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十大系统集成商等荣誉称号。
安信证券：21.75元-26.10元
公司具有研发、人才和能提供全方位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的竞争优势。 预计2012-2013两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为47.8%和48%，预计净利润增长44.6%和50.4%，全面摊薄后EPS分别为0.87元、1.31元。 上市首日定价为21.75元-26.1元，对应2012年PE为25倍-30倍。
东北证券：18.60元-23.25元
公共安全管理智能化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 按发行后总股本8700万股计算，预计公司2012-2013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93元、1.32元、1.81元，合理定价为18.60元-23.25元，对应2012年动态市盈率20倍-25倍。
华泰证券：17.00元-21.25元
预计公司2012-2014年分别可实现营业收入5.10亿元、7.15亿元、9.95亿元，预计净利润分别为0.74亿元、1.04亿元、1.38亿元，对应EPS分别为0.85元、1.20元、1.59元。 目前行业2012年动态PE为21.44倍，给予公司20倍-25倍动态PE，对应每股合理价格为17元-21.25元。
国泰君安：16.8元-20.4元
目前我国智能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约为17%，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60%以上水平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预计公司2012-2014年营业收入分别为5.19亿元、7.73亿元和10.47亿元，预计净利润分别为0.80亿元、1.16亿元、1.48亿元，对应EPS分别为0.91元、1.34元、1.71元，上市目标价为16.8元-20.4元。

A12

聚飞光电(300303)
均值区间：25.35元-29.16元
极限区间：22.60元-29.83元
公司是专业从事SMDLED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背光LED器件和照明LED器件。 公司获得多项市、省及国家产品认定证书，其中“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公司参编多项深圳市LED产业标准联盟制定的行业标准。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获得“
深圳市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500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010高亮侧发光二极管”获“
国泰君安：24.51元-29.41元
预期公司发行后2012-2014年销售收入分别为4.36亿元、5.41亿元、6.63亿元，预计净利润分别为1.03亿元、1.27亿元、1.52亿元，对应摊薄后EPS分别为1.29元、1.59元、1.90元。 上市目标价24.51元-29.41元，对应2012年PE为19倍-22.8倍。
光大证券：25.94元-29.83元
预计2012-2014年EPS1.30元、1.58元、1.95元，参考行业估值水平和公司增长，上市合理价为25.94元-29.83元，对应20倍-23倍PE。
东北证券：22.60元-28.25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背光LED器件扩产、照明LED器件扩产及LED技术研发中心等项目。 公司合理价格为22.60远-28.25元，对应2012年动态估值为20倍-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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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标准寻找“蓝筹血统” 之商贸股

就2000年以来数据来看，商
业贸易行业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
整体高估的状态， 就目前情况来
看，这一情形也没有实质性改变。
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不少商
业贸易股票业绩具备稳健增长的
特性。 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在商
业贸易行业估值整体高企的局面
下， 商业贸易类股票要想成为未
来的潜力蓝筹， 必须要具备化解
高估值压力的潜能， 这将是投资
者挖掘商业贸易行业中潜力蓝筹
的重要线索之一。

业绩稳健给力 估值高企丢分
按照申万分类标准， 目前A
股商业贸易成份股共有92只。 截
至3月16日收盘，这92只成份股的
整体市盈率（
TTM）为23.64倍，与
同期全部A股14.25倍的整体估值
相比，相对溢价率为65.89%。 回
顾过去可以发现， 商业贸易相对
全部A股溢价由来已久。 数据显
示，2000年以来很长时间以来，商

