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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指数 -0.83 2.76 -4.90 
小盘指数 -0.41 -1.31 -10.72 

中盘指数 -0.28 0.55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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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3.94 -13.70 -13.70 

中药 1.96 21.69 21.69 

食品加工 1.88 40.77 40.77 

农产品加工 1.84 -10.54 -10.54 

医药商业 1.32 26.62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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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运营 -1.47 30.94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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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重点推荐 

 合盛硅业（603260）公告点评：新建 20 万吨硅氧烷项目，高 ROE低成本

产能快速扩张，维持买入评级！ 

 公告拟投资建设 20 万吨/年硅氧烷项目。公司公告拟投资 44.1 亿元在新
疆石河子地区建设 20 万吨/年硅氧烷项目，包括配套的甲醇、钾碱、热
电联产装置等，项目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项目建设期 3 年，预计 2021
年投产。 

 低成本产能快速扩张，市占率将稳步提升。目前公司拥有金属硅产能 80
万吨（包括一季度投产的 40 万吨新项目），有机硅单体产能 33 万吨。扩
产项目一：今年一季度 40万吨金属硅项目已经建成投产贡献产量，配套
自备电厂及石墨电极厂预计在三季度投产。扩产项目二：2017 年底开始
建设年产 10 万吨硅氧烷及下游深加工募投项目，预计 2019 年投产。扩
产项目三：本次公告的石河子年产 20万吨硅氧烷项目，预计 2021年投
产。三个项目完全建成后公司将拥有 80 万吨金属硅、93 万吨有机硅单体
产能。 

 行业端金属硅由于供给侧改革预计未来年化产品均价将稳中有升，有机
硅由于产能不足预计 2019年年下半年之前价格将持续强势。 

 低成本快速扩张的金属硅龙头，维持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我们预
计公司 2018-2020年金属硅销量分别为 59.6 万吨、69.8 万吨、70万吨，
有机硅产品销量分别为 20.7 万吨、26.7万吨、32.5万吨，产品价格方
面核心假设 2017-2020 年金属硅 441 均价分别为 13100元/吨、13200 元
/吨、13700 元/吨、14000元/吨，环体硅氧烷均价分别为 25000 元/吨、
32000 元/吨、29000元/吨、29000 元/吨，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3 亿、40 亿、50 亿，对应 PE分别为 15 倍、12倍、
10 倍，且目前金属硅及有机硅产品价格每上涨 10%公司年化净利润增厚
10 亿元，有弹性有估值有成长的行业龙头，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光伏需求增速不及预期；金属硅价格超预期下跌。 

(联系人：王宏为/徐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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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报告 

合盛硅业（603260）公告点评：新建 20 万吨硅氧烷项目，高 ROE 低成本产能快速扩张，维持买

入评级！ 
 公告拟投资建设 20 万吨/年硅氧烷项目。公司公告拟投资 44.1亿元在新疆石河子地区建设 20 万吨/年硅氧烷项

目，包括配套的甲醇、钾碱、热电联产装置等，项目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项目建设期 3 年，预计 2021 年投

产。 

 低成本产能快速扩张，市占率将稳步提升。目前公司拥有金属硅产能 80万吨（包括一季度投产的 40 万吨新项

目），有机硅单体产能 33万吨。扩产项目一：今年一季度 40 万吨金属硅项目已经建成投产贡献产量，配套自备

电厂及石墨电极厂预计在三季度投产。扩产项目二：2017 年底开始建设年产 10 万吨硅氧烷及下游深加工募投项

目，预计 2019 年投产。扩产项目三：本次公告的石河子年产 20万吨硅氧烷项目，预计 2021年投产。三个项目

完全建成后公司将拥有 80万吨金属硅、93 万吨有机硅单体产能。 

 行业端金属硅由于供给侧改革预计未来年化产品均价将稳中有升，有机硅由于产能不足预计 2019 年年下半年之

前价格将持续强势。 

 低成本快速扩张的金属硅龙头，维持盈利预测，维持买入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金属硅销量分别为

