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动漫服饰

制造商之一，专注于动漫衍生品细

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包括迪士尼形象动漫

服饰、电影形象动漫服饰、传统节

日动漫服饰以及装饰头巾等。公司

先后通过了沃尔玛、迪斯尼、

TAR－

GET

、

SEARS

、

TESCO

等国际著名

公司认证，还通过了

ICTI

国际玩具

业协会商业行业守则的验证和

GSV

反恐认证。公司先后获得绍兴

市成长型工业企业二十优、浙江省

2009

年度最具成长性企业、

2011-

2012

年度浙江省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浙江省浙商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单位等多项荣誉，并承担了一项国

家服务业平台建设项目。

安信证券：11.6元-14.3元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动漫服饰

制造商之一， 近四年收入增长迅

速。 动漫衍生品节日市场占主要

地位， 国内动漫产业近年来发展

迅猛，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形成了

若干个动漫产业集群带， 动漫总

产值逐年稳步升高， 市场前景明

朗。公司区域经济优势明显，积极

拓展和丰富客户来源。 美盛文化

的可比公司有两类： 一收入主要

来自外销的服装企业， 包括棒杰

股份、嘉麟杰、嘉欣丝绸；二收入

主要来自外销的玩具企业， 包括

高乐股份、骅威股份。 参考可比公

司估值水平， 给予公司

2012

年

17

倍

-21

倍目标市盈率。

齐鲁证券：11.8元-15元

公司专注于动漫衍生品细分

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 生产和销

售，欧美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国内

市场尚待开发。 公司未来成长可

期。 预计公司

2012-2014

年

EPS

分

别为

0.65

元、

0.84

元和

1.01

元。公司

作为国内唯一的动漫服饰类公

司， 在国内同类企业中具备一定

的领先优势，同时结合目前

A

股市

场情况，可给予公司

2012

年

18

倍

-

23

倍

PE

。

观点链接

德邦证券： 在欧美货币宽松

的预期下， 金属价格将有一波行

情， 而其中我们最为推荐的投资

品种是能够穿越周期的黄金，核

心逻辑只有一个： 无论经济增速

如何， 通胀和货币动荡将是长期

持续的。因此，黄金的行情不会昙

花一现， 当然在过程中会遭遇短

期打压。在具体投资标的方面，仍

然推荐运营效率高、 资源成长性

优秀、绝对估值便宜、相对估值已

调整至安全区域的山东黄金。 此

外， 近期由于欧美货币宽松及其

预期的存在， 基本金属料将出现

一波行情，预计最有金融属性、供

给端瓶颈最大的铜、 锡价格将表

现出色， 值得关注的投资标的为

铜陵有色、江西铜业和锡业股份。

中投证券： 可以用 “冬日暖

阳” 来形容现阶段的有色金属行

业。 虽然目前国内外环境改善强

烈利好有色金属板块， 但从更长

期的基本面来看， 上述因素短期

仍难以引领行业脱离冬天。 本次

国内经济的企稳预期以及随后跟

上的投资项目对金属消费的拉动

作用显然不及我国

2004-2009

年

期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

电网建设时期对基本金属消费的

拉动量。同时，美国再次量化宽松

的政策对基本金属价格的影响应

该也不会超过前两次， 尤其是在

目前基本金属价格仍处于历史较

高位置的情况下。因此，本次国内

外宏观环境的改善对有色板块尤

其是基本金属板块可谓 “冬日暖

阳”。 不过，这股宏观环境改善的

力量也绝对不能忽视， 尤其是在

有色板块二级市场经过长期、大

幅的调整之后， 有望迎来一波强

烈反弹。

齐鲁证券： 虽然近期行业受

益于基建项目消息面影响迎来大

幅反弹， 但由于

CPI

再起导致货

币宽松政策力度不足， 项目配套

资金预计很难到位， 行情属报复

性反弹但空间有限。 在投资策略

方面， 推荐长期存在收储预期的

