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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定位

西部证券（002673）

均值区间：8.15-9.75元

极限区间：6.50-12.00元

公司是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

营机构。 公司注册资本金10亿元人民币，在陕西、北京、上

海、深圳、山东、江苏共设有58家证券营业部，在上海设有从

事自营业务、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第一、二分公司和研究发

展中心。 西部期货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主

营业务协同运作， 独立经营。 公司与美国纽约梅隆

（BNYMellon）合资设立了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公募和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中原证券：6.6-8.33元。公司地处陕西，控股股东为陕西

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公司经纪业务立足陕西，省内市

场份额稳居第一，但存在市场份额和佣金率下滑风险；自营

业务投资较稳健。作为中小券商，公司各项业务绝对优势不

明显， 公司最主要的竞争相对优势在于新三板业务的先发

优势和区域优势。但资本实力较弱、佣金率远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等劣势，限制了公司创新业务开展及收入来源稳定性。

方正证券：8.6-10.01元。 公司为典型区域型券商，陕西

省内业务优势明显，经纪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公司的经纪

业务布局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 截至2012年4月底，公司

拥有60家证券营业部（含2家正在筹建），其中44家位于陕西

省内，16家在其他省市。 经纪业务贡献主要收入，佣金费率

高于行业水平。 预计2012年经纪业务为公司EPS贡献占比

达84%，2012年EPS为0.28元。

东方证券：6.7-8.4元。西部证券是一家地处陕西的地方

性证券公司，经纪业务佣金率及市占率仍存一定压力，自营

灵活，弹性中等，创新业务处于初始阶段，有望受益“新三

板” 扩容。 预计西部证券2012、2013年摊薄后每股收益为

0.19元、0.22元，每股净资产分别为4.13元、4.29元，给予公司

2012年35-43倍动态PE较为合理，对应合理价格区间为6.7-

8.4元，对应1.7-2倍动态PB。

东兴证券：8.26-10元。 公司亮点在于新三板业务，有望

率先受益制度改革。 经纪业务立足陕西，区域贡献高。 投行

业务关注中小企业，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有相对优势，自营风

格较为稳健。 创新业务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贡献利润。 根据

PE估值法，公司的合理股价区间为8.41-10.8元；根据PB估

值法，估值区间为7.83-8.95元；根据可比公司估值法，估值

区间为9.16-10.41元。 预计上市首日公司股价的波动区间

为-5%-15%，对应的股价区间为8.26-10元。

国泰君安：9.2-10元。 区域性小券商，经纪业务为主要

收入来源，承销业务处于起步阶段，自营投资能力较强，创

新业务尚处于布局阶段。 预计西部证券上市后定位为9.2-

10.0元，静态PE为42-45倍，PB为2.32-2.52倍。

国金证券：8.5-10.8元。西部证券上市后与国金证券、国

海证券等属同一梯队。与其他区域性券商相比，除同具备区

域资源优势外，公司还在“新三板”的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

能力等方面具备自身特色，但公司综合竞争力不高，业务结

构仍以传统业务为主，属于高弹性品种。公司作为陕西本地

券商，在政策扶持、股东支持等方面具备突出优势，将尽享

区域发展红利。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使得其净资产收益率

高于行业平均。

翠微股份（603123）

均值区间：8.62-10.09元

极限区间：7.50-11.40元

公司是北京市最为著名的大型百货零售企业之一。 公

司坚持适度超前的成熟名品百货名店的经营定位， 从经营

翠微大厦店起步，先后开办了牡丹园店、龙德店、翠微广场

购物中心及清河店等门店，成为以百货业态为主，超市和餐

饮等多种业态协同发展的大型现代化商业连锁企业。 公司

是北京市十大商业品牌之一， 在北京市商业企业中拥有较

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东方证券：8.55-11.4元。受益于IPO，公司费用负担压力

轻，不必面对高投入对公司业绩的吞噬。 未来2-3年公司整

体费用压力较小，能有效抵御经济增速放缓及人工、物业等

成本上涨对业绩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防御性。业绩

增长亮点多，远好于行业平均。 公司拟发行7700万股，计划

募集资金8.2亿元，资金用途主要投入翠微百货大成路店项

目及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预计2012、2013年EPS分别

为0.57元和0.80元， 考虑到公司核心门店经营管理能力强，

经营效率高，给予公司2012年15-20倍估值区间。

安信证券：8.1-9.72元。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高

档百货定位，每个门店均以百货为主，并辅以超市、餐饮、娱

乐等多种业态。公司在公主坟商圈的地位稳固，翠微大厦销

售额远远领先于该商圈中的其他百货。 公司营业收入稳步

增长。 近年来，公司综合毛利率呈现下降趋势。 公司门店引

入低毛利率的储值黄金品类和新开门店毛利率较低， 是导

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预计公司2012、2013年

每股收益分别为0.54元和0.63元。

民生证券：8.07-9.68元。公司是北京地区一流的零售连

锁企业，坐拥核心商圈，打造金字招牌，立足北京，积极谋扩

张。 预计公司2012、2013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66亿元和2.11亿元，同比增长23.99%和27.18%，基本每股

