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银：给予华润置地“买入” 评级

德银表示，华润置地

(1109.HK)

公布前十一个月录得合约销售

460.2

亿元人民币，按年增

53%

；合约销售面积为

425.4

万平方米，按年增

67%

；平

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

10818

元人民币，按年跌

9%

。 截至

11

月底，润地销

售已为

2012

财年目标

400

亿元人民币销售目标的

115%

。 前十一个月的合

同销售已是

2011

年全年合同销售的

127%

。 该行预计直至明年润地才会

再推重点项目，预期润地将努力集中于销售现有项目，给予公司目标价

21.8

港元和“买入”评级，因润地具独特的商业模式，应可受惠于扩张机遇

及市场份额增加。（华润置地昨日收报20.95港元）

花旗：熔盛重工估值高于同行

花旗首予熔盛

(1101.HK)

“沽售”评级，基于

2012

年市账率

0.4

倍，目

标价

1.05

港元，现价为市账率

0.5

倍，尽管股价近日急挫，估值仍较同行

昂贵，该行看不到调升股价评级的催化剂。 该行称熔盛未来盈利能力

未明，净负债达

170

亿元人民币，

2013-2014

年的现金流似乎难以令净

负债下降。（中国熔盛重工昨日收报1.31港元）

摩通：给予国药“增持” 评级

摩根大通表示，国药

(1099.HK)

是我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商，拥有无

可匹敌的全国性网络，而且是唯一在内陆地区建立庞大业务的全国性

分销商。预料收购减缓及消化后，国药便可发挥营运杠杆优势。该行任

为，乐见管理层指出明年营收增长达

23%-25%

，毛利率稳定。 国药并

非合同销售企业，较少受到监管风险影响。 价格下降对药品公司有负

面影响，但最终会令销量增加，预计总药品销售将进一步以双位数增

长直至

2020

年，国药应可受益于增长趋势。 给予目标价

31

港元，评级

“增持”。（国药控股昨日收报24.90港元）

瑞银：首予波司登“买入” 评级

瑞银首次给予波司登

(3998.HK)

“买入”评级。 波司登在羽绒服装

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2011

年的市场份额达

34.5%

， 该公司拥有强大的

资产负债表，

2012

年年底净现金为

37

亿元人民币，为市值的

24%

，股息

收益率为

6.6%

，具吸引力。 该行认为，羽绒服装的业务属于防守型，因

其以补给为重点的公平贸易制度，令库存风险较低。 羽绒的时尚风险

亦较其他服装低，料未来三年收入仍然可以提供高单位数增长。 波司

登一直在扩大其非季节性服装业务。 非羽绒服业务占

2012

财年收入

16%

，预料非羽绒服装增长率为单位数。 男装业务表现不如预期已反

映在股价当中。 估计波司登

2013

、

2014

财年股息收益率分别为

6.6%

及

7.1%

，在低利率环境下具吸引力。 （波司登昨日收报2.3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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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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宏磊股份（

002647

）后市

如何操作？

民生证券 李锐：公司主营业

务为漆包线、 高精度铜管材和其

他铜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业绩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较大，

