齐艳莉 

022-28451625 

qyl_tj@126.com 

Table_Contactor] [Table_Doc]  
 



                                          天津行业资讯和上市公司信息公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2 of 10 

 

目  录 

1. 行业信息 ....................................................................................................................... 3 

1.1 天津发布《交通强国天津方案》 高起点开启交通强市新篇章 .................................................................. 3 

1.2 《天津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 3 

2. 上市公司信息公告 ....................................................................................................... 5 

2.1 富通鑫茂（000836.SZ）：中标中国移动普通光缆及特种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 5 

2.2 天津普林（002134.SZ）：2020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6.54% ....................................................... 6 

2.3 桂发祥（002820.SZ）：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 ...................................................................................... 6 

2.4 绿茵生态（002887.SZ）：发布关于小站镇 2020 年造林绿化工程(1 标段)中标结果的公告 ..................... 7 

2.5 百利电气（600468.SH）：发布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 7 

2.6 博迈科（603727.SH）：2020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00.43% ........................................................ 7 

 

 

 

 

 

 

 

 

 

 

 

 

 

 

 

 

 

 

 

 

 

 

 

 

 



oXzVfUmWqUpPsPaQcMaQsQmMnPoOeRmMoRjMnOoP6MrQqPNZmOuNuOsRsN

                                          天津行业资讯和上市公司信息公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3 of 10 

 

1. 行业信息 

1.1 天津发布《交通强国天津方案》 高起点开启交通强

市新篇章 

日前，《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交

通强国天津方案》（以下简称《交通强国天津方案》）已正式印发。按照《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部署要求，我市将以港口为魂、铁路为骨、道路为基、航空为翼，

打造国际枢纽港口、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家会展中心三大物流节点，构建连通

西向北向的铁路货运对外通道、内通外联广泛覆盖的韧性公路网络、服务末端高

效运转的集疏运体系等三大运输通道，全面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交通强国天津方案》将分两个阶段具体实施。第一阶段是到 2035 年基本建成

交通强市，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放眼世界，海空两港链接全球，建成

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3000

万标准箱，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 7000 万人次；融入区域，两网三圈畅联京冀，

建成高效率快速网和高品质干线网，形成京津雄 30 分钟城际通勤圈、京津冀主

要城市 1 小时高铁交通圈和 3 小时高速公路物流圈；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全面覆

盖，双城间轨道交通 30 分钟通达，基本实现建制村 10 分钟到公交站、乡镇 15

分钟上高速。第二阶段是到本世纪中叶，设施、服务、技术、管理达到世界一流

水平，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资料来源： 

http://www.tianjindangjian.gov.cn/tj/2020/0728/ff808081706b3c7e017393259b8033c2.html 

 

1.2 《天津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印

发：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印发了《天津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从 6 个方面 20点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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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指出要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服务机构建设，筑牢基层中医

药服务阵地，以信息化支撑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以中医电子病历、电子处

方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等。 

《方案》明确要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彰显中医药在

疾病治疗中的优势。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做优做强专科专病;强化中医药在

疾病预防中的作用;提升中医药特色康复能力，到2022年，50%以上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能够提供中医康复服务等。 

《方案》提出要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药产业创新发

展，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改革完善中药注册管理，加强中药

质量安全监管等。 

《方案》指出要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医药院校

教育，突出中医思维培养，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优化人才成长途径，

开展不同层次的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组织开展高层次中医药学者专项选拔培养

计划，为培养后备中医药领域院士提供全面支持;健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到

2022 年，培养 100 名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天津市名中医人数增加 10%至 15%

等。 

《方案》明确要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中的精

华精髓，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系统布局市级中医药科技创新基地，推动

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市部共建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推动

中医药开放发展，推动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天士力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中医

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 

《方案》提出要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完善中医药价格和医保政策，合

理确定新增收费项目及价格，改善中医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完善投入保障机制，

鼓励设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中医药发展基金;健全中医药

管理体制，完善中医药服务监督机制，加强组织实施等。 

资料来源：http://www.satcm.gov.cn/xinxifabu/gedidongtai/2020-07-29/16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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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公司信息公告 