59.6万吨、69.8万吨、70万吨，有机硅产品销量分别为 20.7 万吨、26.7万吨、32.5万吨，产品价格方面核心

假设 2017-2020 年金属硅 441 均价分别为 13100 元/吨、13200 元/吨、13700元/吨、14000 元/吨，环体硅氧烷

均价分别为 25000 元/吨、32000 元/吨、29000 元/吨、29000 元/吨，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 33亿、40亿、50 亿，对应 PE分别为 15倍、12倍、10倍，且目前金属硅及有机硅产品价格每上涨 10%公

司年化净利润增厚 10亿元，有弹性有估值有成长的行业龙头，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光伏需求增速不及预期；金属硅价格超预期下跌。 

(联系人：王宏为/徐若旭) 

 

 

今日推荐报告 

金禾实业（002597）点评：三氯蔗糖继续扩产，有望复制安赛蜜成功之路 

 公司公告：公司将原可转债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400 吨吡啶盐项目”变更为“三氯蔗糖技改扩建项目”，拟将

公司年产 1500 吨三氯蔗糖项目产能提升至年产 3500 吨，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 亿元及利息收入，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预计建设周期为 12个月，实施地点位于公司年产 1500吨三氯蔗糖项目车间内。 

 安赛蜜龙头地位稳固，三氯蔗糖扩产有望不断提升市场份额，复制安赛蜜成功之路。公司当前安赛蜜产能 1.2

万吨，市场份额超 60%，龙头地位稳固。2008 至 2013 年间安赛蜜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约 3 万/

吨，公司依靠产业链和技术优势，成本显著低于竞争对手，因此在低价竞争时期，竞争对手份额不断缩减甚至

被迫退出市场，公司份额持续扩大成为绝对龙头，掌握行业定价权。2013 年后产品价格开始反转，2017年均价

上涨至 4.5 万/吨，目前价格上涨 5 万/吨左右，涨价趋势仍在延续。公司三氯蔗糖原有产能 500 吨，2017 年 3

月底新增 1500 吨产能投产，目前已处于满产状态。三氯蔗糖作为新型健康甜味剂需求旺盛，公司进一步扩产

2000吨产能顺应市场需求。目前三氯蔗糖价格不到 25万/吨，已低于大部分厂家成本线，而公司通过技术提升

和规模效应，成本持续下降，仍可保持较高毛利率。预计未来公司三氯蔗糖市场份额有望不断提升，复制安赛

蜜成功之路。 

 定远一期有望四季度投产，注入成长新动力。公司在定远盐化工业园内投资 22.5 亿元人民币建设循环经济产

业园，一期项目包括糠醛（1.5 万吨）、甲乙基麦芽酚（5000 吨）、氯化亚砜（8 万吨）等，二期项目包括巴

豆醛（2万吨）、双乙烯酮（3 万吨）、山梨酸钾（3万吨）等，其中一期项目有望四季度投产。本次扩产计划

体现公司进一步向化工产品上游原料开发延伸，扩展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整合；进一步发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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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提高综合竞争能力，有利于公司在食品添加剂、 医药中间体等精细化工、生物科技领域内相关领域新的

拓展，注入成长新动力。 

 投资评级：维持“买入”评级，维持盈利预测，预计 2018-2020年归母净利润 12.54、15.08、16.81 亿元，EPS

为 2.22、2.67、2.98元，对应 PE为 11X、9X、8X。 

(联系人：宋涛/沈衡) 

 