国内优势资源钨、锑以及稀土，推

荐前期价格下跌较大且目前存在

阶段性反弹可能的铜， 以及产业

链相对完善和深加工程度高的铝

企业。重点推荐铜陵有色、厦门钨

业、章源钨业、辰州矿业和云铝股

份等投资标的。

国泰君安： 欧债危机缓和及

美国放松预期压低了美元指数，

贵金属及工业大金属价格上涨。

而国家大规模批准项目也将提振

小金属的需求， 贸易商已经开始

提价，小金属价格陆续企稳反弹。

在贵金属方面， 如果我国经济企

稳，欧洲债务危机缓和，那么美元

指数下行将推升贵金属， 推荐黄

金中自产量增长快速及有外延式

增长的个股。另外，白银的弹性相

比黄金更大， 白银股盛达矿业同

样值得关注。在工业大金属方面，

推荐铜陵有色、锡业股份。在小金

属方面， 推荐厦门钨业、 章源钨

业、东方锆业。

申银万国：建议配置更具稳

健性和持续性的黄金板块，继续

首推山东黄金（矿产增速更快和

资源成长远超同业）。 工业金属

（锡、铜等）可采用右侧投资。 近

两月的价格急跌造成小金属中

部分品种（例如钨）已经触及边

际成本曲线， 由于矿山惜售、民

间囤积的重燃，预计下行空间有

限， 建议密切关注

9

月底可能的

政策支持、资金活跃重补库存等

对优势小金属价格的支撑。 风险

释放后可配置具优势资源的优

质龙头（中科三环、厦门钨业），

同时关注安泰科技、 东方锆业、

利源铝业等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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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行看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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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动股扫描

瑞信：维持周大福“中性”评级

瑞信表示，虽然周大福

(1929.HK)

快速扩大内地直接零售业务，可

提供持续盈利增长，但因

2012

财年录得超高增长，为本年度定下高比

较基数。 估计在复苏周期中，周大福是最后一家

SSSG

好转的珠宝零售

公司。该行将公司的目标价由

9.3

港元升至

10.15

港元，维持公司“中性”

评级。（周大福昨日报收9.64港元）

美银美林：中国太保配股令市场感到意外

美银美林表示，太保

(2601.HK)

私人配股令市场感到意外，尽管相

比同业具有最高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现价相对于内涵值为

1.18

倍，维持

公司“买入”评级，给予目标价

29.8

元。该行估计，经次级债、配股及近期

股价调整，太保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00%-310%

。 配股对合理值影响有

限，但对内涵值影响则大于

1%

，账面值

3.6%

以上，盈利摊薄

3.6%

，以及

新业务价值

5.1%

。 美银美林表示，定向增发令市场感到意外，因为投资

者仅预计其

IPO

前投资者

(Carlyle)

短期会沽售股份。 另外，

Carlyle

有

2

亿

股会于

10

月

20

日解禁。（中国太保H股昨日报收22.70港元）

汇丰：下调新世界百货目标价至4.46港元

汇丰环球研究表示，新世界百货

(0825.HK)

自

09

年展开品牌重建，

店铺组合及增长模式已见成效，预期今年

1-6

月销售所得款项总额增

长

12%

，同店销售增长

11%

，经营利润中双位数增长。 该行上调公司

2012-2013

年经营利润预测

1.8%

、

1.8%

， 经常性溢利预测下调

7.5%

、

4.7%

。 该行认为重新评级的关键是股本回报率

(ROE)

能否持续改善，

即使已反映

2013

年预测

ROE

由

8.9%

改善至

9.9%

， 该行盈利预测仍较

市场预测少

9%

，将公司的目标价由

5.24

港元下调至

4.46

港元，维持公

司“中性”评级。（新世界百货中国昨日报收4.20港元）

渣打：新奥目标价升至38港元

渣打表示，相信新奥

(2688.HK)2012

上半年有机气体销售增长

(

按

年升

24%)

