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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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简报

新都化工（002539）

构建一体化大农业发展战略

公司日前公告， 拟设立注册资金为

3000万元的全资子公司益盐堂调味品公

司，专门负责公司调味品研发、营销业务。

另外， 公司指定由益盐堂调味品公司以

2159万元自有资金收购成都新繁食品

95%的股权。

西南证券研究报告对此指出， 公司布

局调味品市场，与原业务形成协同效应。由

于居民对调味品的差异化、 健康化需求日

益加大， 调味品市场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通

道，2007-2013年调味品行业收入由852

亿元增长到2349亿元， 复合增长率达到

18.4%， 利润由53亿元增长到197亿元，复

合增长率达到24.5%。 目前国内调味品行

业渠道中， 餐饮、 家庭和工业渠道各占

40%、30%和30%。 综合测算，未来3-5年

行业复合增速可达19%。 公司的调味品战

略，有望与现有盐产品、复合肥业务形成良

好的协同效应，未来将成为公司新增长点。

设立调味品子公司，构建肥、盐、调味

品一体化大农业发展战略。 益盐堂调味品

公司将进行品种盐和调味品统一管理，有

利于公司发挥原材料和盐业渠道优势，打

通调味品全产业链， 增强调味品业务的研

发和营销能力。 预计公司未来将利用自身

生产优质复合肥的优势， 选取优质农业生

产基地，为种植农户提供种子、农药、复合

肥等农化服务， 再反向收购农产品用于公

司的调味品生产，最终实现肥、盐、调味品

一体化的大农业发展战略目标。 公司构建

的大农业发展战略站在了行业未来发展制

高点，将生产要素与生活要素有机结合，既

可以抵抗农业季节性波动风险， 又形成独

具创新的商业模式，有利公司长远发展。

预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

0.43、0.88、1.48元， 摊薄后EPS分别为

0.43、0.72、1.22元。 看好公司长期成长性，

大农业战略转型方向值得期待，维持“买

入” 评级。

西藏药业（600211）

有望迎来业绩拐点

方正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公司拥有多

个潜力品种，未来增长空间巨大。核心产品

新活素经过代理商康哲药业多年学术推广

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今年销售额有望

达到2亿元，并保持50%以上增长。 其作为

治疗心衰药物具有传统药物无可比拟的优

势，且市场空间巨大，预计5年内将成为过

10亿的大品种，长期来看有望达到20亿元。

独家心血管药物诺迪康胶囊已经进入新版

基药目录， 未来将随着招标推进而加速放

量增长，适应症空间巨大。全球创新生物药

白介素1抗体拮抗剂滴眼液预计明年上半

年获批，未来具备3亿-5亿元销售潜力。

公司未来业绩大幅改善主要来自：一

是新活素销售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同时随

着产品培育成熟， 推广费用等变动部分费

用率将有望下降； 二是其他自有品种销售

开始快速增长， 其中诺迪康胶囊已经进入

基药目录，将显著受益于招标放量，白介素

1抗体拮抗剂滴眼液预计明年上半年获批，

未来具备3亿元销售潜力；三是公司销售费

用率将随着产品收入规模的增长及新管理

层上任后对公司销售管理的提升而大幅下

降，从而使其他自有品种实现合理利润率。

康哲药业的收购成本为公司投资提供

了安全边际。 2014年10月29日，康哲药业以

30元/股的价格收购新凤凰城、西藏通盈、天

津通盛分别持有的2000万股、450万股、166

万股西藏药业股权，合计金额7.85亿元。而在

此之前，康哲药业已经多次通过二级市场累

计购入公司股权8.64%，合计1261万股。

预计公司2014-2016年收入分别同

比增长18%、-54%、50%，医药工业收入分

别增长27%、66%、50%， 净利润分别同比

增长78%、196%、68%，实现每股收益0.33

元、0.98元、1.66元。 考虑到公司拥有多个

心血管等慢性病领域优势品种， 判断公司

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长期看市值将突破

100亿元，给予“强烈推荐”的投资评级。

工程重启+“走出去” 核电产业链受关注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

表示， 我国已将沿海核电工程列入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包，将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启动一批沿海核电

