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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中游唐山高炉开

工率大幅下行，上游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降幅收窄

英大证券国内宏观高频周报（20211206-20211212） 2021 年第 45 期

报告概要：

 从下游高频数据来看，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回落，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

交面积回落幅度较大。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大幅回落。100
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延续下行趋势，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

幅下行。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

回落幅度较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

题。”作为重点任务第七条单独提出。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放在会议要求第三条“结

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并未单独提出，因此下阶段的房

地产政策应当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大背景中考虑。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

批发销量均持续上行。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下行。猪、牛、羊肉批发价格

均回落。据发改委，终端市场对大规格肥猪仍有一定需求支撑，从而影响

屠企压价阻力较大，养殖单位抗价情绪较浓，供需博弈激烈，目前下游消

费略显疲软。鸡蛋批发价格小幅回落，白条鸡批发价格大幅上行。重点监

测蔬菜平均批发价下行，水果平均批发价小幅反弹。

 从中游高频数据来看，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乏力，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

业螺纹钢库存、唐山高炉开工率大幅下行。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回落、库

存小幅上行。线材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持续大幅下行。中、高产能

焦化企业开工率持续反弹。低、高产能焦化企业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南

华PTA指数反弹、PTA开工率陡峭下行，甲醇期货结算价、聚丙烯期货结算

价小幅反弹。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延续回落趋势，东北、西南地区水泥价格

下行幅度较大。玻璃期货结算价延续下行趋势。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

价格胶着。纸浆期货结算价小幅回落、库存反弹。

 从上游高频数据来看，CRB现货指数小幅上行、RJ/CRB商品价格指数反弹、

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反弹。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结算价、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降幅收窄。LME铜现货价格上行乏力，库存持续大幅反弹。

LME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乏力，库存升多降少。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

澳大利亚市场价持续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量持续小幅上行。铁矿石

期货收盘价大幅上行、成交额大幅回落。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回落，纽卡斯

尔煤炭价格延续反弹趋势、秦皇岛煤炭库存量持续大幅下行。

 从物流高频数据来看，BDI、BCI和 BSI持续大幅反弹，BPI和 BHSI上行

乏力。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CCFI反弹，美西航线运价上行幅度较大。

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大幅回落，煤炭运价回落幅度较大。

 从金融高频数据来看，美元兑人民币胶着。短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延

续上行趋势，中、长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央行决定于12月15日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

融机构），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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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游

从下游高频数据来看，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回落，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回落幅度

较大。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大幅回落。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延续下行

趋势，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

一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回落幅度较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解决好大城市住房

突出问题。”作为重点任务第七条单独提出。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要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放在会议要求第三条“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

经济循环。”中，并未单独提出，因此下阶段的房地产政策应当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大

背景中考虑。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上行。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下行。猪、

牛、羊肉批发价格均回落。据发改委，终端市场对大规格肥猪仍有一定需求支撑，从而影

响屠企压价阻力较大，养殖单位抗价情绪较浓，供需博弈激烈，目前下游消费略显疲软。

鸡蛋批发价格小幅回落，白条鸡批发价格大幅上行。重点监测蔬菜平均批发价下行，水果

平均批发价小幅反弹。

（一）房地产：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回落，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回落幅度较大

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回落，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回落幅度较大。12月12日当周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269.88万平方米，环比下行60.57万平方米，同比下行155.27万平

方米。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分别为63.85、139.96和66.07万平方米，环比

分别上行-33.15万平方米、-38.92万平方米和11.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上行-31.12万平方米、

-65.77万平方米和-58.39万平方米。

图 1：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回落（万平方米） 图 2：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大幅回落（套；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成交面积大幅回落。12月12日当周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为

13401套，环比下行5430套，同比下行6788套。十大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149.89万平方米，

环比下行61.57万平方米，同比下行72.77万平方米。

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延续下行趋势，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持续大幅下行。12

月12日当周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为437.81万平方米，环比下行472.68万平方米，同比



下行3056.50万平方米。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分别为67.74、239.84和130.23

