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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看港股

■

异动股扫描

机构最新评级

摩通：兖州煤业首季业绩符预期

摩根大通集团表示，虽然兖州煤业（

1171.HK

）的澳洲业务表现令

人失望，但其第一季度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该行在考虑了集团在现货

煤市场的表现，以及近期并购活动对估值的影响后，上调集团

2012-

2014

年盈利预测

3%

，对其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维持在

20

港元不

变。（兖州煤业昨日报收于16.18港元）

瑞银：思捷环球目标价上调至17.2港元

瑞银集团指出，自去年

9

月份思捷环球（

0330.HK

）公布重组计划

起，股价一直呈大幅波动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已反映出市场对集团

或将出现转机的预期。 在集团公布重组方案初期，该行对此次重组能

否成功表示怀疑，而目前市场似乎对其重组已经认可。

该行预期，思捷环球第三季度销售或会进一步恶化，但估计其中

期业绩的毛利数据会有惊喜。 从股价看，第三季度数据表现不大可能

成为股价催化剂， 夏季举行的投资者日活动或对股价有正面刺激作

用。该行表示，该股现价表现已反映重组进展符合实际预期，目标价由

15.4

港元上调至

17.2

港元，对其评级由“沽售”上调至“中性”。（思捷环

球昨日报收于16.02港元）

高盛：SOHO中国新收购项目确保增长率

高盛集团指出，因

SOHO

中国（

0410.HK

）收购了上海两个项目，故

上调其目标价

5%

， 由

6.35

港元上调至

6.68

港元， 轻微下调其

2013

年、

2014

年盈利预测

0.7%

和

0.6%

， 主要考虑到并购将导致相关财务开支

增加，而天山路项目预期将于

2015

年完成，短期内未能贡献盈利。

虽然

SOHO

中国销售自

3

月起有轻微改善， 年初至今预售达

19

亿

元人民币，但仅实现

2012

年管理层目标和该行预测的

8%

和

13%

，业绩

表现落后于同行，故该行对其维持“中性”评级。 （SOHO中国昨日报

收于5.92港元）

美银美林：潍柴动力业绩低于预期

美银美林集团指出，潍柴动力（

2338.HK

）第一季度纯利下跌

45%

，

低于市场和该行的预期。 由于集团第一季度纯利仅占市场对其全年预

测的

18%

，该行预计将有一连串的纯利预测相应下调。 在存准金率调低

的情况下，虽然集团的销售动力下半年可能持续改善，但其纯利能力未

必能全面恢复，加上产品利润率及均价存在压力，因此维持对其“跑输

大市”评级，目标价为

35

港元。（潍柴动力昨日报收于36.05港元）

天齐锂业（002466）

因公告称公司获得四川

雅江县措拉锂辉石探矿权，

天齐锂业昨日强势涨停。 该

公告发布于昨日午间， 下午

开盘后天齐锂业即直线拉升

并封住涨停。 该股当日振幅

达到

15.27%

，成交额急剧放

大至

2.27

亿元， 为前一交易

日的

5

倍多。

海南瑞泽（002596）

受海南国际旅游岛先

行试验区基础设施开工的

消息刺激， 昨日海南股集

体大涨， 海南瑞泽强势涨

停。 该股开盘后迅速上攻

涨停， 尽管指数盘中调整

引发大笔抛盘， 但涨停板

始终未被打开， 显示资金

做多态度坚决。

当升科技（300073）

受到创业板退市制度出

台的影响， 本周前两个交易

日创业板股票大多表现低

迷，当升科技昨日一字跌停。

当升科技是目前创业板中首

家出现年度业绩亏损的公

司，因此遭受到极大抛压。昨

日跌停板少有买单， 因此成

交额显著萎缩， 全日仅成交

883.6

万元，为此前一个交易

日的

1/5

。

政策风声渐起 A股能否乘风飞舞

□

本报记者 陈光 熊锋

改革构筑A股牛市基础

中国证券报： 今年以来资本

市场的政策十分引人关注， 特别

是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 创业板

退市制度的改革等举措相继推

出。有中证网网友向二位提问，本

周前两天

A

股上演大震荡， 很多

人都说这是因为

5

月

1

日即将实施

的创业板退市制度引起的， 两位

嘉宾怎么看待退市制度以及其他

一些改革的影响， 后市操作对投

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陈海峰： 我相信目前公布的

措施仅是

A

股制度改革的很小一

部分。就目前来讲，这些制度应该