华鲁恒升（600426）公告点评——百万吨尿素装置投产，多产品涨价、煤价下跌，Q2 业绩有望超

预期 

公司公告：公司肥料功能化项目部分生产装置近日试车成功，打通流程，进入试生产阶段。该项目改造提升一套合

成氨及尿素生产装置，提高装备和技术水平，优化产业平台；50 万吨/年尿基复合肥装置尚处于建设中。 

 尿素产能达 200 万吨，降本增效扩大领先优势。公司原有 180万吨尿素产能，其中有 80 万吨尿素装置运行年限

较长、能耗相对较高；本项目采用 15MPa合成氨装置替代一套传统 22MPa 合成氨装置，采用先进的高效合成、

低能耗尿素工艺技术建设尿素装置，替代一套水溶液全循环法尿素装置。项目投产之后，在降低合成氨能耗的

同时，预计新增的 100万吨尿素装置将对原 80 万吨老装置实现替代，公司尿素总产能达到 200万吨，综合成本

进一步下降，扩大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我国尿素行业经历多年整合，总产能已经下降至 8000 万吨左右，行业

供需格局明显改善；当前正值春耕旺季，下游农业需求旺盛，而国内厂家库存较低，截至 5 月 4日，国内尿素

企业库存仅 47.7万吨，比去年同期低 33%。自 3 月以来，尿素价格震荡上行，华鲁恒升大颗粒尿素出厂报价 2100

元/吨，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油价站上新台阶，甲醇产业链景气上行，煤油价差扩大增厚业绩。公司依托低成本清洁煤气化技术，拥有 320

万吨氨醇平台产能，并发展出一线多头的丰富产品结构，甲醇和液氨是公司高 ROE 品种的核心。受益于油价上

涨、国内装置检修集中和下游 MTO 需求稳定增长，甲醇价格维持高位；从中长期来看，甲醇作为连接煤化工和

石油化工的重要基础化工品，随着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产业快速发展，甲醇价格正在体现出和油价越来越

高的相关性。在油价中枢上行、全球甲醇供需走向平衡的背景下，甲醇及其下游产品的景气度逐步上行。公司

的煤气化平台在行业内有着突出的成本优势，叠加原料煤价格下跌、产品价差不断扩大，甲醇产业链的景气上

行将为公司带来巨大的业绩弹性 

 醋酸价格大涨，Q2 业绩有望超预期，期待 Q3 煤制乙二醇投产。近日醋酸市场供需紧张加剧，国内厂家集中检

修、海外装置推迟重启、下游需求向好，推动价格连续上涨至 5250 元/吨，公司现拥有 50万吨醋酸产能，醋酸

价格每上涨 1000元/吨，公司 EPS增厚 0.23 元。当前价格较 Q1均价已上涨 620元，而同期原料煤价格下降，

Q2 业绩有望超出市场预期。50 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预计将于三季度投产，在当前油价环境下，煤制乙二醇有着

突出的成本优势，达产后年化利润有望达到 10 亿元。公司以氨醇、醋酸产业链列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

目规划，未来发展获得政策支持，新一轮百亿级资本开支打开公司长期成长空间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维持公司盈利预测，预计 18-20 年 EPS 为 1.52、1.85、2.04 元，对应 PE 为 12X、10X、

9X，维持“增持”评级 

(联系人：李楠竹/宋涛/马昕晔) 

 

超募、低价还是惯性？——关于工业富联报价策略再探讨 

 预期超募高价策略对此次整体报价博弈格局并不会产生大的影响。5月 16日，新浪财经报道“富士康启动招股 

投行人士：募集资金或大大超过 272 亿”。我们之前也有注意到招股书有注明，募集资金超过募投项目需求量

部分，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我们认为，这一报道可能会对部分投资者报价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对整体网下报

价博弈格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细思之下，我们认为影响会比较有限。毕竟多数投资者对此次方案中

的网下获配七成要锁定一年的风险还是较为敏感的，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当超募报价市盈率达到 20倍时，对应

的价格为 16.11 元，则最终愿意并能够入围的投资者数量也会锐减。我们以降至 1000 家为例，则对应的单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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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金额约为 600 万元，显然这一资金规模远远超出了近年来单批新股申购获配资金，不可避免会对产品账户流