，会继续优于同行，主要由于现有气体业务渗透率较低，而

且有大量住宅管道接驳积压。 利润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有所改善，因其

西气东输管道于

7

月运作。新奥收购中国燃气的风险正在除去，同时其

努力实现分布式能源，为长远带来正面影响。 该行认为公司目前估值

逐渐具备吸引力，重申公司“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

30

港元上调至

38

港元。（新奥能源昨日报收31.55港元）

中海科技（002401）

近期强势股中海科技

本周一再度收报涨停，这使

该股在最近

5

个交易日全部

以涨停报收，累计涨幅高达

64.82%

， 一举成为同期涨

幅最高的

A

股。 昨日公开交

易信息显示，国泰君安交易

单元昨日买入该股

978.28

万元。

老板电器（002508）

沪深股市昨日保持强势

震荡格局， 但在市场强势背

景下， 仍有不少个股选择下

跌。 其中， 老板电器昨日以

18.53

元报收，下跌

4.68%

，在

本周一全部沪深

A

股中处于

跌幅第一位。盘面显示，该股

上周五虽然一度创出

20.50

元年内新高， 但收出一条长

上影线， 显示彼时的卖出压

力已然较大。

百洋股份（002696）

9

月

5

日上市且录得不错

首日涨幅的百洋股份， 昨日

再度出现突破走势。 该股本

周一以

29.98

元涨停价报收，

创出上市以来股价新高。 从

换手来看， 百洋股份昨日换

手率高达

56.10%

，高居全部

A

股榜首。

有色行业 金融属性制造短期交易机会

□

本报记者 龙跃

国内宏观逆周期政策预期提

升，刺激

A

股周期性板块最近两个

交易日大涨。相对于建材、机械等

周期股， 有色金属类股票不仅能

享受国内政策预期带来的股价提

振， 还能直接搭乘欧美经济体流

动性提升预期的“便车”。 分析人

士指出， 在周期性行业中期压力

重重的背景下， 有色金属板块有

望凭借更强的金融属性获得更多

的交易型机会。

有色金属反弹动力较足

上周五沪深股市出现“井喷”