但是单从今年来看处于稳步增长

阶段。 近期股价放量上扬，但有一

定的获利盘压力， 资金炒作迹象

明显，建议逢高减仓规避风险。

问：华银电力（

600744

）还能

再涨吗？

民生证券 李锐： 公司主营业

务为经营电力生产、销售，兼营电力

工程施工、 房地产开发及高科技项

目开发等业务。 公司一直处于亏损

状态，有较大的

ST

风险。虽然受到页

岩气概念的刺激股价有所上涨，但

基本面的拖累会使走势有较大的风

险。 目前有消息称公司未能中标页

岩气项目，后市建议逢高减仓。

问：大华股份（

002236

）是否

值得看好？

民生证券 李锐：公司主营安

防视频监控产品， 三季度业绩较

去年同期略有下降， 但前三季度

业绩已超预期。 公司安防行业占

主营业务收入

95%

以上， 且毛利

率维持较高水平， 受益于近期住

建部发布的 “关于开展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消息刺激，

预计未来业绩会有一定增长。 近

期该股处于

5

日均线之上属于强

势，后市建议关注

5

日线支撑力度

以及量能变化。

问：太极实业（

600667

）后市

如何操作？

民生证券 李锐： 公司主营业

务为帘帆布产品和纺织机械产品

等。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今年公

司业绩较去年有所下降，但公司斥

巨资收购了两家公司之后会对公

司半导体方面的业绩带来一定的

增长预期。 从技术面看，该股股价

前期处于上升通道之中，本周二下

破

10

日均线后有一定支撑，建议密

切关注能够有效收复

10

日线，如未

能站稳建议逢高减仓规避风险。

问：天虹商场（

002419

）是否

可以买入？

民生证券 李锐： 公司今年从

年初开始业绩稳步增长，作为双节

消费旺季， 公司业绩会有所刺激。

同时受公司被列入了商务部公布

的首批百城千店示范工程名单，新

店铺设并未受经济环境影响，公司

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基本面良好。

近期受大盘影响股价有所上升，但

量能并不尽如人意，后市建议关注

量能是否能有效放大。

问：南宁百货（

600712

）年底

是否有一波行情？

民生证券 李锐： 公司属于日

用百货零售业， 首先双节临近，作

为传统旺季，南宁百货作为消费类

最关切的个股，公司业绩会受到一

定的利好影响，但公司业绩较去年

有所下降。 截止至三季度，公司净

资产收益率大幅下滑，除资产负债

比率有所好转外，其他如净利润增

长率、净利润现金含量等指标都连

年下滑。 该股近期走势略有上扬，

本周二午后走势较强，建议密切关

注本季度初的高点是否能有效突

破，建议做短线操作。

问： 买入威海广泰（

002111

）

被套，后市如何操作？

民生证券 李锐：公司主营业

务为生产、 销售各类机场地面设

备， 产品涵盖除登机廊桥、 摆渡

车、垃圾车、飞机维修作业平台外

的大部分机场地面设备， 包括机

务、地服、货运、场道等四大类产

品。 公司三季度业绩与全年同期

持平， 目前市场上关于明年通用

航空扶持政策的预期越来越强

烈，但还需要做进一步观察，基本

面方面还要关注公司主营业务变

化后的落实情况。 目前股价面临

方向性选择，建议关注量能变化，

做高抛低吸以降低成本。

问：双良节能（

600481

）后市

如何操作？

民生证券 李锐：公司业绩一

直较平稳， 三季度收益较近三年

同期所有增加。 本周二刊登关于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向全体股

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及公司股

票、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并于当日复牌， 该消

息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利好作

用。 另外公司涉及的节能环保业

务正符合目前国家政策。 本周二

开盘之后涨停是受此消息刺激，

建议密切关注消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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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峰 华龙证券