收益分别为0.54元、0.68元，复合增长率为26.49%。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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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 从“红海”驶向“蓝海”

□

华创证券

纵观智能交通发展，美、日、

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进入深入

研究车联网技术和部分服务功能

实用化阶段。我国智能交通起步较

晚，前期信息化投入集中于交通管

理领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

智能交通从交管红海市场进入中

西部地区重点开拓阶段，东部等发

达地区智能交通软硬件系统已逐

渐趋于成熟，面向公众的智能交通

服务蓝海市场逐渐浮现。

发展智能交通大势所趋

智能交通系统 （简称

ITS

）是

在较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之上，

通过应用信息、通信、计算机、自

动控制和系统集成等技术， 加强

载运工具、 载体和用户之间的联

系， 提高交通系统运行的有序性

和可控性，提高运行效率，减少事

故，降低污染，建立一个高效、便

捷、环保、舒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实现“人车路”的高度协同。

传统解决交通问题措施效应

递减。面对日益严峻的交通问题，

各发达国家尝试了多种政策措

施，主要包括科学城市规划、交通

设施建设和提高交通管理水平。

城市规划对于大部分国内大城市

来说已经为时过晚。 交通设施建

设从实际效果看比较明显， 但是

其制约因素也十分突出： 首先是

成本问题，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需

要巨额资金投入， 特别是建成区

难以依靠大量拆迁来增扩建道

路， 地铁虽然不占用地面空间资

源， 但每公里约

10

亿人民币的成

本只有部分一线城市能够承担；

其次是网络负效应问题， 即由于

城市空间资源有限， 路网建设过

于密集会产生大量交叉路口以及

出入口，反而会引起拥堵，降低整

体的通行效率。 因此在道路资源

建设到达一定水平之后， 通过交

通设施建设提高交通资源供给的

手段的边际效用将产生递减，此

时工作的核心在于提高道路整体

的使用效率， 提高交通管理水平

成为首选方案。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

纯人力已经不能满足城市交通管

理的需求，高技术管理手段的应用

势在必行。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随

着电子、计算机、传感等信息技术

的发展，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探索

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交通管理领

域。 进入

1980

年代后，计算机技术

进一步成熟，无线通信技术和卫星

导航技术迅速发展，各国开始有意

识地将人、车、路等交通要素进行

综合研究，智能交通系统的内涵逐

渐丰富，研究方向开始趋于一致。

1994

年， 第一届智能交通大

会在巴黎召开， 智能交通的概念

得到各国的高度认同和大力支

持， 开始正式进入历史舞台并开

始快速发展。 从各国的实际应用

效果看， 智能交通系统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 为道路交通资源合理

使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简化了交

通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执法过程，

为出行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服

务，实现了提高效率、减少事故和

节能环保等三大目标， 是未来交

通管理的必然发展方向。

五因素构成行业壁垒

智能交通行业壁垒主要有资

质、资金、技术、经验和渠道等五

个方面。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在设计、

建设和招标时，一般要求投标企业

应具备的资质包括：“工信部计算

机系统集成资质”、“安防企业资

质”， 多数情况下还要求企业同时

具备

ISO9001

质量认证和软件企

业认证，城际智能交通项目还需要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通信、监

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资质”。

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主要由当

地政府财政出资， 一般情况下的

项目首付款在项目总额

0%-30%

之间， 设备到场及安装验收合格

后支付至项目总额的

70%-90%

，

该周期约为

6-24

个月， 部分项目

的建设和付款周期更长， 对中标