式上涨， 而本周一两市大盘也继

续保持强势格局。 在市场反弹过

程中， 今年以来持续低迷的周期

类股票充当了“排头兵”。 统计显

示，最近两个交易日，以算术平均

法计算的涨幅居前的三大板块分

别是建筑建材、 采掘以及有色金

属， 显示上述三大周期性行业出

现明显普涨行情。

近期周期股上涨最主要的一

个刺激因素是发改委密集批复了

一系列投资项目， 令市场对逆周

期政策扩张的预期明显提升。 但

现实的问题是， 无论从时下政策

刺激经济的能力还是从产能结构

亟待调整的现实看， 政策重走

2009

年“四万亿”路径的可能性都

非常低， 这也使得投资者难以对

周期股反弹的持续性和高度十分

乐观。在此背景下，很多投资者都

将目光投向了有色金属板块，原

因在于： 一是如果周期股行情持

续，有色金属板块的弹性不会差；

二是除了国内政策刺激预期，有

色金属板块还有望享受欧美流动

性宽松预期带来的提振。

金融属性一直是有色板块上

涨的重要动力之一，而目前欧美经

济体货币宽松预期大增。德邦证券

指出，美国经济依赖流动性的特征

没有改变。上周五数据显示，美国

8

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长

9.6

万人，

预期增长

12.5

万人； 而

7

月非农就

业人数修正后为增长

14.1

万人，初

值为增长

16.3

万人。 就业数据疲软

表明，

QE2

的边际作用已随着时间

推移而趋于消亡，美联储未来推出

新的货币刺激政策的概率非常

大。 同时， 欧洲央行上周四也宣

布，欧银计划启动名为“货币直接

交易”的计划，针对欧元区二级国

债市场进行无限量冲销式的国债

购买。 德邦证券认为，上述两大事

件均有利于全球流动性增强的预

期， 对金融属性较强的金属品种

而言意义重大。

趋势性机会或尚未到来

尽管有色金属板块在周期股

中看似反弹动能最充足， 但其趋

势性机会仍然难以令人乐观。 这

是因为， 有色股在短期或彰显金

融属性的同时， 其经济属性仍难

以令人乐观， 也就是说有色金属

行业基本面情况当前并不是十分

理想， 这决定其难以出现趋势性

上涨。

一方面，需求难以大幅提振。

华泰证券指出，长期来看，国内经

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结

构的调整和市场制度的进一步改

革， 短期政策主导的投资更大程

度上只是一份“保险”。 在这一前

提下，投资较难出现明显回升，实

体需求层面对于有色金属板块反

弹的支撑将会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 供给端调整远未

结束。安信证券表示，有色金属行

业供给正在收缩， 但力度可能并

不大。 首先，去产能正在进行，但

仍有进一步去化潜力；其次，去存

货较为轻微， 企业在周期底部的

库存调整普遍较为谨慎；最后，企

业去杠杆尚未开始， 下半年或将

成大势所趋。

在趋势性上涨概率较小的背

景下， 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更多

关注对交易机会的把握， 主要涉

及到两点：一是把握交易时机，比

如

9

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前夕，市

场对

QE3

的憧憬可能强化， 届时

有色金属板块的弹升动力也可能

更加充足； 二是有选择地把握交

易品种， 既然预判短期有色金属

股上涨来自金融属性的支撑更

强， 那么就应该选择对流动性环

境更为敏感的细分品种， 比如黄

金、铜等子行业内的个股。

东方电气（

600875

）

燃机业务增长较快

公司目前增长最快的业务是

燃机业务。 上半年签订订单

67

亿

元，而往年只有约

10

亿元规模。 目

前国产化已经达到

90%

， 但是关

键部件还依赖进口， 主要是受限

于材料。 国海证券看好燃气轮机

的未来发展， 气源建设正逐渐成

熟， 利用天然气发电节能减排效

用巨大，同时适合调峰。 目前天然

气发电只占

4%

，过去主要是地方

有资源的企业建设， 今年五大电

力集团都有投入， 预计今年将突

破

100

亿元。 上半年公司燃机收入

7.22

亿元，毛利率

16.11%

。

水电继续平稳发展。 目前西

南大型水电审批速度有加快趋

势，预计整个“十二五”将维持平

稳发展态势。 上半年出口比例有

所提升，毛利率有所上升。上半年

新增订单

14.4

亿元， 收入规模

15.84

亿元，毛利率

21.85%

。

火电趋势稳中有降。 新增订

单有所减少， 毛利率基本维持稳

定， 目前新建机组容量以

60-100

万千瓦为主， 出口机型主要还是

30

万千瓦、

60

万千瓦机组。上半年

收入

93.9

亿元，毛利率

22.36%

。

核电主要还是在手订单的推

进。 上半年新增核电订单

9.8

亿元，

收入规模

20.4

亿元 （其中核电

7.31

亿元）， 全年营收规模有望达到去

年相当的

50

亿元。 虽然

AP1000

示

范项目主要是哈气和上气供货，但

公司具备核心制造技术，预计未来

三代核电以

AP1000

技术为主。

风电业务收缩较大。 上半年

产量只有几十台， 而销售收入达

到

30

多亿元是由于销售的滞后性

影响。 上半年新签订单

22.9

亿元，

目前风机价格

3600

元

-3700

元

/

千

瓦，新增订单保质期要

5

年，甚至

6-8

年， 目前公司风电毛利率

15.93%

，远高于竞争对手，主要是

公司注重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支

出较少。 同时海上风电仍然发展

缓慢。

国海证券认为， 公司未来增

长主要看燃机放量， 核电重启以

及水电的发展持续性， 环保工程

业务体量仍然偏小， 总体看公司

未来发展较为平稳， 今年收入和

净利润下降有望得到合理控制，

预计

2012-2014

年

EPS

分别是

1.36

元、