S0230610120052

李 锐 民生证券

S0100612040002

凌学文 广州万隆

A0580206010014

李华东 海通证券

S0850612030017

丁德武 民生证券

S0100612100004

文育高 华龙证券

S0230510120002

谢 峻 东方证券

S0860610120014

肖玉航 九鼎德盛

A0470200010006

■ 大宗交易点评

7只中小盘股遭遇跌停价成交

沪深两市周二共发生

38

笔大宗交易，合计成交

6902.15

万股，成交

金额达到

5.06

亿元。 从成交价格来看， 这笔交易的整体折价率为

6.97%

，与前一交易日

6.60%

的折价水平相比，呈现环比上行态势。

分析人士指出，当日大宗交易折价率环比攀升，与部分股票纷纷

以跌停价成交关系密切。 其中，成都路桥、赞宇科技、九洲电气、贝因

美、华策影视、金固科技和燃控科技

7

只中小盘股都无一例外的出现了

以跌停价成交的交易。

例如， 创业板股票燃控科技当日成交有

5

笔交易均是以跌停价成

交，合计成交量为

704

万股，合计成交额达到

6054

万元，显示卖方出货

心态十分迫切，从公开信息来看，该股的以上

5

笔交易的卖方都是华融

证券武汉解放大道营业部。

另外，

11

日中国重工也出现了

6

笔交易的合计成交额高达

11490

万元，

而其卖出方都是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营业部，似乎隐约显现减持迹象。

“冬日暖阳”尚欠火候 反弹几率大于反转

□

本报记者 杜雅文

“V” 型反转或有难度

主持人： 最近一周股市出现

反弹， 两位嘉宾认为最直接的动

因是什么？

刘国宏：从技术面来说，前期

低点

1949.46

点是市场普遍认为

形成的新的支撑点。 随后在这个

点位可以看到， 管理层出台一系

列维护市场的政策， 在多个场合

都显示出对资本市场的呵护。 同

时，从外围经济运行的趋势来看，

全球经济回暖和企稳现象比较明

朗。在多种因素刺激下，市场产生

了这一轮反弹。

夏立传： 自

2009

年

8

月份

3478.01

点以来， 股市持续向下，

下跌最主要原因还是跟经济下滑

有关。随着股市不断下跌，市场信

心也越来越低， 进一步导致股市

一路走低。现阶段股票已很便宜，

需要契机把信心或者人气抬上

来。 随着政府换届以及对未来发

展的定调，股市人气慢慢抬升，信

心的凝聚促成了这一波反弹。

主持人： 投资者都很关心此

轮反弹能持续多久， 会不会成为

“

V

”型反转。 如果有行情展开，将

会是哪些行业和板块？

刘国宏： 目前市场运行态势

呈现出触底企稳迹象。 是否形成

“

V

”型反转还要看未来经济运行。

虽然市场信心在恢复，但对“

V

”型

反转不要寄予太高期望。 因为目

前整个经济形势依然不是很乐

观， 从大的经济环境来说也处在

新旧交替时期，市场有理由、有基

础也有信心维持震荡，但“

V

”型反

转为时尚早， 因为目前市场具备

的技术动量和基本面的支持力度

都远远不够。 我们只能定义为目

前市场是触底回稳， 而未来将会

延续震荡向上的格局。

夏立传：经济在慢慢转好，所

以市场可能会出现反弹， 并从低

往高走，但不一定是“

V

”型反转，

有可能中间有波动。 现在信心开

始建立， 而下一波行情的关键点

就是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 如果接下来与市场预期不一

致，股市可能还要调整，反之反弹

则会延续。整体来说，从现在到未

来的一两年股市是向上的， 但不

一定是直线向上。

“城镇化” 是未来热点

主持人： 最近市场上一个投

资热点是“城镇化”。 此次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 “积极

稳妥推进城镇化， 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请问如何解读

“城镇化”以及对相关板块影响？

刘国宏： 城市和农村割裂的

格局在我国长期存在， 导致城市

和乡村的资源配比、 产业配套严

重不对等， 这也是制约我国经济

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 “三农”问

题的核心问题是城镇化问题，最

根本还是在于未来的产业发展必

须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相互

共生共融、相互促进。

“城镇化”说到底还是要推进

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以

及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这些内容将

是政府任重道远的长期战略目标，

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已

经非常巨大。 解决这些问题，将是

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亮点。

从经济体系和未来城镇化导

向来看，首先基建板块是未来必然

要发展的。 其次，是农业产业的配

套，从长期战略来看一定要优化或

者以科学战略去推动，包括农业生

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农用

工具等。 再次，城乡一体化还强调

了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这必然会带

动一些产业配套项目，比如农业产

业化、生态食品等。 如果从投资角

度去看，基建、农业产业化、农业龙

头企业未来是首先直接受益的，农

产品深加工、储运等产业链上的企

业也将会受益。 此外，未来城镇化

过程中会推动房地产发展，在全国

格局布局相对比较均衡的房地产

上市公司，尤其是在中西部二三线

城市项目布局比较多的企业，未来

会相对受益。 总体而言，“城镇化”