万平方米，环比分别上行30.64万平方米、-273.63万平方米和-229.69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上

行-40.78万平方米、-470.84万平方米和-2544.88万平方米。

图 3：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延续下行趋势（万平方米） 图 4：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持续大幅下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回落幅度较大。12月12

日当周100大中城市土地成交面积为491.64万平方米，环比下行329.80万平方米，同比下行

3394.90万平方米。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土地成交面积分别为115.64、302.14和73.86万平

方米，环比分别上行-272.51万平方米、-0.56万平方米和-56.72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上行18.45

万平方米、-763.12万平方米和-2650.23万平方米。

（二）乘用车：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上行

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批发销量均持续上行。11月30日当周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销量为9.92

万辆，环比上行4.99万辆，同比上行4.93万辆。乘用车市场日均批发销量为11.9万辆，环比

上行5.60万辆，同比上行6.31万辆。

图 5：乘用车市场日均零售销量持续上行（万辆） 图 6：乘用车市场批发销量持续上行（万辆）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三）价格：鸡蛋批发价格小幅回落，白条鸡批发价格大幅上行

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下行。12月10日当周南华农产品指数为1003.23点，环比下行0.99%，

同比上行19.86%。



图 7：南华农产品指数持续下行（点） 图 8：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回落（元/公斤；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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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牛、羊肉批发价格均回落。12月10日当周猪肉批发价格为24.46元/公斤，环比下行1.17%，

同比下行42.90%。牛肉批发价格为77.73元/公斤，环比下行0.15%，同比上行2.07%。羊肉批

发价格为71.5元/公斤，环比下行0.57%，同比上行0.96%。

鸡蛋批发价格小幅回落，白条鸡批发价格大幅上行。12月10日当周鸡蛋批发价格为10.19元/

公斤，环比下行0.97%，同比上行30.47%。白条鸡批发价格为17.56元/公斤，环比上行2.39%，

同比上行5.53%。

图 9：白条鸡批发价格大幅上行（元/公斤；元/公斤） 图 10：重点监测蔬菜平均批发价下行（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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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监测蔬菜平均批发价下行，水果平均批发价小幅反弹。12月10日当周28种重点监测蔬

菜平均批发价格为5.39元/公斤，环比下行2.00%，同比上行10.68%。7种重点监测水果平均

批发价格为6.12元/公斤，环比上行0.33%，同比上行2.86%。

二、中游

从中游高频数据来看，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乏力，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

唐山高炉开工率大幅下行。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回落、库存小幅上行。线材期货结算价小

幅下行，库存持续大幅下行。中、高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持续反弹。低、高产能焦化企业

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南华PTA指数反弹、PTA开工率陡峭下行，甲醇期货结算价、聚丙烯

期货结算价小幅反弹。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延续回落趋势，东北、西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



度较大。玻璃期货结算价延续下行趋势。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胶着。纸浆期货结

算价小幅回落、库存反弹。

（一）钢铁：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唐山高炉开工率大幅下行

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乏力，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唐山高炉开工率大幅下

行。12月10日当周螺纹钢期货结算价为4307元/吨，环比下行0.55%，同比上行4.84%。Myspic

综合钢价指数为178.59点，环比下行0.04%，同比上行14.20%。螺纹钢库存为388.47万吨，

环比下行6.09%，同比下行8.92%。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为204.85万吨，环比

下行10.41%，同比下行17.89%。高炉开工率为46.69%，环比下行1.10个百分点，同比下行

20.16个百分点。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为39.68%，环比下行6.35个百分点，同比下行33.34个

百分点。

图 11：螺纹钢期货结算价反弹乏力（元/吨；点）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图 12：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螺纹钢库存（万吨） 图 13：唐山高炉开工率大幅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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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回落、库存小幅上行。线材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持续大幅下行。

12月10日当周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为4437元/吨，环比下行2.59%，同比上行0.96%。热轧卷