动性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可能会导致部分资产规模偏小的产品因工业富联的获配而不能满足资管新规的单只证

券持股比例限制或者公司内部的相关风控规定，因此，我们认为超募报价并不会对工业富联整个网下报价博弈

格局产生较大影响，更不会成为报价主流。 

 合理估值“折价”下的低价策略也不会成为此次主流。同时，我们注意到，目前市场上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

此次工业富联的招股书没有明确规定拟募集资金，其实是更强调了询价市场化，投资者将更多关注工业富联本

身的合理估值，在网下七成锁定的前提下，报价上也会考虑要有一定的合理估值的“折价”，预留更多安全边

际，可以肯定的是此类投资者报价上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采取低价策略。而我们认为这一类投资者也不会是

整个网下报价博弈格局的主流，原因在于，其一，对于何为“合理估值”目前仍是见仁见智；其二，现行报价

惯性依然很强。 

 报价惯性下，14.04 元和 14.05 元或仍是此次报价集中分布区。现行的新股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4年以来已实施

多年，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文件或相关政策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市场按照现行报价惯性运行

的概率依然比较强大，而目前询价机制下，决定网下申购投资者能否成功入围的关键是网下整体报价博弈格局，

因此，新股申购中“少数服从多数”依然是较为安全的策略。因此，我们认为 14.04 元和 14.05 元或仍是工业

富联报价集中分布区。 

 报价亦需考虑自身风险承受力，14.05 元第一时间申报或是更安全策略。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尽管影响较

小，前文提到的报道可能还是会对报价高于 14.05 元的投资者数量带来一定增量，因此，报 14.05 元的“最高

10%的剔除风险”将可能进一步下降。 另外，14.05 元相比 14.04 元，价格高一分对企业而言则可多募约 1970

万元 。因此，我们调整预期发行价至 14.05 元，并建议第一时间申报！当然，不排除小概率事件发生，如定价

高于 14.05 元。同时，再次提醒投资者报价时也需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而且，投资者之间的报价博弈在询

价期间还将可能发生动态变化。以上分析仅供各位投资者参考之用，具体报价仍然由投资者自主决定！ 

(联系人：林瑾/彭文玉) 

 

 

 

 

 

 

昨日报告推荐 

盘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业 及美国退出核协议影响——石油化工行业深度报

告 谢建斌 

云需求引领 2018 - 2023光通信设备市场增长；5G 承载论坛在京举行，多

位专家共谈 5G技术进展；5G 加速推进，产业化渐进 ——申万宏源通信周

报（2018/5/7-5/11） 刘洋，分机 7428 

单月保费高增，改善趋势下全年新单拐点可期——上市险企 2018 年 4月保

费数据点评 王丛云，分机 7430 

客座率历史新高，成本压力边际减弱—— 航空运输业 4 月数据点评  王立平，分机 7468 

河北标准再升级 期待全国性推广——环保政策专题研究报告之十七 刘晓宁，分机 7415 

供给有弹性，需求有韧性—— 2018 年 4 月钢铁行业数据点评  姚洋，分机 7447 

5G 加速推进，强烈建议关注 2018 投资机会——通信行业未来网络峰会点评 刘洋，分机 7428 

 加速通信核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中美贸易战对通信的影响分析 刘洋，分机 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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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603008）深度：专注床垫塑造品牌，狼性文化改革公司，厚积薄发