包含了很多内容，投资者需要在不

同阶段选择不同标的，根据市场节

奏把握“城镇化”带来的市场红利。

夏立传：“城镇化” 可能会推

动我国未来十年左右的经济发展，

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缩小城

乡差别，二是消除户籍差别。 但是

“城镇化” 应该避免一个最大的问

题，就是仍然集中发展大城市。 应

该把“城镇化”重点放在中小型城

市或者大城市的卫星城市。

此外，“城镇化” 同时还要避

免物价上涨过快，特别是房价上涨

过快的问题。从投资角度来讲，“城

镇化”最主要的还将落实到房地产

行业。 如果选择投资板块，房地产

行业将是龙头，此外还包括房地产

带动的其他相关产业， 如建筑、水

泥、第三产业等。 在城镇化的软件

方面，如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城

市、三网融合等也将带来机会。

重点关注四大板块

主持人：现在已是年底，很多

投资者发现自己今年亏损了很

多。 请展望一下明年的宏观经济

与行情走势， 对已经亏损的投资

者提一些建议。

夏立传：从短期来看，目前的

行情主要是估值修复， 即估值比

较低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机会。

另外对于政策的预期也是市场热

点，比如水泥、建材等城镇化概念

相关的板块。从长期来看，明年上

半年可着重投资周期性行业，下

半年则可重点投资消费行业。 因

为我国经济是政府主导型， 所以

周期板块往往在上半年表现不

错。 个人特别看好

2

月份，投资者

应该好好把握。

从新一届政府领导层近期讲

话来看， 他们对

2013

年经济增速

要求可能不会那么高， 从而有利

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明年可能采

取宽财政和稳货币的政策， 货币

政策是为保增长， 财政政策是为

调结构。因此，明年货币政策可能

跟今年没有太大出入， 市场流动

性不会太大， 而财政政策的调控

余地还比较大， 新兴产业往往受

到财政政策的支持， 这也是一个

选股方向。

刘国宏：数据显示明年宏观经

济调结构的压力仍然很大。 总体来

说，明年的经济形势将呈现平稳和

相对震荡向上的格局，这也是明年

资本市场迎来休养生息的关键年

份。 在目前市场格局中，投资者应

根据各自的风险偏好确定投资策

略。 明年市场趋势将是震荡向上的

格局，可以着重关注四大板块。

首先是农业体系综合性板

块，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农业生产

资料，包括二线、三线城市的房地

产基建，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沉淀

比较深的房地产企业等。其次是机

械板块，该板块与调结构也息息相

关，明年如果市场回暖，这些企业

会迎来非常好的时机，而且从目前

估值来看， 该板块已经到了低点。

三是

IT

信息技术产业板块，这个领

域的龙头企业明年也值得看好。四

是并购重组板块，一些央企的并购

重组、内在整合，优秀民企对于产

业链的打造完善以及跨国并购等

都是明年值得关注的亮点。

临近岁末，上证指数终于迎来了“冬日暖阳”行情。 自

12

月

4

日创出近几年新低

1949.46

点后，上证指数已连续

反弹近一周时间。本轮行情是反弹还是反转？本期《中证面对面》特邀深圳好望角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刘国宏与深