企业的资金压力较大， 企业须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筹融资能

力， 才能够开展更多的业务和承

担更多的项目。

智能交通行业需要企业具备

完整的系统设计和施工能力，拥

有大规模的软件和硬件研发与生

产能力， 并且需要企业根据项目

的具体要求做定制化开发， 需要

企业具备雄厚的技术储备和丰富

的项目经验。

智能交通项目由各级地方政

府分别进行招标，项目地域分布极

为分散，要求企业具备强大的渠道

销售能力，另外建成系统维护和后

续项目需求，要求企业具备完善的

子公司与售后服务网点。

行业具备高投资价值

我们判断国内城市智能交通

行业整体处于幼稚期向成长期的

过渡阶段，行业需求增长明确且空

间广阔， 未来

5

年内将保持

30%

左

右的高增速，行业龙头型公司业绩

平均增速有望高于

30%

。城际智能

交通行业基本处于成长期的中后

阶段，增速主要取决于高速路建设

进度和信息化投入程度，预计未来

5

年内行业将处于年均

20%

左右的

稳定增长，龙头型公司业绩平均增

速有望高于

25%

。

在具体品种方面， 首推行业

处于成长初期阶段的城市智能交

通行业。 行业增速快、空间大，市

场集中度有提高的趋势， 行业龙

头公司有望借助资金、技术、渠道

和品牌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通

过全国性扩展和行业并购提高市

场占有率，推荐标的为易华录、银

江股份。

次推行业处于成长中后期的

城际智能交通行业。 行业进入壁

垒高，增速稳定，系统运行维护和

设备升级将为行业带来新增长，

行业龙头型公司继续通过全国性

扩张提高市场份额， 通过跨行业

并购可以向物流、 航运等新领域

扩张，推荐标的为皖通科技、中海

科技。

重点关注远程车辆调度和

智能停车场等细分领域。 除综

合性城市及城际智能交通系统

集成领域以外，部分细分领域也

值得关注。 随着未来智能交通

重心由交通管理向信息服务领

域转换，部分应用领域有望率先

实现突破。 建议重点关注远程

车辆调度系统领域的天泽信息

和智能停车场系统领域的捷顺

科技。

人民网（603000）

继 首 日 上 市 大 涨

73.60%

后，人民网在本周三

的市场表现再度超出预期。

该股昨日早盘以

35

元小幅

高开，在经过短期震荡后即

跟随大盘强劲走高，上午

10

点过后， 该股牢牢封死在

38.19

元涨停价位，且全天没

有打开。

浙江东日（600113）

在披露了 “不存在违

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的公告后， 浙江东日于本

周三上午

10

点

30

分复牌 。

复牌后的浙江东日失去了

此前持续涨停的气势，以

15.67

元跌停价开盘， 虽然

盘中几经震荡， 但尾市仍

然以跌停价报收。 在蓝筹

投资渐渐获得市场认同的

现阶段， 不少前期热门题

材股风险凸显。

华润双鹤（600062）

在政策持续影响下，

医药股今年以来普遍表

现低迷 ，这使得昨日华润

双鹤的涨停格外引人关

注。华润双鹤早盘以

15 .60

元高开，此后持续震荡上

行，尾市以

16 .63

元涨停价

报收。 一季报显示 ，公司

今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

益同比增长

14 .93%

。 华润

双鹤的异动也令不少投

资者对医药板块的关注

度有所提升。

公司注册资本金

10

亿元人民

币，在陕西、北京、上海、深圳、山

东、江苏共设有

58

家证券营业部，

在上海设有从事自营业务、 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的第一、 二分公司

和研究发展中心。 西部期货有限

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

主营业务协同运作，独立经营。 公

司与美国纽约梅隆（

BNYMellon

）

合资设立了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从事公募和私募基

金管理业务。

方正证券：8.6-10.01元。公司

为典型区域型券商， 陕西省内业

务优势明显， 经纪业务为主要收

入来源。 公司的经纪业务布局具

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 截至

2012

年

4

月底，公司拥有

60

家证券营业

部（含

2

家正在筹建），其中

44

家位

于陕西省内，

16

家在其他省市。 经

纪业务贡献主要收入， 佣金费率

高于行业水平。 预计

2012

年经纪

业务为公司

EPS

贡献占比达

84%

，

2012

年

EPS

为

0.28

元。

东方证券：6.7-8.4元。 西部

证券是一家地处陕西的地方性

证券公司，经纪业务佣金率及市

占率仍存一定压力， 自营灵活，

弹性中等，创新业务处于初始阶

段，有望受益“新三板”扩容。 预

计西部证券

2012

、

2013

年摊薄后

每股收益为

0.19

元、

0.22

元，每股

净资产分别为

4.13

元、

4.29

元，

给予公司

2012

年

35-43

倍动态

PE

较为合理， 对应合理价格区

间为

6.7-8.4

元， 对应

1.7-2

倍动

态

PB

。

东兴证券：8.26-10元。 公司

