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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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均值区间：17.55-20.79元

极值区间：16.20-22.68元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仪器设备

及高端电子材料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

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构建和完善

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 广纳科技精

英，致力于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软件

及新材料四大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

东北证券：16.20-18.90元。 公司在

PCB精密加工检测设备和辅助材料领域

已形成多项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 部分

设备技术水平国内领先，能够替代进口。

公司与众多优质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

系，客户群分散、稳定，2013年度中国印

制电路排行榜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

PCB制造企业中，90%以上为公司客户。

公司拥有丰富、齐全的产品线和及时、快

速的市场响应能力， 未来公司目标发展

成为以PCB行业为基础， 横跨其他相关

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 预计公司2014年

-2016年EPS分别为0.54、0.65、0.70元，

参考同类上市公司， 同时考虑公司未来

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 给予其2014年合

理PE区间为30-35倍， 公司合理价值区

间为16.2-18.9元。

上海证券：18.90-22.68元。 公司在

未来几年业绩将会稳步增长，2014年、

2015 年 的 收 入 的 增 速 预 计 分 别 为

23.88%和27.67%。 预计净利润分别为

4546万元和 5286万元， 增速分别为

15.28%和25.13%。考虑到1500万股的发

行量，公司发行后总股本6000万股，本次

发行费用合计2915万元， 同时募集资金

为18392.21万元， 公司的发行价格为

10.79元。 预计2014年的摊薄后EPS为

0.63元，考虑到行业2014年的平均PE为

55倍， 基于谨慎性考虑， 给予公司2014

年30-36倍PE， 公司合理估值区间为

18.90-22.68元。

金盾股份

均值区间：20.50-24.02元

极值区间：17.00-28.00元

公司是专业从事地铁、隧道、核电、

船用、民用与工业领域风机、消声器、风

阀等通风系统装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 公司抓住国内地

铁、公路、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

的良好机遇，快速成长为在地铁、隧道和

核电风机及通风系统领域的领军企业之

一，主导产品涵盖地铁、隧道、核电等高

端产品应用领域，形成了从产品设计、制

造、系统集成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

申银万国：17.00-20.40元。公司未来

新增长点来自于核电通风系统领域。依托

在地铁、 隧道风机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

公司不断向核电通风系统领域拓展，产品

已成功应用于秦山核电站、 田湾核电站、

福清核电站等二代及二代加核电项目。公

司是目前国内通风机行业取得国家核安

全局颁发的民用核安全设备的设计和制

造许可证书的七家企业之一。公司开发研

究的三代核电（AP1000）通风空调系统

实现了三代核电通风空调系统关键设备

的国产化。 预计公司2014-2016年摊薄

EPS为0.68、0.83、1.10元，基于谨慎原则，

给予2014年25-30倍PE， 合理价格为

17.00-20.40元。

恒泰证券：24.00-28.00元。 发行人

所在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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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7倍。 预计公司