圳柏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夏立传对此进行深入讨论。

棕榈园林（

002431

）

进军市政园林领域

公司作为地产园林的两大龙

头企业之一， 地产园林增长稳定，

同时上市后利用资金优势进军市

政园林领域，经过两年的摸索市政

业务亦取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地产

和市政园林并驾齐驱。 公司打造

“设计

-

施工

-

苗木”一体化产业链，

提升综合服务实力，目标是成为生

态绿化综合服务商。本次与利海集

团战略协议，包括了地产开发和市

政运营项目，涉及园林行业整个产

业链条，正好验证了公司“全业务

+

全产业链”的综合竞争优势。

有别于以前与甲方每次单笔

买卖的形式， 公司积极开拓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争取承接包括一

揽子项目的战略协议， 一方面深

化了客户合作关系和黏度、 确保

了未来业务承接的连续稳定性，

另一方面战略合作方的雄厚实力

有利于资金的回收。

长城证券指出， 考虑到公司

市政园林策略调整推动了新签订

单的密集爆发， 全产业链建设凸

显了竞争优势， 目前在手订单充

足，新业务模式具有创新意义，预

计

2012-2013

年

EPS

分别为

0.82

元

和

1.14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26

倍和

19

倍，维持“推荐”评级。

乐视网（

300104

）

影视资源支撑增长

LetvStore

支持超级电视发展。

乐视超级电视采用开放式的互联

网研发体系， 将以

Android

系统为

平台打造类似于苹果

APP Store

的

Letv Store

， 该模式是公司对乐视

超级电视“千万人研发，千万人使

用”的实际体现，公司目前就该平

台应用软件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

诚意并提出了优厚的合作条

件———软件开发者可通过付费软

件下载、免费软件使用、服务提供等

分成模式以及超级电视内置应用等

授权费模式享受利益回报。

Letv

Store

一旦形成规模，不仅可以支持

乐视超级电视快速发展， 还将带动

统一国内超级电视行业标准， 促进

整个行业发展， 同时为公司提供新

的业务模式和利润增长点。

短时间内公司的影视资源库

仍将为乐视

TV

提供主要支持。 由

于公司在

9

月

20

日公告内承诺

9

个

月左右完成产品化推向市场，短

时间内公司丰厚的影视资源仍将

为乐视

TV

提供主要的支持， 公司

主打高端市场明确定位， 以销定

产的模式也力图将风险降至最

低。 未来随着公司

Letv Store

形成

规模， 以及互联网与云技术的发

展，公司将真正实现“硬件

+

内容

+

应用

+

广告”的全方位盈利模式。

由于公司加大版权采购力度使

得摊销成本明显提升， 而上半年增

加了

CDN

及宽带建设投入， 也使得

一次性成本大幅提升， 降低了公司

毛利率。 同时公司今年发行

2

年期共

计

4

亿元债券，也将提高未来财务费

用，对公司利润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太平洋证券指出， 暂不考虑超

级电视业务，预测公司

2012-2014

年

EPS

分别为

0.45

元、

0.77

元和

1.02

元，

对应当前股价的

PE

分别为

65

倍、

38

倍和

28

倍， 由于看好公司现有业务

的快速增长以及

Letv Store

未来将为

公司带来的全新模式与新增利润增

长点，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广州友谊（

000987

）

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一致化

公司基本面依旧十分健康，

内生性潜力仍有一定空间， 手握

巨额现金以及无任何有息负债，

外延扩张亦值得期待。公司治理结

构合理，费用控制能力较强，管理

层与中小股东利益一致公司控制

费用能力较强，期间费用率一直维

持在

9%

左右， 明显低于

14%

的行

业平均水平，体现了管理层较强的

费用控制能力。公司薪酬激励体系

亦较为合理，每年高管薪酬的

20%

必须在二级市场上增持股票，任期

内不得减持，有效将管理层与中小

股东的利益一致化。

国海证券预测公司营收增速

会有所放缓，

2012

年

-2014

年营收

增速分别为

0%

、

10%

、

12%

， 对应

EPS

分别为

1.11

元、

1.16

元、

1.32

元，

对应的

PE

分别为

9.28

倍、

8.88

倍、

7.81

倍，综合考虑公司在广州乃至

珠三角高端人群中业已形成的品

牌形象和行业地位、攻防兼备的门

店布局、核心地段自有物业的重估

价值、稳健的财务结构、独特的管

理层激励模式以及强劲经营性现

金流支撑下

4%

以上的股息回报

率，公司的合理估值不应低于行业

平均水平，可以享受行业平均

2012

年

15

倍

PE

的估值水平， 调整评级

至“买入”。

酒鬼酒（000799）

前期深陷塑化剂风波的

酒鬼酒近日持续反弹， 昨日

该股上涨

1.23%

， 收报

33.05

元，换手率达

20.29%

，成交

额

14.98

亿元。 回顾其月初以

来表现， 则已累计上涨

13.38%

。 不过，公开交易信

息显示，昨日有

1

家机构卖出

3027

万元。

东方电热（300217）

东方电热昨日跳空高

开，直接“一”字涨停，收报

8.71

元， 成交额仅

336

万元。

公开交易信息显示， 昨日的

筹码悉数为华泰证券深圳益

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营业部所

购入，似乎“涨停敢死队”再

度现身。

同花顺（300033）

由于涉及诉讼， 同花

顺自

11

月

21

日起停牌 ，昨

日复牌后小幅低开， 此后

迅速拉高涨停， 盘中震荡

回落， 至尾盘再度封上涨

停板，收报

13.53

元，成交额

为

6156

万 元 ， 换 手 率

9.78%

。 从公开交易信息来

看， 游资是助推该股上涨

的主力。

代码 名称 折价率 成交价 成交量（万股） 成交额（万元）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００２５７０．ＳＺ