板库存为239.98万吨，环比上行1.22%，同比上行10.11%。线材期货结算价为4784元/吨，环

比下行1.08%，同比上行10.89%。线材库存为110.58万吨，环比下行8.70%，同比上行29.14%。



图 14：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回落、库存小幅上行（元/吨；万吨） 图 15：线材期货结算价小幅下行，库存持续大幅下行（元/吨；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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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持续反弹。低、高产能焦化企业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12月10

日当周产能小于100万吨、产能在100-200万吨和产能大于200万吨的焦化企业开工率分别为

33.26%、58.12%和67.71%。环比增减分别上行-1.01、1.42和1.76个百分点，同比增减分别上

行-19.31、-16.44和-19.61个百分点。产能小于100万吨、产能在100-200万吨和产能大于200

万吨的焦化企业焦炭总库存分别为7.03、9.47和29.91万吨。环比分别上行-24.33%、-5.68%

和-26.67%，同比分别上行46.46%、116.7%和102.92%。

图 16：中、高产能焦化企业开工率持续反弹（%） 图 17：低、高产能焦化企业库存均持续大幅回落（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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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工：南华 PTA指数反弹、PTA开工率陡峭下行

南华PTA指数反弹、PTA开工率陡峭下行，甲醇期货结算价、聚丙烯期货结算价小幅反弹。

12月10日当周南华PTA指数为443.89点，环比上行2.74%，同比上行20.82%。PTA开工率为

71.4%，环比下行5.57个百分点，同比下行20.19个百分点。甲醇期货结算价为2632元/吨，环

比上行0.53%，同比上行11.24%。聚丙烯期货结算价为7959元/吨，环比上行0.77%，同比下

行6.84%。



图 18：南华 PTA指数反弹（点） 图 19：PTA开工率陡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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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甲醇期货结算价、聚丙烯期货结算价小幅反弹（元/吨；元/吨）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三）建材：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延续回落趋势，东北、西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

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延续回落趋势，东北、西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12月10日当周

全国水泥价格指数为194.95点，环比下行2.02%，同比上行25.76%。分地区看，东北、华北、

华东、西北、西南和中南的水泥价格指数分别收于167.1、182.78、200.18、175.69、186.34

和211.58点，环比分别上行-5.04%、-0.21%、-1.63%、0、-3.95%和-2.92%，同比分别上行31.45%、

28.19%、20.98%、26.37%、43.94%和27.04%。

图 21：全国水泥价格指数延续回落趋势（点） 图 22：东北、西南地区水泥价格下行幅度较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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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期货结算价延续下行趋势。12月17日当周玻璃期货结算价为1802元/吨，环比下行0.66%，

同比下行7.11%。

图 23：玻璃期货结算价延续下行趋势（元/吨） 图 24：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胶着（元/吨）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英大证券研究所

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市场价格胶着。12月10日当周轻质纯碱市场价为3057元/吨，环比不变，

同比上行119.45%。重质纯碱市场价为3300元/吨，环比不变，同比上行128.69%。

（四）造纸：纸浆期货结算价小幅回落、库存反弹

纸浆期货结算价小幅回落、库存反弹。12月10日当周纸浆期货结算价为5852元/吨，环比下

行0.81%，同比上行12.63%。纸浆库存为44.63万吨，环比上行3.41%，同比上行284.03%。

图 25：纸浆期货结算价小幅回落（元/吨） 图 26：纸浆库存反弹（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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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游

从上游高频数据来看，CRB现货指数小幅上行、RJ/CRB商品价格指数反弹、南华工业品指数

小幅小幅反弹。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结算价、WTI原油期货结算价降幅收窄。

LME铜现货价格上行乏力，库存持续大幅反弹。LME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乏力，库存升多降少。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持续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量持续小幅

上行。铁矿石期货收盘价大幅上行、成交额大幅回落。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回落，纽卡斯尔

煤炭价格延续反弹趋势、秦皇岛煤炭库存量持续大幅下行。



CRB现货指数小幅上行、RJ/CRB商品价格指数反弹、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反弹。12月10