工程。 这是最近以来对核电重启最明确的

表述。 核电作为中国高端装备中竞争优势

明显的领域， 或成为中国制造业再出口的

代表之一。 2015年核电或将复制高铁出海

模式，核电产业链有望受到资金关注。

核电重启在即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李朴民

表示， 我国已将沿海核电工程列入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包，将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启动一批沿海核电

工程。

日本福岛事故之后， 我国国内核电项

目审批暂停。 2014年以来，重启国内核电

项目审批的信号不断释放。

核工业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目前看，

能源结构调整亟需核电出力， 国内经济也

需要核电装备的发展来提振， 加之国内新

一代核电技术取得突破， 安全发展核电的

战略不会改变，只是时机选择问题。而核电

发展的重心是对在运核电站进行安全检

查，对现有核电技术路线做改进融合，推进

核电装备“走出去” 。

《国 家 能 源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2014-2020年）》提出，在采用国际最高安

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

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设，研究论证内陆核

电建设。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

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

方正证券指出， 中国投入运行的核电

站在役机组20台，在建机组28台，累计装

机容量在910万千瓦左右。 此外，12个在建

核电站，25个筹建中的核电站， 在建及筹

建项目装机容量预计超过3100万千瓦。 在

建核电机组数量居世界第一。 根据《核电

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及，到2020年，核电装

机容量将达到8800万千瓦， 仅次于美国，

位列世界第二。

业内人士指出， 未来六年国内每年将

有6台左右机组（每台机组容量为100万千

瓦）建设。 以每千瓦1.2万元投资计算，核

电年均建设投资规模将在700亿元以上。

核电站建造将为核电设备制造企业带来商

机， 核电站建成后需要大量设备维修以及

核燃料生产和后处理企业的服务。

有望复制高铁出海模式

核电作为中国高端装备中具备国际竞

争优势的领域， 或成为中国制造业再出口

的代表之一，将复制高铁出海模式，获得强

力推销。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核电技术处

于全球领先水平。 2014年10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会见捷克总统时， 即鼓励有实力