开启高增长时代 周海晨，屠亦婷，分机 7446 

道氏技术（300409）点评：拟完全控股佳纳能源及青岛昊鑫，钴板块业绩弹

性大，导电剂成长可期 宋涛，分机 7505 

晶瑞股份（300655）点评：可转债募资投入眉山 8.7万吨电子材料建设，配

套周边强劲需求 宋涛，分机 7505 

中航沈飞（600760）点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布，坚定看好公司未来股

价表现 周海晨，分机 7446 

增长快于创业板，周期性成长表现佳——新三板 2017年年报点评 刘靖，分机 7461 

违约统计：一件简单但容易犯错的事——违约分析框架系列二 孟祥娟，分机 7396 

基本面担忧弱化，继续看多二季度债市——2018年 5月 15 日债市日评 孟祥娟，秦泰，分机 7396 

经济下行走势未改——2018年 4月经济数据点评 孟祥娟，秦泰，分机 7396 

融资融券日报 180516 王晓亮，分机 7314 

动态组合基金版 180516 王晓亮，分机 7314 

动态组合价值版 180516 王晓亮，分机 7314 

动态组合精选版 180516 王晓亮，分机 7314 

动态组合配置版 180516 李念，分机 7562 

动态组合双融版 180516 李念，分机 7562 

汇编早间版 180516 周睿，分机 7308 

汇编综合版 180516—每日市况 庄杨，分机 7586 

钻石版 180516 庄杨，分机 7586 

至尊版 180516 庄杨，分机 7586 

白金版 180516 庄杨，分机 7586 

黄金版 180516 庄杨，分机 7586 

经典版 180516 庄杨，分机 7586 

精华版 180516 庄杨，分机 7586 

石四药集团（2005：HK）— 细分领域王者,受益行业整合 武煜，分机 7269 

华油能源——新纪元 余文俊，分机 7301 

人口红利 黄哲，分机 7262 

【申万宏源晨会纪要】首推石油化工行业深度报告、计算机行业深度 龚毓幸，分机 7405 

战配提振信心，网下锁定七成——关于工业富联发行方案设计特点及影响的

点评 林瑾，彭文玉，分机 7728 

“两难”询价下的博弈应对——关于工业富联发行方案设计特点及影响的点

评（续） 林瑾，彭文玉，分机 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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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报告或销售服务请联系机构销售部。网址：www.swsresearch.com；电话总机：（8621）23297818 

 