日当周CRB现货指数为570.84点，环比上行0.36%，同比上行31.01%。RJ/CRB商品价格指数

为225.91点，环比上行2.39%，同比上行40.11%。南华工业品指数为3078.31点，环比上行0.60%，

同比上行22.49%。

图 27：CRB现货指数小幅上行、RJ/CRB商品价格指数反弹（点） 图 28：南华工业品指数小幅反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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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油：国际原油价格降幅收窄，国内成品油价下降

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结算价、WTI原油期货结算价降幅收窄。12月10日当

周OPEC一揽子原油价格为74.03美元/桶，环比上行3.38%，同比上行49.31%。WTI原油期货

结算价为71.67美元/桶，环比上行8.16%，同比上行53.90%。布伦特原油结算价为75.01美元

/桶，环比上行4.49%，同比上行49.36%。

图 29：国际原油价格降幅收窄（美元/桶） 图 30：国内成品油价下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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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当周93#、97#和0#分别收于9933、10518和8444元/吨，环比分别上行-0.13%、0和

-0.14%，同比分别上行34.9%、35.16%和38.86%，较前值变化-2.68、-2.35和-3.26个百分点。

（二）有色金属：LME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乏力，库存升多降少

LME铜现货价格上行乏力，库存持续大幅反弹。12月10日当周LME铜现货结算价为9543美

元/吨，环比上行0.32%，同比上行23.28%。LME铜全球库存为8.18万吨，环比上行4.37%，

同比下行44.11%。



图 31：LME铜现货价格上行乏力，库存持续大幅反弹（美元/吨；

万吨）

图 32：LME铝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反弹（美元/吨；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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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铝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反弹。12月10日当周LME铝现货结算价为2625美元/吨，环

比下行0.87%，同比上行29.82%。LME铝全球库存为91.32万吨，环比上行3.44%，同比下行

31.32%。

LME锌现货价格小幅上行，库存大幅反弹。12月10日当周LME锌现货结算价为3332美元/

吨，环比上行0.24%，同比上行18.77%。LME锌全球库存为16.44万吨，环比上行7.22%，同

比下行23.48%。

图 33：LME锌现货价格小幅上行，库存大幅反弹（美元/吨；

万吨）

图 34：LME铅现货价格上行，库存小幅下行（美元/吨；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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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铅现货价格上行，库存小幅下行。12月10日当周LME铅现货结算价为2280美元/吨，环

比上行2.20%，同比上行10.76%。LME铅全球库存为5.58万吨，环比下行0.18%，同比下行

49.19%。

LME锡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持续“陡峭”上行。12月10日当周LME锡现货结算价为40150

美元/吨，环比下行0.12%，同比上行105.37%。LME锡全球库存为0.16万吨，环比上行7.99%，

同比下行54.53%。



图 35：LME锡现货价格小幅下行，库存持续“陡峭”上行（美元/

吨；万吨）

图 36：LME镍现价格回落，库存延续下行趋势（美元/吨；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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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E镍现价格回落，库存延续下行趋势。12月10日当周LME镍现货结算价为19960美元/吨，

环比下行1.63%，同比上行16.10%。LME镍全球库存为10.86万吨，环比下行3.52%，同比下

行55.33%。

（三）铁矿石：国内外铁矿石价格持续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量持续小幅上行

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持续大幅反弹，铁矿石港口库存量持续小幅

上行。12月10日当周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为383.07点，环比上行4.15%，同比下

行30.00%。铁矿石澳大利亚市场价为716元/吨，环比上行5.02%，同比下行30.67%。12月9

日当周国内铁矿石港口库存量为15484万吨，环比上行0.18%，同比上行22.82%。

图 37：国内外铁矿石价格持续大幅反弹（点；元/吨） 图 38：铁矿石港口库存量持续小幅上行（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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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期货收盘价大幅上行、成交额大幅回落。12月10日当周铁矿石期货收盘价为639.5元/

吨，环比上行4.41%，同比下行35.37%。铁矿石期货成交额为780.55亿元，环比下行13.80%，

同比下行71.81%。



图 39：铁矿石期货收盘价大幅上行、成交额大幅回落（元/吨；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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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煤炭：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延续反弹趋势、秦皇岛煤炭库存量持续大幅下行