的中方企业参与捷克核电设施扩建改造项

目。此外，中国拟参与英国核能发电行业发

展。预计在第三代核电成熟、第四代核电技

术快速推进后， 中国核电装备在数字化仪

控系统， 关键设备等核电设备完全具备国

际竞争力。

中国核电技术通过吸收研发， 已基本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龙一号” 方案的

获批， 预示着三代核电技术已基本研发完

成并可商业化建设。 政策一直鼓励核电走

出去，作为中国高端装备的优势产业，核电

或成中国制造业再出口的代表之一， 将复

制高铁出海模式，由政策强力推销，有分析

预期英国或成出海首站。 国际原子能机构

预计， 未来10年， 除中国外， 全球约有

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海外

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 2015将是核

电的走出去的重要年份。

海通证券指出， 核电属于拐点型的成

长，未来成长性比较确定，有四个理由：一

是起点低，核电发电量的占比，国内在2%

左右，全球平均超11%；二是潜力高，拟建

装机容量和在建加运营总装机容量的对

比，国内将近4倍，国外将近1倍；三是节奏

快，国内运营装机容量增速，根据估算，后

续十五到二十年内的年复合增幅在14%左

右，后续五年内的年复合增速在20%左右；

四是市场大， 国内新建投资规模根据估算

年均新建投资额有望近千亿元。

核电未来三大看点都将在2015年集

中上演。 一是新建和运营的拐点， 新建从

2015年开始有望稳定并维持高位，运营从

2015年开始爆发式增长； 二是板块成型，

中广核电力港股上市，中国核电、中国核建

2015年有望在A股上市， 中广核电力目前

有1200亿元左右的市值， 预计中国核电A

股上市后市值有800亿元以上， 加上中国

核建也是百亿级别， 整个核电板块的资金

容纳能力会大幅增加， 进而板块的联动效

应将会更好；三是资产证券化进程加快，中

核、中广核、中核建、国核、中电投这五个巨

头之间的合纵连横以及核电相关资产的上

市和上市预期，有望在2015年开始清晰。

分析人士指出，核电设备价值占比中，

主设备占40%左右， 自动化系统和仪表占

比10%-15%， 辅助系统和设备占40%

-50%。 国家明确要求未来核电建设中，国

产设备占比不低85%，核电核岛设备、其它

设备及新材料等产业受益。

高能环境均值区间：31.63-35.94元极值区间：29.60-42.00元公司是专业从事环境技术研究和提供污染防治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国际土工合成材料协会和国际土工合成材料施工协会会员单位、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发起单位。 公司已完成近600项国内外大型环保工程，获得了国内外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 公司拥有三十多项专利技术和6项软件著作权，主编3项、参编20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上海证券：29.60-35.52元。 公司技术水平突出，未来将充分受益于行业增长。 高能环境专注于以生态屏障技术体系为核心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和系统服务，是目前国内固废污染综合防治和系统服务领域最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固废治理市场容量巨大，公司在手订单超过20亿元，但市场占有率仍不到1%，预计公司的销售收入在未来几年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将持续提高。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情况，预计2014-2016年归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1905万元、14286万元和17143万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4.77%、20.1%和20.0%，相应的稀释后每股收益为0.74元、0.88元和1.06元。 综合考虑可比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情况及高能环境自身未来的业绩增长情况，给予高能环境合理估值定价为29.6元-35.52元，对应2014年每股收益40-48倍市盈率。广发证券：30.30元。 固废行业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建筑垃圾等多个领域，我国固废2012年产生量约35亿吨，其中工业固废占比超过90%。 过去10年间固废投资复合增速超过18.5%，集中于生活垃圾、危废处置等领域，工业固废领域产能缺口很大，治理相对滞后。 另一方面，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有望在2015年内出台，推动土壤修复行业快速启动。 预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0.95、1.39、1.91元。 选取永清环保、维尔利、东江环保、中电环保等作为可比公司，上述公司2015年平均PE为38.3倍。 考虑到固废行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公司在手订单充足，上市解决融资问题后有望迎来快速成长期，给予公司2015年32倍PE，对应股价为30.30元。恒泰证券：35.00-42.00元。 公司创立之初，依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专业科研团队，致力于固废污染防治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引进垫衬技术的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功地将垫衬技术应用于数百个固废污染防治项目。 公司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和市场需求相继开发出“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垫衬技术”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储存、处置场污染防治垫衬技术” 、“危险废弃物贮存场与安全填埋库污染防治技术”等一系列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的垫衬技术。 除核心技术外，公司现有多项前沿技术储备，这些技术储备使公司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截至2014年12月16日，中证指数发布的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3.43倍。 预计公司2014-2016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73、0.87、0.97元。 综合目前市场状况，结合公司发行价，预计公司上市10个交易日内股价核心波动区间为35-42元。