2014、2015、2016 年 每 股 收 益 分 别 为

0.63元、0.72元、0.87元。综合目前市场状

况， 预计公司上市10个交易日内股价核

心波动区间为24-28元。

迦南科技

均值区间：30.80-34.43元

极值区间：30.80-36.96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固体制剂设备供

应商，可以向客户提供固体制剂制粒整线

装备及解决方案，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可

提供三种制粒工艺 （湿法制粒、 沸腾制

粒、干法制粒）整线装备及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产品主要应用于制药行业，还可应

用于保健品、 食品等健康产业相关领域。

公司产品不仅被国内一千多家大中型制

药企业广泛使用， 而且远销全球六大洲

30多个国家，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

上海证券：30.80-36.96元。 公司主

要产品包括湿法制粒系列、沸腾干燥/制

粒系列、干法制粒系列、提升系列、混合

系列、包衣系列、清洗系列、制药容器等8

大系列，主要应用于制药行业，还可应用

于保健品、食品等健康产业相关领域。综

合考虑可比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情况，给

予迦南科技合理的定价为30.80-36.96

元， 对应2014年每股收益的40-48倍市

盈率。

兴业证券：27.30-31.90元。 公司在

固体制剂制药装备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 在国内固体制剂制粒设备制造领域

处于优势地位。 公司可向制药企业提供

固体制剂制粒整线设备， 是目前国内少

数几家可提供三种制粒工艺 （湿法制

粒、沸腾制粒、干法制粒）整线设备的供

应商之一。预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

别为0.91、1.25和1.46元， 考虑到可比公

司的PE水平、行业周期及公司的盈利增

长情况，给予公司2014年30-35倍PE，公

司合理价格在27.3-31.9元。

园区设计

均值区间：33.95-43.70元

极值区间：30.30-47.00元

公司隶属于工程技术服务业， 主要

从事建筑领域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

工程监理及项目管理业务。 公司自成立

以来， 专注于上述业务领域的技术研发

和实施， 并通过与境外知名设计事务所

的交流与合作， 逐渐形成了较强的技术

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中信建投：30.30-40.40元。 公司专

业协同集成能力强， 不仅能够为建设项

目提供整体设计， 还可以为建筑项目提

供项目管理、 工程监理、 工程总承包业

务。 该服务模式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

务，充分保证产品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技

术服务业国际惯例及行业发展趋势。 随

着我国工程技术服务行业逐渐成熟，一

站式综合服务模式越来越多在工程项目

中使用， 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向综合技术

服务机构发展已成趋势。 通过一体化综

合服务，在满足客户高品质要求的同时，

可以深入发掘产业链价值， 形成业务线

间的良性互动。 预计公司2014-2016年

分别实现收入6.04亿元、8.02亿元、9.88

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27.5%、32.7%、

23.2% ； 预计摊薄后EPS分别为 1.66、

2.02、2.35元。 考虑到公司融资后的业务

扩张能力，给予公司2015年15-20倍PE，

合理价格区间为30.3-40.4元。

上海证券：37.60-47.00元。 募集资

金到位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

营销和服务能力， 并有望通过并购实现

外延式发展，持续扩大业务规模。 预计公

司2014-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5.25亿元、5.99亿元和6.88亿元， 年增长

率分别为10.87%、14.01%和14.84%；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0.95亿元、

1.13亿元和1.31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1.16%、19.08%和16.68%； 按照IPO后

总股本计算，2014-2016年每股收益分

别为1.58元、1.88元和2.19元。 选取A股

业务与公司类似的上市公司作为园区设

计的相对估值参考， 可比公司 2014、

2015年动态市盈率均值分别为32.86倍

和21.50倍。 给予公司2015年20-25倍市

盈率较为合理， 由此公司合理估值为

37.60-47.00元。

新澳股份

均值区间：19.48-23.37元

极值区间：13.95-30.00元

公司立足于毛纺行业，主营业务为毛精

纺纱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毛

精纺纱线以及中间产品羊毛毛条，主要应用

于下游纺织服装领域。凭借在毛纺纺纱领域

的专业化、精细化、集约化经营，公司集制

条、改性处理、精纺、染整于一体，形成了完

整的纺纱产业链， 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多

年进入毛纺行业竞争力十强。

恒泰证券：25.00-30.00元。公司建立了

领先的行业地位，发行人多年专注经营毛精

纺纱线，近年来公司多次入围中国纺织服装

企业竞争力50强和中国毛纺、 毛针织行业

竞争力10强，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

紧把握全球最新的毛纺纱技术发展趋势，建

立开放性的技术创新机制，进行技术合作创

新。 公司与澳大利亚羊毛发展有限公司、香

港理工大学等外部研究机构与组织建立稳

定的技术合作关系。 公司在国内市场有宝

姿、 雅莹、 哥弟、 雅戈尔， 在国际有Gap、

TOMY�HILFIGER等服装品牌合作者。发

行人所在行业为纺织业， 截至2014年12月

17日, 中证指数发布的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为33.42倍。 预计公司2014、2015、

2016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97元、1.06元、1.18

元。 综合目前市场状况，结合公司发行价格

17.95元， 预计公司上市10个交易日内股价

核心波动区间为25-30元。

上海证券：13.95-16.74元。公司由于新

建产能逐步投产，毛精纺纱的收入规模和毛

利率有所提升， 其他产品保持稳定。 预计

2014-2016年销售收入分别为14.43亿元、

15.40亿元和18.35亿元， 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2.21%、19.94%、35.22%，对应2014-2016年