说都处于不断尝试性推出的过

程，对于创业板退市制度，我相信

也是树立健康、 长期稳健成长的

资本市场的需求。 最近创业板退

市制度的推出引发了市场调整，

我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现象， 短期

影响在于对创业板的公司造成了

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相关股票下

跌的内在机制还是创业板很多公

司严重高估。

从长远来看， 退市制度实际

上是保护了优质公司。 资源是有

限的，包括货币也是这样，只有正

确地进行资源配置才能够让优质

的公司得到更快的发展。 如果资

本市场不进行退市改革， 大量垃

圾公司继续存在， 资源配置就相

对差了， 就不存在有效率的市场

环境。 所以我想这个改革是牛市

的必要条件。

赵袭： 虽然创业板指数未来

一段时间内面临相当大的下行风

险，但是如果

A

股市场践行完善的

退市制度，

A

股可能就会迎来比较

蓬勃的上涨。

近期降准概率大

中国证券报： 市场认为央行

将于近期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

率，二位认为概率大吗？

赵袭： 最近公布的一些大宗

商品相关数据， 包括铜等金属还

有原油的库存都在上升， 所以短

期而言通胀压力相对较轻。同时，

目前既然处于经济下行期， 政策

总是要给企业减轻负担， 降准是

最主要的常用手段。从现在来看，

印度、 巴西等新兴国家纷纷实行

降息政策。 目前国内存款准备金

率处于最高水平， 接下来降存准

的概率我个人感觉确实比较大。

陈海峰： 我觉得降准势在必

行， 因为过去收紧和不断提高存

款准备金率， 对国内中小企业已

经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从

经济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到，大部

分新兴产业都密布在中小企业当

中，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大损害

了中小企业经营效益。目前来看，

我认为今年政策其实已经从很多

层面上在释放流动性了， 包括对

中小企业的特殊政策等。 同时我

觉得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外汇的变

化， 因为中国市场整个货币松紧

已经不是一个内部问题了， 这一

点上中国经济跟全球经济已经一

体化。我们看到，外汇有一定程度

的流出， 因而更有必要进行流动

性放松， 我觉得降准是比较确定

的事。

一年内将过3000点

中国证券报： 请谈一下目前

的具体投资策略， 以及对于近期

点位的判断。

赵袭：

A

股上涨行情

80%

都产

生在年报和中报披露期。 目前而

言，年报披露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看不到很重要的政策出台，

所以预计

4

、

5

月份市场可能相对

比较平淡，投资机会不会太多。当

然，

A

股点位已经非常低， 一些蓝

筹股的价格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所以操作策略很简单， 保持

4

至

6

成的仓位， 配置感觉比较踏实的

二线蓝筹。

陈海峰： 我们对今年整体策

略是比较看好的，因为这是我们对

经济基本面的看法，我们也对今年

A

股制度改革充满了期待。 对于政

策方面，包括

A

股市场的改革我们

觉得是非常有决心的，震荡只是在

为大行情做准备。我们预计未来一

年内大盘有望突破

3000

点。

在品种方面， 我们认为最具

爆发力的是证券行业， 目前是证

券行业最近十年的行业拐点，给

投资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机遇。 同

时，地产股也存在比较好的机会，

基本面的原因在于现在地产股的

价格肯定远远低于本身的价值。

看好蓝筹股行情

中国证券报： 今年以来，从

监管层到研究机构谈蓝筹股都

比较多，蓝筹股的投资价值到底

如何？

赵袭：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

大的下跌过后都会孕育中长期很

好的投资机会， 如果追求稳定回

报， 现在买入蓝筹做中长期投资

是很好的选择， 比理财产品都好

很多倍。就操作而言，目前市场对

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并没有消

失， 因而对蓝筹股进行波段操作