国信证券均值区间：16.06-19.40元极值区间：14.00-21.00元公司是全国性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突出。 自2008年以来，公司股票基金交易额连续四年稳居行业第三，2011年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排名行业第二；投资银行业务主承销家数2006-2009年连续四年排名行业第一，2010年排名行业第二，是当年主承销家数、主承销金额同时进入行业前十的两家券商之一，2011年项目主承销家数排名行业前二、主承销金额排名行业第一。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主持的全国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排名中，国信证券近三年的总资产、净资产、净资本、营业收入、净利润、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承销保荐业务项目发行家数等主要指标均进入行业前十。东北证券：15.00-18.00元。 2014年全年在经纪业务以量补价，IPO重启带动投资银行业务，两融业务、固定收益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稳步发展的背景下，整体证券公司的业绩均高速成长，国信证券也不例外，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透露公司2014年净利润或将同比增长60%-90%。 预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0.44、0.55和0.68元，给予公司2014年35-40倍的市盈率，对应合理价值区间为15-18元。中银国际：14.00-21.00元。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稳步增长，2012年和2013年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0.38%和11.46%，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6%和14.06%。 经计算，公司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ROE分别为10.25%、9.63%和10.23%，保持平稳状态。证券经纪业务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2011至2013年，公司经纪业务实现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略有上升。 公司营业部部均成交额远超行业水平，这已成为国信证券经纪业务的特色。 2009-2013年公司连续五年均有六家营业部进入证券公司营业部股票交易金额前十名，其中泰然九路证券营业部连续五年排名第一。 根据可比公司（广发、光大）市值法和相对估值法（广发、招商），预计国信证券发行上市后股价合理的运行区间是14-21元。方正证券：19.19元。 国信证券在营业部服务上积累的口碑有助于部分抵御互联网券商的冲击，投行业务的领先优势有助于在IPO开闸后提升公司投行业务收入，募集资金的运用也有利于公司创新业务发展。 预计公司2014、2015年EPS分别为0.55元和0.72元，对应发行后PE为12.5、9.53倍，估值远低于行业水平。 考虑到在经纪和投行业务上的优势，公司合理价值为19.19元，对应2014年35倍PE。

■新股定位

薛汉波：

年底再创新高并非难事2014年的股市应该会完美收官，因为目前股市中投资者的热情仍然高涨，而央行将原属于同业存款项下的存款纳入各项存款范围的政策，也将会给股市注入更多的活力。 有这针强心剂刺激，2014年股市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很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惊喜。 在资金推动下，股市再度创出全年新高并非难事。股市近期还会维持一个向上的运行态势，尽管技术层面有获利回吐的要求，可是在预期大牛市行情的情况下，惜售已经成为投资者首选，上周调整迅速结束也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而专家们乐观的预测，更让投资心态发生了变化，好像明年股市突破4000点关口已经是铁定的事实。 在投资者信心没有受到打击的情况下，股市一路上扬的走势不会改变，而上行的速度快慢则要看利好传闻的炒作强度。当然，股市并非不会出现下跌，因为目前宏观经济太不给力，如果权威机构和人士给出负面消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让投资者信心丧失，那么股市出现大幅下挫也完全有可能。

丁大为：险资大幅加仓佐证牛市已至

近期作为国家队的险资一直在暗中大幅加仓力挺股指。 据统计，险资运用于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数额，由10月底的8925.21亿元，上升至当前的9555.49亿元，净流入达630.28亿元。 作为国家队的险资，在大盘半年暴涨近50%下仍大幅加仓，从侧面验证了大盘当前处于牛市初期阶段的判断，预计明年的行情将更加精彩。从基本面来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但当前经济的放缓更有利于改革的进程，且“一带一路”的建设极大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这更有利于提高经济质量。 同时，流动性的宽松也直接让大盘风生水起，水涨船高。 因此，险资暗中力挺股指，也给予了我们放心持股的定心丸。 险资大举加仓确实是为行情打了“强心针” 。 再加上房地产行业进入衰退周期，大量的资金必然持续流入股市，所以股市向好已经是大势所趋，震荡调整都是短期趋势，中长线看股指面临的发展机遇远远大于风险。总体来看，券商再现集体涨停潮表明大盘依然处在牛市之中，随着前期表现抢眼的三大金融板块券商、保险、银行的再度暴涨，再度唤起了投资者的热情，创出新高指日可待。 后市机会依然众多，投资者一定要跟上节奏。

阳忠：高位震荡 谨慎追高面对大盘的上涨，很多投资者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真正疯狂的是券商板块，散户参与力度有限。 虽然牛市来了，券商又是最大受益行业，但近期券商股已经涨幅巨大，毕竟目前积累了较大的获利盘，投资者现阶段需要克制住冲动，追热追高是祸。