亮点在于新三板业务，有望率先

受益制度改革。 经纪业务立足陕

西，区域贡献高。 投行业务关注

中小企业，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有

相对优势， 自营风格较为稳健。

创新业务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贡

献利润。 根据

PE

估值法，公司的

合理股价区间为

8.41-10.8

元；根

据

PB

估值法， 估值区间为

7.83-

8.95

元；根据可比公司估值法，估

值区间为

9.16-10.41

元。 预计上

市首日公司股价的波动区间为

-

5%-15%

， 对应的股价区间为

8.26-10

元。

国泰君安：9.2-10元。 区域

性小券商， 经纪业务为主要收

入来源， 承销业务处于起步阶

段，自营投资能力较强，创新业

务尚处于布局阶段。 预计西部

证券上市后定位为

9.2-10.0

元，

静态

PE

为

42-45

倍，

PB

为

2.32-

2.52

倍。

翠微股份（603123）

均值区间：

8.62-10.09

元

极限区间：

7.50-11.40

元

公司是北京市最为著名的大

型百货零售企业之一。 公司坚持

适度超前的成熟名品百货名店的

经营定位， 在北京市商业企业中

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

响力。

东方证券：8.55-11.4元。受益

于

IPO

， 公司费用负担压力轻，不

必面对高投入对公司业绩的吞

噬。 未来

2-3

年公司整体费用压力

较小， 能有效抵御经济增速放缓

及人工、 物业等成本上涨对业绩

的影响，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防

御性。 业绩增长亮点多，远好于行

业平均。 预计

2012

、

2013

年

EPS

分

别为

0.57

元和

0.80

元。

安信证券：8.1-9.72元。 公司

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高档百货

定位，每个门店均以百货为主，并

辅以超市、 餐饮、 娱乐等多种业

态。 公司在公主坟商圈的地位稳

固， 翠微大厦销售额远远领先于

该商圈中的其他百货。 公司营业

收入稳步增长。 近年来，公司综合

毛利率呈现下降趋势。 公司门店

引入低毛利率的储值黄金品类和

新开门店毛利率较低， 是导致公

司综合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预计公司

2012

、

2013

年每股收益

分别为

0.54

元和

0.63

元。

民生证券：8.07-9.68元。 公

司是北京地区一流的零售连锁

企业，坐拥核心商圈，打造金字

招牌，立足北京，积极谋扩张。 预

计公司

2012

、

2013

年归属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1.66

亿元和

2.11

亿元， 同比增长

23.99%

和

27.18%

，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0.54

元、

0.68

元， 复合增长率为

26.49%

。

问：四川美丰（

000731

）后市

如何操作？

海通证券 李华东： 公司一季

度每股收益

0.0570

元， 同比增长

85.27%

。一季度国内尿素平均价格

同比

2011

年大涨

10%

以上，公司尿

素业务的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自产尿素毛利率达到

31.3%

，大

幅超过前一年的

18.2%

。 新疆美丰

一期

18

万吨尿素项目预计

2012

年

二季度投产，合作方农一师依托其

在新疆的资源优势，未来有望协助

新疆美丰进一步获取更多煤炭和

天然气资源。绵阳工业园项目正在

稳步推进，有望在

2013

年一季度投

产，新投产的硝基复合肥、三聚氰

胺等产品，将扩大公司产品细分种

类，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级市

场上，该股股价从

2010

年下半年以

来在

6-8

元之间箱体震荡， 在业绩

表现配合下后市若能有效突破

8

元

阻力位则能打开上涨空间。

问：中核科技（

000777

）现在

可以买进吗？

海通证券 李华东：公司生产

各类工业用阀门， 具备较强的技

术实力。 除传统闸阀、截止阀、止

回阀之外， 还承接多项核电关键

阀门国产化任务；此外，公司在核

化工阀门领域具备垄断性优势，

随着我国乏燃料后处理步入产业

化发展， 公司优势将逐步转化为

盈利。 目前公司核阀业务收入占

比约在

20%

， 预计随着核电行业

复苏， 核阀收入占比有望

2013

年

有显著提升， 且随着关键阀门研

发的推进以及铸锻件材料自给率

的提升， 毛利率也有望进一步提

高。 公司今年一季报表现良好，每

股收益

0.0157

元， 每股净资产

4.469

元，净资产收益率

0.35%

，实

现营业收入

17126

万元，同比增长

50.07%

，净利润

333

万元，同比增

长

126.01%

。 二级市场上，该股近

期震荡上行，走势稳健，

20

日均线

走平， 后市有望上攻