发行摊薄后EPS分别为0.93、1.11、1.50�元。

选取A股中纺织类公司作为可比公司，2014

年平均市盈率为25倍。通过对公司主营发展

的评估， 公司的合理价格区间预计为

13.95-16.74元，对应2014年15-18倍PE。

机构逢高卖出隆基股份

□本报记者 张怡

受高送转预案刺激，周一强

势涨停的隆基股份昨日再度迎

来涨停，报收于22.14元。不过昨

日的走势却显得不够坚定，而公

开交易信息上出现了三家机构

齐卖隆基股份的情形。

日前，公司发布了高送转预

案，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

股5股， 派发现金股利1元 （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受此消息刺激，隆基股份本

周一一字涨停，昨日再度高开高

走最终封住涨停板。 不过，昨日

隆基股份的涨停并不像周一那

般坚决，公司股价高开之后先小

幅下挫，最低触及20.81元，随后

逐步企稳回升触及涨停板，而后

再度打开，午后再度经历涨停板

的开合之后，尾盘才稳稳封住涨

停板。

而交易所信息显示，昨日卖

出隆基股份的前五名席位中，出

现了三家机构专用席位的身影，

卖出金额分别达到了1.11亿元、

7706.40万元和4208.17万元。但

买入前五名却全部为券商营业

部席位， 且买入金额均未超过

6500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高送

转因素刺激公司股价涨停，但是

机构逢高出货显示出短期股价

持续性存疑。在当前市场风格偏

向权重板块的情况下，中小盘股

的投资偏好减弱，建议投资者保

持谨慎。

“史上最严”环保法元旦起实施

政策步入密集期 三方向布局环保股

□本报记者 徐伟平

2015年1月1日起，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环保

法》修订草案就将正式施行。 新《环保

法》 对企业惩治力度大大加强， 被称作

“史上最严” 环保法。 分析人士指出，国

家层面愈发重视环境保护， 铁拳铁规治

污，保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的高压态势。

目前，《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经基本

编制完成，《土壤污染行动计划》也处于

制定的快车道中，2015年政策将步入密

集期， 整个环保行业的景气度将显著提

升。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大气治理近零

排放改造、 水务改革和智慧环保的三个

转型新方向。

新环保法元旦起实施

2015年1月1日起，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环保

法》修订草案就将正式施行。 新《环保

法》 对企业惩治力度大大加强， 被称作

“史上最严” 环保法。 多年来，由于环境

违法成本低， 对污染企业的经济处罚并

未取得应有的震慑效果，新《环保法》将

着力解决这个共性问题。“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

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

令更改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额

按日连续处罚。 ” 此外，根据新《环保

法》，4种违法情形可以采取行政拘留。即

建设项目未环评，被责令停建拒不执行；

无证排污，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暗

排偷排；生产使用违禁农药，拒不改正。

《环保法》 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明显

加大。

近年来， 国家层面愈发重视环境保

护，政策的暖风也频频吹向环保行业。 从

中期来看，临近“十二五” 收官年份，预

计前期政策的落实力度会加大， 政策加

码为环保股提供了强力支撑。 大气治理

方面。 2014年9月下旬，发改委、环保部、

能源局联合印发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

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年)》，提出东

中部燃煤机组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向燃

气机组看齐，相当于变相提标。 对此，中

金公司研究报告指出， 这是继2013年下

半年环保电价上调政策后的又一有力举

措，利好烟气治理工程商。

水务治理方面， 目前，《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已经基本编制完成。根据此前

环保部及相关人士的表态，“水十条” 总

投资需求预计超过2万亿元，工业污水处

理和城镇污水处理的提标改造将是重点

内容， 高性能膜技术将成为重点推介技

术之一。

土壤修复方面， 土壤修复的技术路

径和行业普查在2014年上半年已有了重

大进展，《土壤污染行动计划》也处于制

定的快车道中。 2014年3月18日，环保部

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计划》 明确提出，到

2020年，农用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部分地区

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业内人士指出，

预计今明两年将有多个土壤污染防治政

策出台，2015年我国土壤修复市场规模

有望超过400亿元，2020年土壤修复市场

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

三方向布局环保板块

2015年作为“十二五” 规划最后一

年，预期投资力度将更强，考虑到环保板

块的整体估值已回归到2013年以来的中

枢水平，整个环保板块值得重点关注。 招

商证券指出， 环保行业将迎接改革的新

变化，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大气治理近

零排放改造、 水务改革和智慧环保的三

个转型改革的新方向。

一是大气治理近零排放改造。 2014

年再改造市场的开启，近零排放对技术的

要求更高，行业集中度还有再进一步提升

的可能，改造市场将向真正技术过硬的企

业集中。重点关注拥有脱硫除尘改造一体

化技术，近两年改造项目有望大幅增加的

公司。

二是水务改革。 水价改革的工作仍

在稳步推进，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2014年， 对水权交易的启动开始提上议

程， 引起了市场对水务行业改革的进一