牛市是个价值轮动被挖掘的过程，轮涨才是真牛市，踏准新经济转型步伐的低价股最具成长潜力。 在国内经济数据未出现拐点的情况下，对于钢铁、有色、煤炭、水泥、建材、建筑和装饰等强周期品种的投资一定要谨慎，切勿因为最近涨得好而大规模配置。 未来中国股市的新蓝筹，还是新兴产业里的优秀企业。 股票投资要讲回报，二级市场投资股票的回报形式，主要是送股转股、分红派息。 这两类回报形式，大盘绩差型国企股大多不具备条件。 大盘权重股缺乏成长性，不是普通投资者的目标，操作上可以继续持有新兴产业小盘成长股。 投资者现阶段需要克制住冲动，切忌再度杀跌新兴产业成长股，去追涨已经大涨连涨的大盘股。 不必对前期蓝筹股的逼空行情感到遗憾。 资金流动性宽裕后，大量资金被赶入股市，行情走高是大势所趋，“大象”都能够起舞的市场一定会风水轮流转。

刘冠文：赚指数不赚钱值得反思过去几年熊市，大家一直忍受，好不容易来了牛市，却总是二八行情为主，多数人依旧赚不到钱，而牛市缓涨急跌，大家在涨的时候能赚钱，一旦急跌就又是很大的损失。 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这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做的非主流。 今年是主板的牛市，而很多人意识不到目前主板牛市做蓝筹，依旧选择一些小盘股来死守。 脱离了资金的主要进攻方向，一味和趋势对着干，是不可能有很好的结果的。 二是频繁换股。 牛市热点很多，眼花缭乱，总叫人有追涨热点的冲动，但是多数人并不具备短线交易能力，那不如买入大金融持有即可。 不以涨跌而胡乱换股，耐心持有，大体中长期是可以获得不错收益的。

总之要提醒大家，能够笑到最后的才是成功者，现在的A股涨起来不要命的往上涨，任何风险意识、理性分析都好像过时了，股市已成为拼胆量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小心，这头疯牛也有可能变成一头疯熊，现在涨得让人不明白，估计跌起来也同样让人不明白。 （田鸿伟 整理）更多详情请登陆中证财经博客http://blog.cs.com.cn/