1.61

元、

1.70

元，对应当前

PE

分

别为

10.36

倍、

8.75

倍、

8.27

倍，首次

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南方泵业（

300145

）

水泵需求稳定增长

公司主导产品

--CDL

、

CHL

等系列的多个型号产品已被归入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获得

节能产品的认证。 随着中央财政

补贴资金逐步到位以及产销各环

节对政策流程的熟悉， 未来公司

不锈钢水泵的销售增速有望进一

步维持高位。

公司增长逻辑清晰， 未来三

年复合增速有望达到

30%

。 受益

“铸铁泵替代”和“进口替代”，不

锈钢水泵需求稳定增长； 水利泵

业务进展顺利， 目前在手订单充

足， 将成为未来

1-2

年新的增长

极；海水淡化泵业务即将进入“实

践”阶段，发展潜力巨大。

长江证券预计公司

2012-2013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

11

亿元、

15

亿元， 预计每股收益分别约为

0.85

元、

1.08

元， 对应的

PE

分别为

20

倍、

16

倍，维持公司“推荐”评级。

益佰制药（

600594

）

营销优势助力增长

在管理层经历几年动荡变革

之后，公司高管核心岗位已经逐步

稳定，经营质量也随之得到明显改

善，公司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

40%

以上，净利润也有大幅提升。 高管

增持以及股权激励计划彰显公司

对于未来几年发展的信心。

营销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

力。 公司是一家以销售见长的制

药公司，

6

位创始人均有着丰富的

销售经验， 近几年销售队伍不断

扩大。 强大的营销能力给优良的

品种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平台，给

公司提供长久发展的动力。

收购、代理、研发共筑公司产

品梯队。 公司通过收购不断丰富

产品线， 目前已有品种主要布局

在抗肿瘤以及心脑血管两大品

种，产品梯队逐步完善。

华泰证券预测公司

PES

分别为

0.93

元、

1.20

元和

1.48

元， 对应

PE

分

别为

22

倍、

17

倍和

14

倍， 公司估值

被低估，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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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定位

博实股份（002698）

均值区间：10.05元-13.09元

极限区间：9.40元-14.00元

公司是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业内拥有自主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一体化综合优势的大型成套设备供应商。 公司拥有高速

高精度全自动称重技术、高速包装技术、高速码垛技术、拉伸套膜

包装技术、合成橡胶脱水、干燥、成型、包装、码垛技术等核心技术。

公司多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ZBM-A1200型全自动包装机

器人码垛生产线”被列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荣获“黑龙江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

品”；产品“基于FFS的高速高精度称重包装码垛成套系统”被列为

“国家重点新产品”。 公司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

基地、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企业，先后承担或

参与了多项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的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的实施。

招商证券：9.4元-10.8元

石化和煤化工领域对成套设备的需求较大。 劳动力成本提高

以及旧设备的更新需求促进自动化设备需求增长。 产品服务市场

空间广阔。技术优势显著，储备充分厚积而薄发。与国外产品相比，

公司大系统成套优势明显。 订单增长迅速， 募投项目缓解产能紧

张。 预计2012-2014年公司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本摊薄后分别为0.47

元、0.59元、0.72元，公司合理估值在20倍-23倍左右，合理价值区间

为9.4元-10.8元。

安信证券：9.58元-10.54元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粉粒料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 合成橡

胶后处理成套设备和产品服务业务。 募投项目有助于提高公司竞

争力，对长远发展有利。预计2012-2014年公司的EPS分别为0.48元、

0.62元、0.75元，可比公司2012年的平均市盈率为19.60倍，给予2012

年20-22倍PE，上市首日定价区间为9.58元-10.54元。

美盛文化(002699)

均值区间：14.50元-21.07元

极限区间：11.60元-21.80元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动漫服饰制造商之一， 专注于动漫衍生品