动力煤期货收盘价回落，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延续反弹趋势、秦皇岛煤炭库存量持续大幅下

行。12月10日当周鄂尔多斯动力煤坑口价为874元/吨，环比下行3.85%，同比上行105.65%。

12月10日当周动力煤期货收盘价为676.8元/吨，环比下行20.71%，同比下行9.11%。澳大利

亚纽卡斯尔-中国舟山FDI煤炭价格为18.17美元/吨，环比上行2.25%，同比上行83.23%。澳

大利亚海波因特-中国舟山FDI煤炭价格为17.32美元/吨，环比上行0.46%，同比上行51.06%。

秦皇岛港煤炭库存量为487万吨，环比下行8.11%，同比下行1.02%。

图 40：秦皇岛煤炭库存量持续大幅下行（元/吨；万吨） 图 41：纽卡斯尔煤炭价格延续反弹趋势（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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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流

从物流高频数据来看，BDI、BCI和BSI持续大幅反弹，BPI和BHSI上行乏力。中国出口集装

箱运价指数CCFI反弹，美西航线运价上行幅度较大。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大幅回落，煤

炭运价回落幅度较大。

（一）航运：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大幅回落，煤炭运价回落幅度较大

BDI、BCI和BSI持续大幅反弹，BPI和BHSI上行乏力。12月10日当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巴拿马型运费指数BPI、好望角型运费指数BCI、超级大灵便型运费指数BSI和小灵便



型运费指数BHSI分别收于3272、3068、4827、2551和1572点，环比分别上行3.19%、-1.92%、

5.07%、4.94%和0.83%，同比分别上行170.19%、109.42%、236.61%、147.43%和135.33%。

图 42：BDI、BCI和 BSI持续大幅反弹，BPI和 BHSI上行乏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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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反弹，美西航线运价上行幅度较大。12月10日当周中国出口

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为3238.35点，环比上行1.23%，同比上行144.62%。美东、美西和欧洲

航线运价指数分别收于2489.21、2438.17和5161.89点，环比分别上行-0.97%、4.16%和0.79%，

同比分别上行90.12%、101.84%和241.65%。

图 43：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CCFI反弹（点） 图 44：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大幅回落，煤炭运价回落幅度较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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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大幅回落，煤炭运价回落幅度较大。12月10日当周中国沿海散货运

价指数CCBFI为1519.1点，环比下行6.37%，同比上行26.75%。其中，成品油、原油、金属

矿石、煤炭和粮食分别收于1456.66、1541.72、1372.1、1658.06和1815.54点，环比分别上行

-0.07%、0、-1.78%、-8.89%和-2.03%，同比分别上行-1.9%、0、18.91%、32.87%和69.47%。

五、金融

从金融高频数据来看，美元兑人民币胶着。短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延续上行趋势，中、

长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央行决定于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

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

金约1.2万亿元。



（一）外汇和利率：美元兑人民币胶着，短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延续上行趋势

美元兑人民币胶着。12月11日当周美元兑人民币为6.37美元/人民币，环比不变，同比下行

17.00%。

图 45：美元兑人民币胶着（美元/人民币） 图 46：短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延续上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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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延续上行趋势，中、长期限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下行。12月11

日当周1年期中证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3%，环比上行2.02BP，同比下行18.95BP。5年期中证

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72%，环比下行1.57BP，同比下行13.18BP。10年期中证国债到期收益

率为2.84%，环比下行3.00BP，同比下行45.00BP。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

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本报告中所依据的信息、资料及数据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渠道，英大证券研究所力求其准确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客户

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在核实后使用，并独立作出投资决策。

本报告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授权或同意，任何机构、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刊载、转载、转发，或向

其他人分发。如因此产生问题，由转发者承担相应责任。本公司保留相关责任追究的权利。

请客户注意甄别、慎重使用媒体上刊载的本公司的证券研究报告，在充分咨询本公司有关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或其他服务人员意见后，正确

使用公司的研究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和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189号） ，英大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