薛汉波：

年底再创新高并非难事

2014年的股市应该会完美

收官， 因为目前股市中投资者

的热情仍然高涨， 而央行将原

属于同业存款项下的存款纳入

各项存款范围的政策， 也将会

给股市注入更多的活力。

股市近期还会维持一个向

上的运行态势， 尽管技术层面

有获利回吐的要求， 可是在预

期大牛市行情的情况下， 惜售

已经成为投资者首选， 上周调

整迅速结束也反映了人们的这

种心理。 而专家们乐观的预测，

更让投资心态发生了变化，好

像明年股市突破4000点关口已

经是铁定的事实。 在投资者信

心没有受到打击的情况下，股

市一路上扬的走势不会改变，

而上行的速度快慢则要看利好

传闻的炒作强度。

丁大为：

险资大幅加仓佐证牛市已至

近期作为国家队的险资一

直在暗中大幅加仓力挺股指。

据统计，险资运用于股票和证券

投资基金的数额， 由10月底的

8925.21亿元， 上升至当前的

9555.49亿元， 净流入达630.28

亿元。 作为国家队的险资，在大

盘半年暴涨近50%下仍大幅加

仓，从侧面验证了大盘当前处于

牛市初期阶段的判断，预计明年

的行情将更加精彩。

从基本面来看，虽然中国经

济增速持续下滑，但当前经济的

放缓更有利于改革的进程，且

“一带一路” 的建设极大解决了

产能过剩问题，这更有利于提高

经济质量。 同时，流动性的宽松

也直接让大盘风生水起，水涨船

高。 因此，险资暗中力挺股指，

也给予了我们放心持股的定心

丸。 险资大举加仓确实是为行

情打了“强心针” 。 再加上房地

产行业进入衰退周期，大量的资

金必然持续流入股市，所以股市

向好已经是大势所趋，震荡调整

都是短期趋势，中长线看股指面

临的发展机遇远远大于风险。

总体来看，券商再现集体涨

停潮表明大盘依然处在牛市之

中， 随着前期表现抢眼的三大金

融板块券商、保险、银行的再度暴

涨，再度唤起了投资者的热情，创

出新高指日可待。 后市机会依然

众多，投资者一定要跟上节奏。

阳忠：

轮涨才是真牛市

面对大盘的上涨，很多投资

者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真正疯狂

的是券商板块，散户参与力度有

限。 虽然牛市来了，券商又是最

大受益行业，但近期券商股已经

涨幅巨大，毕竟目前积累了较大

的获利盘，投资者现阶段需要克

制住冲动，追热追高是祸。

牛市是个价值轮动被挖掘

的过程，轮涨才是真牛市，踏准

新经济转型步伐的低价股最具

成长潜力。在国内经济数据未出

现拐点的情况下， 对于钢铁、有

色、煤炭、水泥、建材、建筑和装

饰等强周期品种的投资一定要

谨慎，切勿因为最近涨得好而大

规模配置。未来中国股市的新蓝

筹， 还是新兴产业里的优秀企

业。 股票投资要讲回报，二级市

场投资股票的回报形式，主要是

送股转股、分红派息。 这两类回

报形式，大盘绩差型国企股大多

不具备条件。大盘权重股缺乏成

长性， 不是普通投资者的目标，

操作上可以继续持有新兴产业

小盘成长股。投资者现阶段需要

克制住冲动，切忌再度杀跌新兴

产业成长股，去追涨已经大涨连

涨的大盘股。不必对前期蓝筹股

的逼空行情感到遗憾。资金流动

性宽裕后， 大量资金被赶入股

市， 行情走高是大势所趋，“大

象” 都能够起舞的市场一定会

风水轮流转。

技 术 指 标

上 证 沪深300 深 证

日 周 日 周 日 周

移动

平均线

MA

（

5

）

MA

（

10

）

MA

（

20

）

MA

（

30

）

MA

（

60

）

MA

（

100

）

MA

（

120

）

MA

（

250

）

↑3072.55

↑3056.48

↑2965.28

↑2821.48

↑2604.60

↑2467.99

↑2405.07

↑2222.22

↑2964.97

↑2693.11

↑2501.55

↑2362.22

↑2221.28

↑2208.23

↑2193.15

↑2413.77

↑3346.21

↑3334.14

↑3211.97

↑3020.91

↑2748.81

↑2602.03

↑2536.66

↑2357.12

↑3191.19

↑2852.17

↑2634.77

↑2490.18

↑2365.15

↑2397.83

↑2384.27

↑2634.23

↑10553.65

↑10602.01

↑10319.08

↑9717.42

↑8939.94

↑8565.31

↑8374.95

↑7900.58

↑10192.31

↑9200.24

↑8640.53

↑8236.68

↑7963.12

↑8256.01

↑8309.40

↓9743.95

乖离率

BIAS

（

6

）

BIAS

（

12

）

↑2.56

↑4.01

↓9.43

↓19.73

↑2.78

↑4.11

↓11.51

↓23.69

↑2.24

↑2.10

↓9.31

↓19.62

MACD线

DIF

（

12

，

26

）

DEA

（

9

）

↑130.51

↓134.05

↑223.74

↑145.89

↑168.52

↓175.11

↑253.07

↑151.66

↓457.08

↓508.39

↑683.98

↑397.99

相对强弱

指标

RSI

（

6

）

RSI

（

12

）

↑69.49

↑70.11

↑96.98

↑92.57

↑70.00

↑71.39

↑96.96

↑92.16

↑67.84

↑69.72

↑95.42

↑88.28

慢速随机

指标

%K

（

9

，

3

）

%D

（

3

）

↑68.17

↑67.47

↑93.37

↑90.82

↑72.68

↑70.52

↑93.70

↑90.02

↑65.20

↑60.14

↑87.71

↑84.77

技 术 指 标

上 证 沪深300 深 证

日 周 日 周 日 周

心理线

PSY

（

12

）

MA

（

6

）

66.66

↓68.05

75.00

↑70.83

66.66