25

元附近压

力位，可逢低关注。

问： 以

12.08

元买入深圳惠程

（

002168

），后市如何操作？

广州万隆 凌学文： 公司以新

型高分子电气绝缘材料技术为特色

和核心优势， 主要从事高性能复合

材料绝缘制品以及相关电力配网设

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全

密闭全绝缘中、低压电缆分接箱，电

缆对接箱，硅橡胶电缆附件、电缆插

头等硅橡胶绝缘制品，

SMC

电气设

备箱体等。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以来

公司在新材料业务包括聚酰亚胺纤

维、树脂、泡沫以及纳米纤维等各个

领域均取得了关键性的重大突破，

成为未来业绩增长的重要看点。 从

二级市场走势上看， 该股近期呈现

低位蓄势整理格局， 预计后市存在

一定的上涨潜力。

问：中青旅（

600138

）是否继

续持有？

广州万隆 凌学文： 公司是国

家旅游局确定的首批旅游标准化

试点单位之一，一直坚持以旅行社

业务为基础，以景区、酒店业务为

两翼的旅游主业架构，秉着“稳中

求进、创新发展”的发展方针，深耕

旅游业务，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随

着《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

业的意见》、《国家休闲旅游纲要》

等多项政策的落实，我国旅游市场

面临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公

司将直接受益。 从二级市场走势

看，该股近期两度回探

60

日均线均

获得支撑， 震荡上行趋势保持良

好，预计后市仍有上涨潜力。

实时解盘，网上答疑，请登录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专家在线栏目

曹 妍 东吴证券

S0600200010002

吴晓峰 华龙证券

S0230610120052

何晓牧 渤海证券

S1150611090013

凌学文 广州万隆

A0580206010014

李华东 海通证券

S0850612030017

文育高 华龙证券

S0230510120002

谢 峻 东方证券

S0860610120014

肖玉航 九鼎德盛

A0470200010006

徐宇科 东莞证券

S0340111090051

花旗：统一企业目标价上调至7.5港元

花旗集团指出，统一企业（

0220.HK

）首季录得净利润

2.49

亿元人

民币，尽管与康师傅（

0322.HK

）的竞争更趋激烈，但在公司加强了管

理和营运的条件下， 市场相信其毛利率可趋正常化。 该行上调其

2012-2013

年盈利预测

7%-12%

， 目标价相应由

6

港元上调至

7.5

港元；

考虑到

2013

年集团将有

20%

股权融资，股价回报仍具吸引力，故对其

评级升级为“买入”。

此外，该行估计，统一方便面第一季度销量按季增长逾

30%

，经营

利润率增加

4.5%

，高于去年

2.8%

的利润率，预计可持续性增长放缓，

但市占率仍有望增加。 （统一企业昨日报收于7.28港元）

美银美林：腾讯控股目标价上调至273港元

美银美林集团上调对腾讯控股（

0700.HK

）的预测，主要考虑到腾

讯今年以来游戏业务的表现， 以及社区开放平台的影响。 该行对其

2012-2014

年收入预测上调

5%-11%

，每股盈利预测上调

2%-4%

；目标

价由

238

港元上调至

273

港元，对其评级为“买入”。

美银美林预期，腾讯第一季度收入按季上升

10%

，按年增加

37%

至

86.7

亿元人民币，经营溢利按年上升

11%

。 预计第二季度毛利稳定，

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盈利将回复至按年增长到

25%

。（腾讯控股昨日

报收于243.60港元）

高盛：中国建材业绩符合预期

高盛集团指出， 中国建材 （

3323.HK

） 首季纯利按年下跌

46%

至

6.01

亿元人民币，符合该行预期。 由于该股估值具有吸引力，故该行对

其重申“确信买入”评级，目标价为

13

港元，有

24%

的上升空间。

相比安徽海螺（

0914.HK

），中国建材经营成本较高，盈利能力较

低，这使得公司盈利对水泥价格反弹存在较大的杠杆作用。 在需求持

续回复的情况下， 该行预期水泥价格回升将使中国建材受益最大。

（中国建材昨日报收于10.34港元）

野村：富士康国际目标价下调至5.1港元

野村证券表示，富士康国际（

2038.HK

）发布盈利预警，预计上半

年亏损按年大幅增加。该行相信，富士康上半年业务将令人失望，股价

短期将转弱，但由于负面因素已兑现，预计跌幅不大，因此对其维持

“买入”评级。野村证券指出，盈利预警不一定会导致股价跑输大市，预

计富士康今年年中和明年业务将有好转， 目标价由

6.8

港元下调至

5.1

港元，有

35%

的上升空间。 （富士康昨日报收于3.6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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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８２７．ＳＨ