步关注。 在行业改革的同时，传统水务运

营类企业改革、转型也日渐展开，带来新

的成长空间。 重点关注国资委旗下、集团

环保资源丰富、转型潜力大的公司。

三是智慧环保。 伴随着新环保法的

实施，环保大检查的展开，将促进环境监

测设备的加速安装， 但从更长远的发展

方向来看，“智慧环保” 才是让偷漏排无

处遁行的有效方式。 在智慧环保项目架

构图中，可以看到，在线监测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长远来看，智慧

环保也可以是环境监测企业长远布局的

改革方向之一。

中信银行涨停 两机构离场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市场风格依然偏向蓝

筹股，昨日银行板块再度领涨两

市，中信银行放量涨停，赚足了

市场的眼球，不过从盘后的公开

交易信息看，有两机构席位借机

离场，显示部分机构相对看淡其

后市空间。

中信银行昨日小幅高开后

快速拉升， 一度触及涨停板，尾

盘成交额再度放大，该股封死涨

停板至收盘， 尾盘报收于8.01

元，创下2008年1月21日以来的

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中信

银行的成交额为43.94亿元，较

此前显著放量，资金高位博弈的

意味较浓。

昨日的盘后公开交易信息

显示，买入金额前五大席位均为

券商营业部，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朝阳路证券营业部和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北一

环路证券营业部的净买入额均

超过亿元， 分别为3.72亿元、

2.07亿元和1.55亿元。 不过在卖

出的前五大席位中却有两家机

构现身， 分别净卖出8010万元

和4301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银行板块的

本轮估值修复行情已经持续了

一个多月，短期银行股的涨幅已

高，两机构高位离场也暗示机构

投资者相对看淡其后市空间，建

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追

高。

资金博弈雷曼光电

□本报记者 王威

昨日，体育板块遭遇资金大

幅杀跌，Wind体育指数昨日大

跌5.56%，在概念板块中跌幅居

首。成分股亦全线下跌，其中，中

体产业和雷曼光电昨日双双跌

停，领跌体育概念。 值得注意的

是， 昨日盘后公开信息显示，机

构对雷曼光电产生了较大分歧。

雷曼光电昨日以64.70元平

价开盘，开盘触及65.80元后，股

价快速下跌，并于9点57分左右

便下封跌停价58.23元；下午1点

40分后跌停板曾短暂打开，但

随后再度被抛售资金压回跌停

板，直至收盘。成交方面，昨日雷

曼光电成交额为1.46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所盘后

公开信息显示，昨日机构对雷曼

光电产生了严重分歧。昨日该股

的五大买入席位均为机构专用

席位， 买入金额分别为2186.52

万元、1455.75万元、863.87万

元、835.02万元和608.50万元；

与此同时，该股的五大卖出席位

也均为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

分别为2180.13万元、1602.69万

元、1044.59万元、513.64万元和

500.79万元。当日机构专用席位

买入金额合计5949.67万元，而

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则合计

5841.84万元。

分析人士指出，自体育产业

被明确为国家支柱产业后，相关

的扶持政策在紧锣密鼓的制定

中，资金对于体育概念股的关注

度也明显提升。 12月29日全球

体育局长大会更是明确指出将

推进足球项目改革，行业长期发

展向好。 但雷曼光电经过11月

以来的连续上涨后，机构投资者

对该股产生了较大分歧，预计短

期仍将呈现大幅震荡走势。

迦南科技

均值区间：30.80-34.43元

极值区间：30.80-36.96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固体制剂设备供应商，可以向客户提供固体制剂

制粒整线装备及解决方案， 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可提供三种制粒工艺

（湿法制粒、沸腾制粒、干法制粒）整线装备及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产品

主要应用于制药行业，还可应用于保健品、食品等健康产业相关领域。公

司产品不仅被国内一千多家大中型制药企业广泛使用，而且远销全球六

大洲30多个国家，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

上海证券：30.80-36.96元。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湿法制粒系列、沸腾

干燥/制粒系列、干法制粒系列、提升系列、混合系列、包衣系列、清洗系

列、制药容器等8大系列，主要应用于制药行业，还可应用于保健品、食品

等健康产业相关领域。 综合考虑可比同行业公司的估值情况，给予迦南

科技合理的定价为30.80-36.96元， 对应2014年每股收益的40-48倍市

盈率。

兴业证券：27.30-31.90元。 公司在固体制剂制药装备领域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在国内固体制剂制粒设备制造领域处于优势地位。 公司可向

制药企业提供固体制剂制粒整线设备，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可提供三种

制粒工艺（湿法制粒、沸腾制粒、干法制粒）整线设备的供应商之一。 预

计公司2014-2016年EPS分别为0.91、1.25和1.46元， 考虑到可比公司的

PE水平、 行业周期及公司的盈利增长情况， 给予公司2014年30-35倍

PE，公司合理价格在27.3-31.9元。

园区设计

均值区间：33.95-43.70元

极值区间：30.30-47.00元

公司隶属于工程技术服务业，主要从事建筑领域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

包、工程监理及项目管理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上述业务领域的

技术研发和实施，并通过与境外知名设计事务所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形

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中信建投：30.30-40.40元。 公司专业协同集成能力强，不仅能够为