↓68.05

75.00

↑68.05

41.66

↓44.44

83.33

↑76.38

动向指标

（DMI）

+ DI

（

7

）

—

DI

（

7

）

ADX

ADXR

↑32.97

↓22.61

↓42.59

↓59.18

↓45.61

↓3.01

↑75.36

↑66.57

↑25.78

↓26.99

↓32.51

↓59.55

↓48.39

↓2.74

↑73.87

↑62.12

↑21.44

↓28.83

↓22.27

↓57.58

↓48.04

↓7.10

↑52.27

↑38.97

人气指标

意愿指标

BR

（

26

）

AR

（

26

）

↑165.46

↑171.95

↓223.43

↓204.68

↑202.91

↑182.39

↓249.34

↓214.11

↑191.86

↑176.12

↓223.18

↓196.71

威廉指数

%W

（

10

）

%W

（

20

）

↓10.79

↓6.15

↑3.54

↑4.28

↓3.00

↓1.43

↓0.85

↓1.00

↓2.22

↓12.26

↓7.64

↓8.62

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J

（

3

）

↑68.17

↑67.47

↑69.58

↑93.37

↑90.82

↑98.46

↑72.68

↑70.52

↑76.99

↑93.70

↑90.02

↑101.06

↑65.20

↑60.14

↑75.32

↑87.71

↑84.77

↑93.60

动量指标

MOM

（

12

）

MA

（

6

）

↑217.59

↑173.02

↑793.73

↑565.83

↓224.29

↓222.68

↑994.85

↓666.68

↓257.12

↓406.29

↑2722.29

↑1815.02

超买超卖

指标

ROC

（

12

）

↓7.40 ↑33.57 ↓6.96 ↑40.59 ↓2.43 ↑33.69

高能环境

公司是专业从事环境技术研究和提供

污染防治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公

司拥有三十多项专利技术和6项软件著作

权，主编3项、参编20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和

技术规范。

上海证券：29.60-35.52元。公司技术水

平突出，未来将充分受益于行业增长。 高能

环境专注于以生态屏障技术体系为核心的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

研究和系统服务，是目前国内固废污染综合

防治和系统服务领域最具竞争力的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 固废治理市场容量巨大，公司

在手订单超过20亿元， 但市场占有率仍不

到1%， 预计公司的销售收入在未来几年将

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将

持续提高。

综合考虑可比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情况

及高能环境自身未来的业绩增长情况，给

予高能环境合理估值定价为29.6元-35.52

元，对应2014年每股收益40-48倍市盈率。

广发证券：30.30元。 固废行业包括生

活垃圾、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建筑垃圾等

多个领域， 我国固废2012年产生量约35亿

吨，其中工业固废占比超过90%。 过去10年

间固废投资复合增速超过18.5%，集中于生

活垃圾、危废处置等领域，工业固废领域产

能缺口很大，治理相对滞后。 另一方面，土

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有望在

2015年内出台， 推动土壤修复行业快速启

动。 预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

0.95、1.39、1.91元。 选取永清环保、维尔利、

东江环保、中电环保等作为可比公司，上述

公司2015年平均PE为38.3倍。 考虑到固废

行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 公司在手订单充

足， 上市解决融资问题后有望迎来快速成

长期，给予公司2015年32倍PE，对应股价

为30.30元。

恒泰证券：35.00-42.00元。 公司创

立之初， 依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的专业科研团队， 致力于固废污染防

治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 公司作为国内

最早引进垫衬技术的企业， 经过二十多

年的发展， 已成功地将垫衬技术应用于

数百个固废污染防治项目。 除核心技术

外，公司现有多项前沿技术储备，这些技

术储备使公司的技术水平始终处于行业

的领先地位。

截至2014年12月16日， 中证指数发布

的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53.43倍。

预计公司2014-2016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0.73、0.87、0.97元。综合目前市场状况，结合

公司发行价， 预计公司上市10个交易日内

股价核心波动区间为35-42元。

国信证券

公司是全国性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各项业务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突出。 自