贝因美

－１０．７１％ １７．０１ ２１．９８ ３７３．７９

海通证券杭州环城西路 海通证券扬州汶河南路

００２６３７．ＳＺ

赞宇科技

－１０．７０％ ８．２６ ４９．００ ４０４．７４

中信证券富阳迎宾路 中信证券海门镇中路

３００２０８．ＳＺ

恒顺电气

－１０．５８％ １１．３３ ３０．００ ３３９．９０

国泰君安证券武汉紫阳东路 中信证券深圳福华一路

６０１３７７．ＳＨ

兴业证券

－１０．２６％ ９．５３ ３４０．００ ３２４０．２０

海通证券公司总部 海通证券上海江宁路

６０１９８９．ＳＨ

中国重工

－９．８８％ ３．８３ ４００．００ １５３２．００

光大证券上海西藏中路 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

６０１９８９．ＳＨ

中国重工

－９．８８％ ３．８３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７８．８０

光大证券上海西藏中路 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

６０１９８９．ＳＨ

中国重工

－９．８８％ ３．８３ １

，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１３．００

华泰证券上海瑞金一路 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

６０１９８９．ＳＨ

中国重工

－９．８８％ ３．８３ １５０．００ ５７４．５０

光大证券上海西藏中路 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

６０１９８９．ＳＨ

中国重工

－９．８８％ ３．８３ ７４０．００ ２８３４．２０

光大证券上海西藏中路 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

６０１９８９．ＳＨ

中国重工

－９．８８％ ３．８３ ２５０．００ ９５７．５０

中信证券上海淮海中路 银河证券大连延安路

００２５６８．ＳＺ

百润股份

－９．７９％ １２．１６ ４０．００ ４８６．４０

中投证券上海东方路 海通证券扬州汶河南路

６００２６０．ＳＨ

凯乐科技

－８．１２％ ７．４７ １７５．００ １３０７．２５

海通证券上海江宁路 中银国际证券南京庐山路

３０００４０．ＳＺ

九洲电气

－７．９９％ １２．７８ １３０．００ １６６１．４０

申银万国证券上海大连路 广发证券北京中关村东路

００２４８８．ＳＺ

金固股份

－７．６１％ ７．０４ ５３．００ ３７３．１２

广发证券杭州市天目山路 广发证券南京北京东路

３００１３３．ＳＺ

华策影视

－７．３２％ １４．６９ ２１．５０ ３１５．８４

华泰证券成都晋阳路 中信证券常州环府路

３００１３３．ＳＺ

华策影视

－７．３２％ １４．６９ ６４．８０ ９５１．９２

华泰证券成都晋阳路 中信证券常州环府路

００２３１７．ＳＺ

众生药业

－７．００％ ３４．４１ １２０．００ ４１２９．２０

华泰证券上海牡丹江路 中信建投证券深圳深南中路

００２３１７．ＳＺ

众生药业

－７．００％ ３４．４１ ４０．００ １３７６．４０

申银万国证券上海大连路 中信建投证券深圳深南中路

００２３１７．ＳＺ

众生药业

－７．００％ ３４．４１ ５０．００ １７２０．５０

华泰证券成都晋阳路 中信建投证券深圳深南中路

００２３１７．ＳＺ

众生药业

－７．００％ ３４．４１ ７７．００ ２６４９．５７

华泰证券上海牡丹江路 中信建投证券深圳深南中路

６０１９０１．ＳＨ

方正证券

－６．６５％ ３．６５ ５００．００ １８２５．００

广发证券绍兴中兴中路 方正证券绍兴胜利东路

００２６２８．ＳＺ

成都路桥

－６．４０％ ７．９０ １０１．３２ ８００．４７

华泰证券上海牡丹江路 华泰证券江阴福泰路

００２６２８．ＳＺ

成都路桥

－６．４０％ ７．９０ ８０．４２ ６３５．３０

华泰证券上海牡丹江路 华泰证券江阴福泰路

００２６２８．ＳＺ

成都路桥

－６．４０％ ７．９０ ４６．７８ ３６９．５３

东方证券成都天祥寺街 华泰证券江阴福泰路

００２６２８．ＳＺ

成都路桥

－６．４０％ ７．９０ ６３．６０ ５０２．４１

华泰证券上海牡丹江路 华泰证券江阴福泰路

３００２０８．ＳＺ

恒顺电气

－５．６８％ １１．９５ ９０．００ １０７５．５０

中信证券上海淮海中路 中信证券深圳福华一路

３００２６４．ＳＺ

佳创视讯

－４．９８％ ５．３４ ２１５．００ １１４８．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深圳益田路 招商证券深圳福民路

