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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Important Statement 

 

1. 本报告由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证指数”或“本公司”）生成，相

关知识产权归华证指数所有。客户在未获得本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得擅自进行修

改、复制、出版、发表、转卖、公开传播、创造派生作品等，否则本公司将依法追

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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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表现

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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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的状态。 

3.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不提供法律性、经济性的意见或建议，

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及特定需求，

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4.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

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 

5. 本报告列示的数据及所做的分析，均是基于报告出具之日前获取的信息。报告的内

容以正式书面报告形式为准，电子版报告文本仅供参考。在书面报告出具前，本公

司保留根据数据继续修订完善的权利。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1006 室    

邮编：200122 

电话：+021 5339 7050 

传真：+021 5339 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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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Interpretation 

 

名称 解释 

ESG 指英文 Environment（环境）、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

责任）和 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

业的环境贡献、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绩效而非纯财务绩效

的全新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用以衡量企业在可持

续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安全事故 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意外的突发事件的总称，通常

会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使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断。 

 

财务可信度 指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的可信程度，一般取决于审计公司

为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出具的审计意见与结论，如审计意见

为完全无保留意见，则意味着该公司的财务可信度较高。 

 

董事会独立性 指上市公司应坚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并在公司治理过程

中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上市公

司应设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占所有董事的比例是三分之

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

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

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短期偿债风险 指上市公司短期偿债的能力情况，一般由公司的短期负

债、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以及企业的流动资产等因素决定，

短期负债占比越高，企业的现金流越差，一般意味着企业

的短期偿债风险就越高。 

 

扶贫 指企业或社会团体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

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或贫困

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高管违规违法事件 指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被证监会、交易所等实施处罚的违

法违规事件。 

 

股东违规违法事件 指上市公司的股东被证监会、交易所等实施处罚的违法违

规事件。 

 

股权质押 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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