细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迪士尼形象

动漫服饰、 电影形象动漫服饰、 传统节日动漫服饰以及装饰头巾

等。 公司先后通过了沃尔玛、迪斯尼、TARGET、SEARS、TESCO等国

际著名公司认证，还通过了ICTI国际玩具业协会商业行业守则的验

证和GSV反恐认证。 公司先后获得绍兴市成长型工业企业二十优、

浙江省2009年度最具成长性企业、2011-2012年度浙江省文化出口

重点企业、浙江省浙商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单位等多项荣誉，并承担

了一项国家服务业平台建设项目。

安信证券：11.6元-14.3元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动漫服饰制造商之一， 近四年收入增长迅

速。 动漫衍生品节日市场占主要地位，国内动漫产业近年来发展迅

猛，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形成了若干个动漫产业集群带，动漫总产值

逐年稳步升高，市场前景明朗。 公司区域经济优势明显，积极拓展

和丰富客户来源。 美盛文化的可比公司有两类：收入主要来自外销

的服装企业，包括棒杰股份、嘉麟杰、嘉欣丝绸；收入主要来自外销

的玩具企业，包括高乐股份、骅威股份。 参考可比公司估值水平，给

予公司2012年17倍-21倍目标市盈率。

齐鲁证券：11.8元-15元

公司专注于动漫衍生品细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 生产和销

售，欧美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国内市场尚待开发。 公司未来成长可

期。 预计公司2012-2014年EPS分别为0.65元、0.84元和1.01元。 公司

作为国内唯一的动漫服饰类公司， 在国内同类企业中具备一定的

领先优势，同时结合目前A股市场情况，可给予公司2012年18倍-23

倍PE。

新股定位表

机构买入评级

机构最新评级

■

新股定位

New�Stock

博实股份（002698）

均值区间：

10.05

元

-13.09

元

极限区间：

9.40

元

-14.00

元

公司是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

设备业内拥有自主研发、 生产、销

售和服务一体化综合优势的大型

成套设备供应商。 公司拥有高速高

精度全自动称重技术、高速包装技

术、高速码垛技术、拉伸套膜包装

技术、合成橡胶脱水、干燥、成型、

包装、码垛技术等核心技术。 公司

多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产品

“

ZBM-A1200

型全自动包装机器人

码垛生产线”被列为“国家级火炬

计划项目”，荣获“黑龙江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产

品 “基于

FFS

的高速高精度称重包

装码垛成套系统”被列为“国家重

点新产品”。 公司是国家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企业，先后承担或参与了多项国

家“十五”、“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

的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招商证券：9.4元-10.8元

石化和煤化工领域对成套设

备的需求较大。 劳动力成本提高以

及旧设备的更新需求促进自动化设

备需求增长。 产品服务市场空间广

阔。技术优势显著，储备充分厚积而

薄发。与国外产品相比，公司大系统

成套优势明显。订单增长迅速，募投

项目缓解产能紧张。 预计

2012-

2014

年公司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本

摊薄后分别为

0.47

元、

0.59

元、

0.72

元， 公司合理估值在

20

倍

-23

倍左

右，合理价值区间为

9.4

元

-10.8

元。

安信证券：9.58元-10.54元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粉粒料全

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 合成橡

胶后处理成套设备和产品服务业

务。 募投项目有助于提高公司竞

争力， 对长远发展有利。 预计

2012-2014

年公司的

EPS

分别为

0.48

元、

0.62

元、

0.75

元， 可比公司

2012

年的平均市盈率为

19.60

倍，

给予

2012

年

20-22

倍

PE

，上市首日

定价区间为

9.58

元

-10.54

元。

美盛文化(002699)

均值区间：

14.50

元

-21.07

元

极限区间：

11.60

元

-21.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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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实股份

００２６９８ ４０１００

万股

４１００

万股

３．０５

元

９

月

１１

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１２．８０

元

３４．５９

倍

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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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从事石化化工后处理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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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