３００１５２．ＳＺ

燃控科技

－４．２３％ ８．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

光大证券上海西藏中路 华融证券武汉解放大道

３００１５２．ＳＺ

燃控科技

－４．２３％ ８．６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３２．００

华泰证券上海澳门路 华融证券武汉解放大道

３００１５２．ＳＺ

燃控科技

－４．２３％ ８．６０ ７４．００ ６３６．４０

华泰证券上海瑞金一路 华融证券武汉解放大道

３００１５２．ＳＺ

燃控科技

－４．２３％ ８．６０ １１０．００ ９４６．００

华泰证券北京月坛南街 华融证券武汉解放大道

３００１５２．ＳＺ

燃控科技

－４．２３％ ８．６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８０．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潍坊东风东街 华融证券武汉解放大道

００２１７７．ＳＺ

御银股份

－３．３８％ ４．２９ １２０．５０ ５１６．９４

机构专用 华泰证券江阴福泰路

０００５３７．ＳＺ

广宇发展

－３．２８％ ５．９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１８０．００

渤海证券天津空港经济区西四道 渤海证券天津空港经济区西四道

００２６２９．ＳＺ

仁智油服

－２．４２％ １３．７３ ８０．００ １０９８．４０

大通证券上海民生路 民生证券成都航空路

３００２７０．ＳＺ

中威电子

－２．３８％ ２９．１０ ５６．２５ １６３６．８８

中信证券上海世纪大道 长江证券杭州建国中路

００２６１２．ＳＺ

朗姿股份

－２．００％ ２３．５０ ４５．００ １０５７．５０

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 华林证券深圳振华路

６００３３７．ＳＨ

美克股份

－０．９７％ ５．０８ ３８７．００ １９６５．９６

中信证券上海浦东大道 中信证券上海浦东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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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５３５

林州重机 中信证券 唐川 买入

１１．００ ６．２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瑞银证券 郁威 买入

４４．００ ３５．９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长城证券 王飞 强烈推荐

４．１６

至

５．２０ ３．３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瑞银证券 毛平 买入

８．４０ ６．７１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２５８１

万昌科技 安信证券 刘军 买入

１７．８０ １４．９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３００３３１

苏大维格 第一创业 任文杰 强烈推荐

２７．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１１２６

四方股份 瑞银证券 谷琦彬 买入

１６．２０ １３．２３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华泰证券 李进 买入

３１．５１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３３６６

日出东方 国泰君安 方馨 增持

１８．００ １２．９４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２５７３

国电清新 安信证券 彭倩 买入

２４．６０ １５．９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０９６７

北方创业 海通证券 龙华 买入

２３．２５ １６．９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东方证券 肖婵 买入

４０．８８ ３１．５１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０４８９

中金黄金 海通证券 施毅 买入

１５．１７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３００２５１

光线传媒 中信建投 朱律 买入

３０．００ ２１．３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安信证券 吴莉 买入

１９．５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０４２５

徐工机械 中信证券 薛小波 买入

１５．６０ １０．９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２０４４

江苏三友 安信证券 刘军 买入

８．８０ ６．５９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申银万国 周海晨 买入

２０．７９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１８９９

紫金矿业 海通证券 施毅 买入

３．６７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国泰君安 韩其成 增持

４．００ ３．３４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０５４７

山东黄金 海通证券 施毅 买入

３６．１３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６００９９７

开滦股份 海通证券 朱洪波 买入

１１．５５ ９．１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第一创业 任文杰 强烈推荐

８．６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００３９

四川路桥 国信证券 邱波 推荐

８．００ ６．０９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中信证券 祖国鹏 买入

１０．０８ ８．６４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００２４６６

天齐锂业 海通证券 刘博 买入

３２．２５ ２４．３５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３０００８８

长信科技 海通证券 邱春城 买入

１６．５０ １３．３３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００２６３８

勤上光电 申银万国 余斌 买入

９．１２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００２６７８

珠江钢琴 中信证券 揭力 买入

１２．６０ １０．０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３００２４１

瑞丰光电 申银万国 余斌 买入

１７．００ １３．２８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宏源证券 张泽京 买入

８．６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平安证券 王德安 强烈推荐

１５．０９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海通证券 朱洪波 买入

２２．３６ １８．０２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国金证券 万友林 买入

２０．７９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１１１７

中国化学 国泰君安 韩其成 增持

９．５０ ７．５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６０１３６９

陕鼓动力 海通证券 龙华 买入

１０．００ ８．３３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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