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陈海峰：我觉得投资蓝筹股

的理念是对的，大家都应该买质

优的股票，但是在海外买蓝筹股

最多的应该是养老基金、共同基

金等公募基金，很多蓝筹股每年

涨幅不大， 但是每年都有分红，

因而总体收益率是不错的。 目

前， 政策改革之一就是分红制

度，这也为买入蓝筹股提供了非

常大的动力。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自身改革成为影响

A

股整体走势的重要因素。

5

月

1

日即将实施创业板退市制度引发创业板大幅下

挫。近期的政策远不止于此，比如目前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征求意见已结束，方案即将正式公布。那么，近期监管层对于

A

股的多

项政策，到底对市场有何影响？ 中证面对面请到了上海国富投资管理公司投资总监陈海峰和上海三升投资董事总经理、投资总监

赵袭和广大投资者一起交流。

■

新股定位

New�Stock

宜通世纪（300310）

均值区间：

19.10-22.30

元

极限区间：

16.00-26.04

元

公司是一家提供通信网络技

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

术企业。 主要为电信运营商和设

备商提供包括核心网、无线网、传

输网等全网络层次的通信网络工

程建设、维护、优化等技术服务。

公司有多个产品获得中国国际软

件博览会创新奖。 公司与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

营商，以及爱立信、诺基亚、西门

子等国际知名通信设备商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

齐鲁证券：18.6-20.46元。 公

司核心竞争力优势明显。首先，独

特的商业模式，即跨技术专业、多

网络制式、 多厂家设备的全业务

服务模式；其次，领先的研发和创

新能力；第三，长期稳定的大客户

合作关系；最后，稳定的专业管理

团队和优秀的技术人才队伍。 预

计公司

2012-2014

年每股收益分

别为

0.93

元、

1.17

元和

1.42

元。

国泰君安：18-22元。 公司业

务结构中， 通信网络工程服务占

比最高，达

40%

以上，毛利率也高

于其他业务， 是目前公司最重要

的收入来源。 公司的营销体系分

为对运营商直接销售和对设备商

营销两种。 公司主要竞争优势是

能够提供全网一体化服务， 具有

“产品

+

服务”业务模式，且在核心

网服务上有较强的能力。 预计

2012

至

2014

年

EPS

分别为

1.00

元、

1.33

元与

1.72

元。

安信证券：21.39-26.04元。公

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于“总部服务

支撑基地及大区服务中心建设项

目”、“通信网络信令平台项目”和

“研发中心技改项目”等三个项目，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全业务服务

能力。预计

2012

至

2014

年全面摊薄

后

EPS

分别为

0.93

、

1.22

和

1.70

元。

光大证券：20.9-24元。

2011

年宜通世纪实现营业收入

5.2

亿

元， 净利润

6438

万元，

2008-2011

年两项指标的复合增速分别达到

23.5%

和

27.4%

。预计

2012-2014

年

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速为

35%

，对

应

EPS

分别为

0.95

元、

1.34

元和

1.80

元。

任子行（300311）

均值区间：

15.96-18.96

元

极限区间：

14.91-20.44

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网络内容

与行为审计和监管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主要从事网络内容与行为

审计和监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并提供安全集成、安全审计相

关服务。公司形成从计算机终端到

网络在线分析等全面的网络内容

与行为审计产品线。公司是国家计

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认定的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