机构客户中心联系名单 

姓名 分工 直线 分机 E-mail 

王征 中心负责人 23297518 7518 wangzheng4@swhysc.com 

华东机构部      

李晨 华东机构部负责人 23297589 7589 lichen3@swhysc.com 

郑敏 销售经理 23297240 7240 zhengmin@swhysc.com 

郭颖 销售经理 23297209 7209 guoying1@swhysc.com 

周为为 销售经理 23297348 7348 zhouweiwei@swhysc.com 

茅炯 销售经理 23297219 7219 maojiong@swhysc.com 

金芙蓉 销售经理 23297531 7531 jinfurong@swhysc.com 

何颖仪 销售经理 23297535 7535 heyingyi@swhysc.com 

闫冬 销售经理 23297536 7536 yandong1@swhysc.com 

浦洁 销售经理 23297526 7526 pujie@swhysc.com 

李可 销售经理 23297529 7529 like1@swhysc.com 

吴蓓 销售经理 23297322 7322 wubei@swhysc.com 

薛姣 销售经理 23297220 7220 xuejiao1@swhysc.com 

程新星 销售经理 23297475 7475 chengxinxing@swhysc.com 

陈陶 销售助理 23297221 7221 chentao1@swhysc.com 

华北机构部      

李梦杰 华北机构部负责人 010-66500627  limengjie@swhysc.com 

徐琥 销售经理 1066500628  xuhu1@swhysc.com 

张笑荣 销售经理   zhangxiaorong@swhy.com.cn 

姚明昊 销售经理 010-66500625  yaominghao@swhysc.com 

刘蒙 销售经理 010-66500620  liumeng1@swhysc.com 

权金英 销售经理 1066500622  quanjinying@swhysc.com 

孙利群 机构销售 010-66500618  sunliqun@swhysc.com 

许钱乾 机构销售 010-66500630  xuqianqian@swhysc.com 

杨墨 机构销售 010-66500629  yangmo@swsresearch.com 

王梦颖 机构销售 010-66500621  wangmy@swsresearch.com 

李丹 销售助理 1066500631  lidan4@swhysc.com 

华南机构部      

谢文霓 华南机构部负责人 23297211 7211 xiewenni@swhysc.com 

夏苏云 销售经理 0755-83027814  xiasuyun@swhysc.com 

李境晗 销售经理 0755-88285871  lijinghan@swhysc.com 

陈左茜 销售经理 0755-23832751  chenzuoxi@swhysc.com 

周虹 销售经理 0755-23832993  zhouhong1@swhysc.com 

刘莉 销售经理 0755-88285689  liuli5@swhysc.com 

杨爽柔 销售经理 0755-23832050  yangshuangrou@swhysc.com 

胡强 销售经理 0755-88284495  huqiang@swhy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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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 销售经理 0755-88280095  lizhen@swsresearch.com 

包金梅 销售经理 0755-23832423  baojm@swsresearch.com 

胡洁云 销售助理 23297247 7247 hujieyun@swhysc.com 

海外业务部      

韩宜庭 销售经理 0755-88285336  hanyiting@swhysc.com 

胡馨文 销售经理 23297753 7753 huxinwen@swhysc.com 

程斐 销售助理 23297213 7213 chengfei@swsresearch.com 

渠道产品部      

胡敏 渠道产品部负责人 23297522 7522 humin@swsresearch.com 

程浩 销售经理 23297278 7278 chenghao@swhysc.com 

左孝鹏 销售经理 23297528 7528 zuoxp@swhysc.com 

孙琛 销售经理 23297252 7252 sunchen@swhysc.com 

叶斯然 销售经理 23297245 7245 yesiran@swhysc.com 

陈梦妮 销售助理 23297483 7483 chenmengni@swhysc.com 

营销管理部      

王莉娟 营销管理部负责人 23297248 7248 wanglj@swhysc.com 

武颖川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71 7271 wuyingchuan@swhysc.com 

鲍丽萍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58 7258 baolp@swhysc.com 

刘莉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18 7218 liuli4@swhysc.com 

周杨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215  zhouyang2@swhysc.com 

张鹰飞  业务发展经理 23297476  zhangyingfei@swhysc.com 

客户服务部     

丁芳艳 客户服务部负责人 23297466 7466 dingfangyan@swhysc.com 

朱芳 业务支持小组 23297233 7233 zhufang2@swhysc.com 

徐雄健 业务支持小组 33388216  xuxj@swhysc.com 

管莉莉 业务支持小组 23297235 7235 guanlili@swhysc.com 

程晓昀 客户关系小组 23297406 7406 chengxiaoyun@swhysc.com 

廖筱婕 客户关系小组 23297208 7208 liaoxiaojie@swhysc.com 

陈桂兰 客户关系小组 33388220  chenguilan@swhy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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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分析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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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

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

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与公司有关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隶属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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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编号为：

ZX0065。本公司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持有或交易本报告提到的投资标的，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标的提供投资银行服

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规地履行披露义务。客户可通过 compliance@swsresearch.com 索取有关披露资料或登录

www.swsresearch.com 信息披露栏目查询从业人员资质情况、静默期安排及其他有关的信息披露。 

机构销售团队联系人    

上海 陈陶 021-23297221 18930809221 chentao1@swhysc.com  

北京 李丹 010-66500610 18930809610 lidan4@swhysc.com  

深圳 谢文霓 021-23297211 18930809211 xiewenni@swhysc.com  

综合 朱芳 021-23297233 18930809233 zhufang2@swhysc.com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Buy）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Neutral)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Underperform)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5％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Overweight） ：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 (Neutral)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weight)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
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
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申银万国使用自己的行业分类体系，如果您对我们的行业分类有
兴趣，可以向我们的销售员索取。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客户应当认识到本晨会报告为相关研究报告的节选摘要，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

公司 http://www.swsresearch.com 网站刊载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并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

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

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

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惟一因素。客户应自主作出

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任何

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

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

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

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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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

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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