建设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还可以为建筑项目提供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

程总承包业务。 该服务模式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充分保证产品质

量，符合建筑工程技术服务业国际惯例及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工程

技术服务行业逐渐成熟，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式越来越多在工程项目中使

用，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向综合技术服务机构发展已成趋势。 通过一体化

综合服务，在满足客户高品质要求的同时，可以深入发掘产业链价值，形

成业务线间的良性互动。 预计公司2014-2016年分别实现收入6.04亿

元、8.02亿元、9.88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7.5%、32.7%、23.2%；预计摊薄

后EPS分别为1.66、2.02、2.35元。 考虑到公司融资后的业务扩张能力，给

予公司2015年15-20倍PE，合理价格区间为30.3-40.4元。

上海证券：37.60-47.00元。 募集资金到位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技术

研发、营销和服务能力，并有望通过并购实现外延式发展，持续扩大业务

规模。预计公司2014-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5.25亿元、5.99亿元和

6.8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10.87%、14.01%和14.84%；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分别为0.95亿元、1.13亿元和1.31亿元， 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1.16%、19.08%和16.68%；按照IPO后总股本计算，2014-2016年每股收

益分别为1.58元、1.88元和2.19元。 选取A股业务与公司类似的上市公司

作为园区设计的相对估值参考，可比公司2014、2015年动态市盈率均值

分别为32.86倍和21.50倍。 给予公司2015年20-25倍市盈率较为合理，

由此公司合理估值为37.60-47.00元。

新澳股份

均值区间：19.48-23.37元

极值区间：13.95-30.00元

公司立足于毛纺行业，主营业务为毛精纺纱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毛精纺纱线以及中间产品羊毛毛条，主要应用于下游纺织服

装领域。 凭借在毛纺纺纱领域的专业化、精细化、集约化经营，公司集制

条、改性处理、精纺、染整于一体，形成了完整的纺纱产业链，拥有独特的

竞争优势，多年进入毛纺行业竞争力十强。

恒泰证券：25.00-30.00元。 公司建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发行人多

年专注经营毛精纺纱线，近年来公司多次入围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

50强和中国毛纺、毛针织行业竞争力10强，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公

司紧把握全球最新的毛纺纱技术发展趋势， 建立开放性的技术创新机

制，进行技术合作创新。公司与澳大利亚羊毛发展有限公司、香港理工大

学等外部研究机构与组织建立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公司在国内市场有

宝姿、雅莹、哥弟、雅戈尔，在国际有Gap、TOMY� HILFIGER等服装品

牌合作者。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纺织业，截至2014年12月17日,中证指数

发布的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3.42倍。 预计公司2014、2015、

2016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97元、1.06元、1.18元。综合目前市场状况，结合

公司发行价格17.95元， 预计公司上市10个交易日内股价核心波动区间

为25-30元。

上海证券：13.95-16.74元。 公司由于新建产能逐步投产，毛精纺纱

的收入规模和毛利率有所提升，其他产品保持稳定。 预计2014-2016年

销售收入分别为14.43亿元、15.40亿元和18.35亿元， 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2.21%、19.94%、35.22%，对应2014-2016年发行摊薄后EPS分别为0.93、

1.11、1.50�元。选取A股中纺织类公司作为可比公司，2014年平均市盈率

为25倍。 通过对公司主营发展的评估， 公司的合理价格区间预计为

13.95-16.74元，对应2014年15-18倍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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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业科技 300410 6000万 1500万 6.12 2014-12-31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0.79 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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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从事PCB精密加工检测设备及辅助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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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盾股份 300411 8000万 2000万 5.89 2014-12-31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2.80 22.92 0.48%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华西证券

主营业务 风机、风冷、水冷、空调设备、消声器、组合风阀及其他风阀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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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南科技 300412 5340万 1340万 6.18 2014-12-31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3.60 22.78 0.45%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安信证券

主营业务 固体制剂设备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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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设计 603017 6000万 1500万 12.75 2014-12-31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29.97 22.88 0.55%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东吴证券

主营业务

主营国内外各类民用建设项目及工业工程项目的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及所需建筑材料和设

备的采购和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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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澳股份 603889 10668万 2668万 8.58 2014-12-31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7.95 21.63 0.43%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国信证券

主营业务 毛精纺纱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新浪多空调查

常用技术指标

新股统计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