位，也是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国家高

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单位。

安信证券：15.6-19.5元。 信息安

全市场前景广阔，细分市场发展迅速。

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良好的

品牌形象，拥有完善的产品体系，全面

涉足高中低端市场， 覆盖政府机构、

军工、网吧、教育文化、金融、能源、宾

馆酒店、运营商、医院等各领域。募投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现有

的产品和研发体系。 预计

2012

、

2013

年

EPS

分别为

0.78

和

1.06

元。

平安证券：15.8-18元。 公司在

专用安全审计、 通用安全审计市场

及网络内容与行为监管市场上，以

较强竞争力占据领先地位， 尤其在

网吧专用安全审计市场中占有率达

32%

，居国内第一。 预计公司

2012

、

2013

年

EPS

分别为

0.73

元、

0.99

元。

国泰君安：14.91-17.89元。 公

司的专用安全审计、 通用安全审

计、网络监管产品及安全集成三部

分收入一直保持了大致

1

：

1

：

1

的比

例 ，

2011

年分别占整体营收的

33%

、

27%

、

40%

；硬件、软件、服务

则分别占营收的

50%

、

35%

、

15%

。

预期公司发行后

2012-2014

年

EPS

分别为

0.71

元、

0.95

元、

1.14

元。

中信建投：

17.52-20.44

元。公

司专注于信息安全领域中的网络

安全审计和网络内容监管， 并在

网吧专用审计市场中获得市场领

先地位。 公司提供三类产品和服

务， 预计公司

2012

年

EPS

为

0.73

元。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合理估值

区间为

2012

年

PE24-28

倍。

天山生物（300313）

均值区间：

13.17-15.46

元

极限区间：

10.80-18.20

元

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牛品种改

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之一。 公司

依托齐全的奶牛、 肉牛及乳肉兼

用牛的良种基因库， 通过应用良

种繁育体系研究成果及性控冻

精、 胚胎移植等前沿遗传生物技

术与产品，为牛养殖户提供集品种

改良、良种繁育、育种规划、饲养管

理及疫病防治等综合良种繁育服

务。公司是国家级牛冷冻精液生产

单位和国家级良种牛基地，是新疆

唯一一家国家级冻精生产企业，国

内良种繁育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公司多次承担国家和新疆自治区

星火项目、 重点科研及推广项目，

并多次获得奖励。

中信建投：13-14.8元。 区位优

势和技术优势构筑护城河。 本次募

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

11443.19

万

元，其中“牛性控冷冻精液生产与

开发项目”拟投资

7839

万元，“良种

繁育信息技术中心项目”的建设将

建立国内外优质奶牛、肉牛信息数

据库。预计公司

2011-2013

年

EPS

分

别为

0.3

元、

0.37

元、

0.47

元。

光大证券：14.8-16.65元。 公

司种公牛存栏量达

248

头，居国内

第一， 主要为畜牧行业提供优质

冻精、 胚胎等遗传物质及相关服

务，业务覆盖国内主要畜牧区域。

种牛冻精市场潜力巨大。 预计公

司

2012

、

2013

年

EPS

分别为

0.37

、

0.50

元，作为

A

股首家动物育种型

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稀缺定价。

国泰君安：15.4-18.2元。公司

近三年营收、净利润增速较快。冻

精业务是主要利润来源， 综合毛

利率较为稳定。畜牧业稳步增长，

低良种覆盖率拉动未来高品质冻

精需求量。 募投项目用于性控冻

精项目建设。 预计

2011-2013

年

EPS

为

0.30

、

0.38

、

0.52

元。

申银万国：

13.2-15.8

元。预计

2012

、

2013

年公司实现归属母公

司净利润

3417

万元、

4595

万元，全

面摊薄

EPS

为

0.38

、

0.51

元。

和黄认购证有望转强

□

香港智远投资咨询

昨日，港股止跌回稳，虽然欧

美股市大跌，但是港股市场在周一

走低之后， 下跌的动力已经被消

耗。恒指全日升

52.77

点，收报

20677

点，成交略微放大至

497

亿港元。

欧洲的政治、 经济发展形势，

以及美联储的议息结果是最近市

场所关注的焦点，之前公布的欧洲

方面经济数据不及市场预期，给欧

美股市以及香港股市均带来较大

的冲击，加上荷兰以及法国的政局

不稳，更让投资者对欧洲经济乃至

全球经济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 在

对欧洲问题的担忧还没有得以舒

缓的同时，美联储的议息又再一次

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 当然，对美

联储继续维持现行的超宽松货币

政策，市场并没有太多的疑虑。 只

是，在

QE3

等经济刺激措施上，投资

者的预期或许很难和美联储保持

高度的一致。 房地产市场的疲软仍

然是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

因之一，而所涉及到的上下游产业

链亦会跟随其呈现低迷状态，若房

地产市场的复苏一旦步入正轨，无

论是消费，还是就业，或者制造业

或许都将会呈现出另一番新的气

象。 因此，后期美联储的政策支持

方向如果能偏向房地产市场更多

一些，或许对整个经济的复苏都能

带来有益的帮助。