2008年以来， 公司股票基金交易额连续

四年稳居行业第三，2011年代理买卖证

券业务净收入排名行业第二；投资银行业

务主承销家数2006-2009年连续四年排

名行业第一，2010年排名行业第二，是当

年主承销家数、主承销金额同时进入行业

前十的两家券商之一，2011年项目主承

销家数排名行业前二、主承销金额排名行

业第一。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主持的全国证

券公司经营业绩排名中，国信证券近三年

的总资产、净资产、净资本、营业收入、净

利润、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承销保

荐业务项目发行家数等主要指标均进入

行业前十。

东北证券：15.00-18.00元。 2014年全

年在经纪业务以量补价，IPO重启带动投资

银行业务，两融业务、固定收益业务和资产

管理业务稳步发展的背景下，整体证券公司

的业绩均高速成长，国信证券也不例外，公

司在招股说明书中透露公司2014年净利润

或将同比增长 60% -90% 。 预计公司

2014-2016年EPS分别为0.44、0.55和0.68

元，给予公司2014年35-40倍的市盈率，对

应合理价值区间为15-18元。

中银国际：14.00-21.00元。 近年来，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稳步增长，2012年和

2013年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0.38%和11.46%，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46%和14.06%。 经计算， 公司2011年、

2012年和2013年的ROE分别为10.25%、

9.63%和10.23%，保持平稳状态。

证券经纪业务是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2011至2013年，公司经纪业务实现的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略有上升。 公司营业部部均成

交额远超行业水平，这已成为国信证券经纪

业务的特色。 2009-2013年公司连续五年均

有六家营业部进入证券公司营业部股票交

易金额前十名，其中泰然九路证券营业部连

续五年排名第一。 根据可比公司（广发、光

大）市值法和相对估值法（广发、招商），预

计国信证券发行上市后股价合理的运行区

间是14-21元。

方正证券：19.19元。国信证券在营业部

服务上积累的口碑有助于部分抵御互联网

券商的冲击，投行业务的领先优势有助于在

IPO开闸后提升公司投行业务收入，募集资

金的运用也有利于公司创新业务发展。 预

计公司2014、2015年EPS分别为0.55元和

0.72元，对应发行后PE为12.5、9.53倍，估值

远低于行业水平。 考虑到在经纪和投行业

务上的优势，公司合理价值为19.19元，对应

2014年35倍PE。

均值区间：31.63-35.94元

极值区间：29.60-42.00元

均值区间：16.06-19.40元

极值区间：14.00-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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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环境

603588 16160

万股

4040

万股

10.07 2014-12-29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8.23 22.79 0.41%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

华林证券

主营业务

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施工

总承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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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

002736 820000

万股

120000

万股

3.44 2014-12-29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5.83 22.97 1.80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

广发证券

主营业务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等。

刘冠文：

赚指数不赚钱值得反思

过去几年熊市， 大家一直

忍受， 好不容易来了牛市，却

总是二八行情为主，多数人依

旧赚不到钱， 而牛市缓涨急

跌， 大家在涨的时候能赚钱，

一旦急跌就又是很大的损失。

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这值得我

们反思：一是做的非主流。 今

年是主板的牛市，而很多人意

识不到目前主板牛市做蓝筹，

依旧选择一些小盘股来死守。

脱离了资金的主要进攻方向，

一味和趋势对着干，是不可能

有很好的结果的。 二是频繁换

股。 牛市热点很多，眼花缭乱，

总叫人有追涨热点的冲动，但

是多数人并不具备短线交易

能力，那不如买入大金融持有

即可。 不以涨跌而胡乱换股，

耐心持有，大体中长期是可以

获得不错收益的。

总之要提醒大家，能够笑到

最后的才是成功者，现在的A股

涨起来不要命的往上涨，任何风

险意识、 理性分析都好像过时

了， 股市已成为拼胆量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小心，这头疯牛也有

可能变成一头疯熊，现在涨得让

人不明白，估计跌起来也同样让

人不明白。（田鸿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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