００２６９９ ９３５０

万股

２３５０

万股

６．５２

元

９

月

１１

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２０．１９

元

４０．１０

倍

１．２９２％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平安证券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动漫衍生品细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代码 名称 机构名称 研究员 最新评级 目标价位 最新收盘价 研究日期

６０００５４

黄山旅游 海通证券 林周勇 买入

１８．２５ １４．０８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中信建投 陈政 买入

６．００ ５．１８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中信证券 陈聪 买入

１３．２０ １０．６５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６０００９８

广州控股 瑞银证券 徐颖真 买入

７．９０ ６．９４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东北证券 高建 推荐

１０．６５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东方证券 李淑花 买入

７９．１０ ６１．８０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东方证券 姜雪晴 买入

６．６０ ５．１８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制药 瑞银证券 陆建巍 买入

２０．１０ １６．９０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中投证券 樊俊豪 强烈推荐

１９．６０ １４．１１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０８８８

峨眉山

Ａ

海通证券 林周勇 买入

２８．４１ ２１．１０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０４３０

张家界 海通证券 林周勇 买入

１６．２５ ９．８５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２３７６

新北洋 长江证券 马先文 推荐

２０．４５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２０３３

丽江旅游 海通证券 林周勇 买入

２７．５０ ２３．４０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瑞银证券 孙旭 买入

１３．２０ １０．６５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３００１４５

南方泵业 长江证券 章诚 推荐

１７．５８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３００１５７

恒泰艾普 第一创业 王皓宇 强烈推荐

２４．５８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东方证券 李淑花 买入

４２．４０ ３５．５１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６００８２７

友谊股份 中信证券 赵雪芹 买入

１２．００ ９．３８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民生证券 陈龙 强烈推荐

１０．１０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国金证券 赵乾明 买入

４３．０２ ３４．５０ ２０１２－９－９

００２３８７

黑牛食品 国金证券 陈钢 买入

１７．７８ １１．１９ ２０１２－９－８

６００７２０

祁连山 华创证券 李龙 强推

１１．６２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３４０

格林美 第一创业 何本虎 强烈推荐

１３．６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４１０

广联达 民族证券 王晓艳 买入

２５．００ １８．７９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东方证券 江维娜 买入

５１．５２ ４５．８８ ２０１２－９－７

６００６８２

南京新百 招商证券 杨夏 强烈推荐

８．１４ ２０１２－９－７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中投证券 张镭 强烈推荐

２０．２０ １６．２４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１５４

报喜鸟 浙商证券 黄薇 买入

１１．６８ ２０１２－９－７

６００５１６

方大炭素 长江证券 刘元瑞 推荐

１０．３２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国海证券 马金良 买入

２７．１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瑞银证券 陈实 买入

２３．６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６０３

以岭药业 东方证券 李淑花 买入

２８．００ ２７．７３ ２０１２－９－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民生证券 于特 强烈推荐

１６．２０

至

２０．３０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６５３

海思科 中信证券 李朝 买入

３３．２２ ３０．９４ ２０１２－９－７

３０００２４

机器人 平安证券 叶国际 强烈推荐

２５．６９ ２０１２－９－７

３００１８５

通裕重工 东方证券 刘金钵 买入

５．９７ ５．４７ ２０１２－９－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平安证券 王德安 强烈推荐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３００２０７

欣旺达 浙商证券 刘迟到 买入

１４．３０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信达证券 邢海芝 买入

４．９３

至

７．３４ ５．１８ ２０１２－９－７

００２４４８

中原内配 中投证券 张镭 强烈推荐

２７．００ ２５．６０ ２０１２－９－６

００２６４９

博彦科技 华泰证券 张冰 买入

２６．５０ １９．１３ ２０１２－９－６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申银万国 龚浩 买入

２０．００ １６．３９ ２０１２－９－６

００２４３６

兴森科技 招商证券 鄢凡 强烈推荐

２３．００ １７．９２ ２０１２－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