欧美局势的变化亦让港股投

资者感到担心， 内地创业板的退

市机制形成更给市场带来一定的

压力， 不过在内地经济增长面临

困境之后， 利用微调政策来平稳

经济运行， 稳定物价和刺激内需

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这

个基础上， 政策放松似乎正成为

投资者的普遍预期， 虽然迟迟未

能落实，但从房地产市场的微调，

投资者还是能寻找到一些痕迹。

具体品种方面， 和记黄埔

（

0013.HK

） 昨日收盘上涨

0.27%

，

收报

73.85

港元， 随着香港地产市

场的利空因素逐渐被消化， 和黄

或能重拾升势。若看好该股后市，

不妨留意其认购证

17869

，行使价

82

港元，今年

8

月底到期。 若继续

看淡该股后市， 亦可留意其认沽

证

17358

，行使价

64

港元，今年

8

月

初到期。同时要提醒投资者，权证

（或牛熊证）投资风险巨大，可能

导致本金的全部损失。

Warrant

■

窝轮点金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每股净资产 上市日期

宜通世纪

３００３１０ ８８００

万股

２２００

万股

６．２５

元

２０１２－４－２５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１７．００

元

２３．２４

倍

０．９９５９％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广发证券

主营业务 通信网络技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每股净资产 上市日期

任子行

３００３１１ ７０７０

万股

１７７０

万股

５．２８

元

２０１２－４－２５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１５．００

元

３０．６１

倍

０．６６６８％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国信证券

主营业务 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和监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安全集成、安全审计相关服务。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每股净资产 上市日期

天山生物

３００３１３ ９０９１

万股

２２７３

万股

４．１２

元

２０１２－４－２５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１３．００

元

５６．５２

倍

０．９１２７％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民生证券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牛的品种改良业务，依托生物遗传技术，为我国畜牧行业提供优质冻精、胚胎等遗传物质及相关服务。

机构买入评级

最新买入评级股票

新股定位统计表格

新股定位

宜通世纪（300310）

均值区间：19.10-22.30元

极限区间：16.00-26.04元

公司是一家提供通信网络技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

企业。 主要为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提供包括核心网、无线网、传输网

等全网络层次的通信网络工程建设、维护、优化等技术服务。 公司有

多个产品获得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创新奖。 公司与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以及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国际知名

通信设备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齐鲁证券：18.6-20.46元。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势明显。首先，独特的

商业模式，即跨技术专业、多网络制式、多厂家设备的全业务服务模

式；其次，领先的研发和创新能力；第三，长期稳定的大客户合作关系；

最后， 稳定的专业管理团队和优秀的技术人才队伍。 预计公司2012-

2014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93元、1.17元和1.42元。

国泰君安：18-22元。 公司业务结构中，通信网络工程服务占比最

高，达40%以上，毛利率也高于其他业务，是目前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

源。公司的营销体系分为对运营商直接销售和对设备商营销两种。公

司主要竞争优势是能够提供全网一体化服务，具有“产品+服务”业务

模式， 且在核心网服务上有较强的能力。 预计2012至2014年EPS分别

为1.00元、1.33元与1.72元。

安信证券：21.39-26.04元。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于“总部服务支

撑基地及大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通信网络信令平台项目”和“研发

中心技改项目”等三个项目，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全业务服务能力。

预计2012至2014年全面摊薄后EPS分别为0.93、1.22和1.70元。

光大证券：20.9-24元。 2011年宜通世纪实现营业收入5.2亿元，净

利润6438万元，2008-2011年两项指标的复合增速分别达到23.5%和

27.4%。预计2012-2014年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速为35%，对应EPS分别为