友谊股份 海通证券 潘鹤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２．５０

３００１７７．ＳＺ

中海达 申银万国 赵隆隆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２．９０

至

１５．１０ １０．５０

６００８２７．ＳＨ

友谊股份 中信证券 赵雪芹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７．２２ １２．５０

３０００４８．ＳＺ

合康变频 中信证券 杨凡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５．００ １０．１１

６００８３７．ＳＨ

海通证券 华泰联合 李聪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０．１２

３００００２．ＳＺ

神州泰岳 国泰君安 魏兴耘

２０１２－５－２ １＿

增持

２２．００ １８．０５

３００００７．ＳＺ

汉威电子 国海证券 刘金沪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５．９１

６００８２３．ＳＨ

世茂股份 中信建投 苏雪晶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３．００ １２．２１

６００７９５．ＳＨ

国电电力 申银万国 周小波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２．６０

６００７９５．ＳＨ

国电电力 瑞银证券 徐颖真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３．４０ ２．６０

６０００１５．ＳＨ

华夏银行 瑞银证券 励雅敏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３．５４ １１．０７

６０００００．ＳＨ

浦发银行 东方证券 金麟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５．００ ９．５６

６０００００．ＳＨ

浦发银行 瑞银证券 励雅敏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０．９３ ９．５６

６００８２３．ＳＨ

世茂股份 海通证券 涂力磊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３．４４ １２．２１

６０１００９．ＳＨ

南京银行 瑞银证券 励雅敏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１．０２ ９．５４

６０１００９．ＳＨ

南京银行 东方证券 王鸣飞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９．００ ９．５４

００２１２３．ＳＺ

荣信股份 平安证券 周紫光

２０１２－５－２ １＿

强烈推荐

１４．９５

６０１０８８．ＳＨ

中国神华 申银万国 刘晓宁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２７．６２

６０１２８８．ＳＨ

农业银行 东方证券 金麟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３．５５ ２．７３

６０１２３８．ＳＨ

广汽集团 齐鲁证券 白宇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０．００

至

１２．００ ８．６９

６０１０８８．ＳＨ

中国神华 爱建证券 汪思伟

２０１２－５－２ １＿

强烈推荐

３３．００ ２７．６２

００２４３１．ＳＺ

棕榈园林 东方证券 杨宝峰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３５．７０ ２１．７５

６００８３７．ＳＨ

海通证券 德邦证券 李项峰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１．８０ １０．１２

６００８３７．ＳＨ

海通证券 国泰君安 梁静

２０１２－５－２ １＿

增持

１２．８０ １０．１２

００２４２９．ＳＺ

兆驰股份 东方证券 周军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４．８０ １１．９８

６００８８１．ＳＨ

亚泰集团 国泰君安 韩其成

２０１２－５－２ １＿

增持

８．４０ ６．４３

００２３８４．ＳＺ

东山精密 东方证券 周军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２３．７０ １９．９８

６００８５９．ＳＨ

王府井 海通证券 汪立亭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４４．３８ ２８．１５

６００７９５．ＳＨ

国电电力 中信证券 吴非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３．００ ２．６０

６００１９６．ＳＨ

复星医药 东方证券 李淑花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６．６９ ９．７７

６００２１９．ＳＨ

南山铝业 华泰证券 刘敏达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２．５２ ７．９０

６００６５５．ＳＨ

豫园商城 申银万国 金泽斐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９．０５

６００１７０．ＳＨ

上海建工 国泰君安 韩其成

２０１２－５－２ １＿

增持

１７．００ １４．８７

６００１０４．ＳＨ

上汽集团 中信证券 李春波

２０１２－５－２ １＿

买入

１９．００ １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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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证券

００２６７３ １２０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００

万股

４．０４

元

２０１２－５－３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８．７０

元

４８．３３

倍

１．２７％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招商证券

主营业务 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和研究咨询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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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微股份

６０３１２３ ３０８００

万股

７７００

万股

３．１０

元

２０１２－５－３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９．００

元

２８．１３

倍

０．９１％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中信建投证券

主营业务 百货零售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