2.1 富通鑫茂（000836.SZ）：中标中国移动普通光缆及

特种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近日，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通过“中国移动采购与招

标网”分别发布了“中国移动 2020 年至 2021 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中标候选

人公示”及“中国移动2020年至2021年特种光缆产品集中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相关中标候选人，现公示

期已结束。具体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中标项目概况 

招标单位：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 2020-2021 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 

招标内容：光缆中的光纤及成缆加工部分； 

招标规模：预计采购规模约 374.58 万皮长公里（折合 1.192 亿芯公里）； 

中标单位：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份额：11.67%； 

供货周期：中标产品供货周期一般为一年，实际周期以客户最终需求为准。 

二、特种光缆产品集中采购中标项目概况 

招标单位：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 2020-2021 年特种光缆产品集中采购； 

招标内容：光缆中的光纤及成缆加工部分； 

招标规模：预计采购规模约 15.53 万皮长公里（折合 517.06 万芯公里）； 

中标单位：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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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份额：14.04%； 

供货周期：中标产品供货周期一般为一年，实际周期以客户最终需求为准。 

根据中标数量及公司报价测算，预计普通光缆分配量约 1391 万芯公里，中标金

额约 5.36 亿元（不含税），占 2019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47.1%；预计特

种光缆分配量约 72.6 万芯公里，中标金额约 4974.88 万元（不含税），占 2019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4.37%。 

 

2.2 天津普林（002134.SZ）：2020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 76.54% 

天津普林发布 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21,392.05 万元，同比增长 3.3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1,013.23 万元，同比增长 76.54%，基本每股收益 0.04 元。 

 

2.3 桂发祥（002820.SZ）：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  

桂发祥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中华津点食品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华津

点”）的告知函，获悉中华津点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 4,096,000 股，占比 2%。本次减持前，中华津点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华传统

食品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496,203 股，占比 13.91%；本次减持后，

中华津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400,203 股，占比 11.91%。中华

津点及其一致行动人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造成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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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绿茵生态（002887.SZ）：发布关于小站镇 2020 年

造林绿化工程(1 标段)中标结果的公告 

近日，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http://www.tjnjs.com/）发布了小站镇 2020 年造林

绿化工程(1 标段)中标结果公示，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百绿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成为小站镇 2020

年造林绿化工程(1 标段)（以下简称“项目”）的中标人，中标价格为 9423.4903

万元。 

 

2.5 百利电气（600468.SH）：发布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百利电气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收到控股股东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液压集团”）通知，及液压集团转发的其控股股东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装备集团”，直接持有液压集团 100%股权）出具的《关

于同意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百利装

备集团计划于 2020年 7月 30日将其持有的液压集团股权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

行产权转让项目信息预披露，股权转让比例为 100%。液压集团产权转让预披露

具体信息详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2.6 博迈科（603727.SH）：2020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 200.43% 

博迈科发布 2020 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96,700.77 万元，同比增长 94.0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4,210.16 万元，同比增长 200.43%，基本每股收益 0.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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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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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倞 

+86 22 2386 1600 

 

 

策略研究 

宋亦威 

+86 22 2386 1608 

严佩佩 

+86 22 2383 9070 

博士后工作站 

张佳佳 资产配置 

+86 22 2383 9072 

张一帆 公用事业、信用评级 

+86 22 2383 9073 

博士后工作站 

苏菲 绿色债券 

+86 22 2383 9026 

刘精山 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 

+86 22 2386 1439 

 

综合管理 

齐艳莉（部门经理） 

+86 22 2845 1625 

李思琦 

+86 22 2383 9132 

机构销售•投资顾问 

朱艳君 

+86 22 2845 1995 

王文君 

+86 10 6810 4637 

  

合规管理&部门经理 

任宪功 

+86 10 6810 4615 

风控专员 

张敬华 

+86 10 6810 465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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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研究所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 A座写字楼 

邮政编码：300381 

电话：（022）28451888 

传真：（022）28451615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甲 143 号 凯旋大厦 A 座 2 层 

邮政编码：100086 

电话： （010）68104192 

传真： （010）68104192 

 

 

渤海证券研究所网址：  www.ewww.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