0.95元、1.34元和1.80元。

任子行（300311）

均值区间：15.96-18.96元

极限区间：14.91-20.44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和监管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主要从事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和监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并提供安全集成、安全审计相关服务。 公司形成从计算机终端到网络

在线分析等全面的网络内容与行为审计产品线。 公司是国家计算机

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认定的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也

是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单位。

安信证券：15.6-19.5元。信息安全市场前景广阔，细分市场发展迅

速。 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良好的品牌形象，拥有完善的产品体

系，全面涉足高中低端市场，覆盖政府机构、军工、网吧、教育文化、金

融、能源、宾馆酒店、运营商、医院等各领域。 募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完善公司现有的产品和研发体系。 预计2012、2013年EPS分别为0.78

和1.06元。

平安证券：15.8-18元。 公司在专用安全审计、通用安全审计市场

及网络内容与行为监管市场上，以较强竞争力占据领先地位，尤其在

网吧专用安全审计市场中占有率达32%，居国内第一。预计公司2012、

2013年EPS分别为0.73元、0.99元。

国泰君安：14.91-17.89元。 公司的专用安全审计、通用安全审计、

网络监管产品及安全集成三部分收入一直保持了大致1：1：1的比例，

2011年分别占整体营收的33%、27%、40%；硬件、软件、服务则分别占

营收的50%、35%、15%。 预期公司发行后2012-2014年EPS分别为0.71

元、0.95元、1.14元。

中信建投：17.52-20.44元。 公司专注于信息安全领域中的网络安

全审计和网络内容监管， 并在网吧专用审计市场中获得市场领先地

位。 公司提供三类产品和服务，预计公司2012年EPS为0.73元。 根据目

前市场情况，合理估值区间为2012年PE24-28倍。

天山生物（300313）

均值区间：13.17-15.46元

极限区间：10.80-18.20元

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牛品种改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之一。 公司依

托齐全的奶牛、肉牛及乳肉兼用牛的良种基因库，通过应用良种繁育

体系研究成果及性控冻精、胚胎移植等前沿遗传生物技术与产品，为

牛养殖户提供集品种改良、良种繁育、育种规划、饲养管理及疫病防

治等综合良种繁育服务。 公司是国家级牛冷冻精液生产单位和国家

级良种牛基地，是新疆唯一一家国家级冻精生产企业，国内良种繁育

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公司多次承担国家和新疆自治区星火项目、重

点科研及推广项目，并多次获得奖励。

中信建投：13-14.8元。 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构筑护城河。 本次募

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量为11443.19万元，其中“牛性控冷冻精液生产与

开发项目”拟投资7839万元，“良种繁育信息技术中心项目”的建设将

建立国内外优质奶牛、肉牛信息数据库。 预计公司2011-2013年EPS分

别为0.3元、0.37元、0.47元。

光大证券：14.8-16.65元。 公司种公牛存栏量达248头， 居国内第

一，主要为畜牧行业提供优质冻精、胚胎等遗传物质及相关服务，业务

覆盖国内主要畜牧区域。种牛冻精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公司2012、2013

年EPS分别为0.37、0.50元，作为A股首家动物育种型企业，可以给予一

定稀缺定价。

国泰君安：15.4-18.2元。 公司近三年营收、净利润增速较快。 冻精

业务是主要利润来源，综合毛利率较为稳定。 畜牧业稳步增长，低良

种覆盖率拉动未来高品质冻精需求量。 募投项目用于性控冻精项目

建设。 预计2011-2013年EPS为0.30、0.38、0.52元。

申银万国：13.2-15.8元。预计2012、2013年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3417万元、4595万元，全面摊薄EPS为0.38、0.51元。

代码 名称 机构名称 研究员 研究日期 最新评级 目标价位 最新收盘价

６００１８８．ＳＨ

兖州煤业 广发证券 沈涛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３．０９

０００９６１．ＳＺ

中南建设 海通证券 涂力磊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２．７２ １０．８９

６００１８３．ＳＨ

生益科技 长江证券 陈志坚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推荐

８．４６

６００１８８．ＳＨ

兖州煤业 申银万国 刘晓宁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３．０９

０００９６１．ＳＺ

中南建设 中信证券 陈聪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２．９４ １０．８９

０００９３７．ＳＺ

冀中能源 中信证券 罗泽汀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４．８０ １９．６１

６００３４８．ＳＨ

阳泉煤业 齐鲁证券 刘昭亮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５．６８

至

２６．８８ １９．７４

０００９６１．ＳＺ

中南建设 中信建投 苏雪晶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４．００ １０．８９

０００９３７．ＳＺ

冀中能源 中信建投 李俊松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３．００ １９．６１

６００１２２．ＳＨ

宏图高科 中信证券 赵雪芹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６．４０ ４．６５

３００１９７．ＳＺ

铁汉生态 海通证券 江孔亮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６３．６０ ４１．３９

３００２０２．ＳＺ

聚龙股份 长江证券 马先文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推荐

３０．４３

００２０３３．ＳＺ

丽江旅游 长江证券 陈志坚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推荐

２１．８８

３００１９５．ＳＺ

长荣股份 瑞银证券 李博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８．６０ ２４．６０

３００２４４．ＳＺ

迪安诊断 国海证券 黄秋菡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８．５９

６００００６．ＳＨ

东风汽车 浙商证券 马春霞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５１

６００１１７．ＳＨ

西宁特钢 东方证券 杨宝峰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８．９５ ６．７５

３００２７５．ＳＺ

梅安森 长江证券 马先文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推荐

２５．２４

３００２８４．ＳＺ

苏交科 中信证券 杨涛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４．４０ １１．０２

６００３４８．ＳＨ

阳泉煤业 华泰联合 唐宗辰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９．７４

６００６３７．ＳＨ

百视通 民生证券 李锋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强烈推荐

１４．９１

６００６３７．ＳＨ

百视通 中信证券 皮舜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０．００ １４．９１

６００５４７．ＳＨ

山东黄金 申银万国 叶培培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２．９２

６００６３７．ＳＨ

百视通 申银万国 万建军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９．２０ １４．９１

６００８２０．ＳＨ

隧道股份 国泰君安 韩其成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增持

１０．００ ８．３２

６００８８７．ＳＨ

伊利股份 招商证券 朱卫华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强烈推荐

３１．５０ ２２．１９

６００８８７．ＳＨ

伊利股份 瑞银证券 赵琳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０．００ ２２．１９

６００８８７．ＳＨ

伊利股份 申银万国 童驯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２．１９

６００８８７．ＳＨ

伊利股份 中信证券 黄巍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０．００ ２２．１９

６００５３５．ＳＨ

天士力 申银万国 娄圣睿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６．８６

６００４３３．ＳＨ

冠豪高新 中信建投 张朝晖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３．３８ １０．１７

６００４３９．ＳＨ

瑞贝卡 瑞银证券 潘嘉怡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０．００ ７．６５

０００９１９．ＳＺ

金陵药业 宏源证券 王凤华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２．００ ９．８２

６００４０３．ＳＨ

大有能源 东北证券 王师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推荐

２５．８３

６００４６７．ＳＨ

好当家 东方证券 杨宝峰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１３．００ ９．０７

６００５００．ＳＨ

中化国际 东方证券 赵辰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８．８０ ７．８０

６００５２２．ＳＨ

中天科技 申银万国 王晶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３．００ １８．５５

０００８７７．ＳＺ

天山股份 光大证券 陈浩武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０．００ ２２．５８

６００４９８．ＳＨ

烽火通信 东方证券 吴友文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３２．４０ ２７．３６

００２５４０．ＳＺ

亚太科技 齐鲁证券 闫磊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１＿

买入

２５．１０ １３．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