■ 新股定位

业贸易行业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
整体高估的状态， 在此期间全部
A股市盈率（
TTM）均值仅为37.19
倍， 而申万商业贸易行业市盈率
（
TTM）均值则为53.63倍，整体相
差格外悬殊。
就业绩来看， 商业贸易似乎
并不具备明显超越全部A股的潜
质。 例如，2009-2010年同期全部
A股的业绩增速则分别为38.77%
和28.75%， 而申万商业贸易行业
净 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7.28% 和
16.69%， 连续两年均不及全部A
股。 就以上数据来看，预期商业贸
易行业未来业绩增速明显超越全
部A股，似乎不太现实。
不过， 业绩增长动能相对欠
佳， 似乎并不能完全否认商业贸
易的蓝筹潜质， 因为就行业业绩
的持续稳步增长来看， 其稳健程
度是其他很多行业所无法 比 拟
的。 由此来看，在探寻商业贸易的
蓝筹“
千里马”之时，相对估值溢
价高企将是其重要减分项， 而业
绩持续维持较高同比增速则是其
重要加分项。

估值溢价率较低且业绩稳健增长商贸股

２０００年以来商业贸易行业相对全部Ａ股估值溢价

基于以上分析， 如果将目前
相对全部A股溢价率小于100%、
2009-2010年净资产收益率均超
过10%、2009-2010年业绩同比增
长连续两年大于15%作为筛选潜
力蓝筹的标准， 似乎要相对合理
一些。 从以上条件出发，可以发现
目前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商
业贸易潜力蓝筹股仅有9只，分别
是豫园商城、 苏宁电器、 如意集
团、合肥百货、大东方、中百集团、
江苏国泰、鄂武商A、海宁皮城。

关注政策受益和独特经营模式
1-2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3366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代码

简称

相对全部Ａ
股溢价率

６００６５５
００２０２４
０００６２６
０００４１７
６００３２７
０００７５９
００２０９１
０００５０１
００２３４４

豫园商城
苏宁电器
如意集团
合肥百货
大东方
中百集团
江苏国泰
鄂武商Ａ
海宁皮城

１０．０１％
１４．９１％
２４．３５％
２８．２８％
４２．０４％
６７．４９％
７０．００％
７１．６６％
９３．５４％

14.7%， 增速比12月回落3.4个百
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 长
10.8%，较去年12月下降3个百分
点。分析人士指出，由于CPI下行、
节日效应减弱及家电等品类增速
结构性下降， 消费增速继续下降
的可能性和空间较小， 随着后续
促消费政策的出台， 消费增速将
企稳回升。
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延续了
去年12月的反弹趋势， 回 升 至
103.9，主要由于价格向下趋势确
立及旺季打折促销活动力度较大
提振了消费者的信心，2月份消费
者信心指数仍会保持在相对景气
的水平。 在高物价抑制及同期基

２０１０年摊 ２００９年摊
市盈率
２０１０年净 ２００９年净
薄净资产 薄净资产
（
倍，
利同比增 利同比增
收益率 收益率
长（
ＴＴＭ）
％） 长（
％）
（
（
％）
％）
１５．６８
１４．７２
１２．０８
３９．７２
４６．５４
１６．３７
２１．８８
１９．８８
３８．８２
３３．１７
１７．７２
１６．６６
１４．２７
４２．０１
１２７５．００
１８．２８
２２．６１
１９．５８
４２．３１
６６．９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４２
２０．７８
１９．７９
７２．７４
２３．８７
１０．０６
１２．４１
１７．５９
２４．０９
２４．２２
１９．２７
１８．９３
２０．１７
１５．６５
２４．４６
１７．１６
１６．８４
２２．９５
３２．３４
２７．５８
１２．８２
１７．９３
１５７．６８
１５．０４

数双高的背景下， 商贸行业增速
有所下降， 不过行业一季度经营
情况有望好转， 尤其是二三线城
市上市公司及稳步扩张的连锁类
公司抗风险能力更强。
展望后市，有分析人士认为，
商业贸易行业数据在二季度见底
或是大概率事件， 刺激消费政策
有望陆续出台，如家电下乡延续、
税收改革及“
消费月”等，行业整
体环境或将逐渐转暖。 在3-4月年
报密集披露期间，业绩有保障、低
于预期可能性较小的公司值得关
注；同时，受益政策红利、经营模
式好及具备竞争优势的公司则可
长期看好。

New Stock

三诺生物(300298)
公司是国内最早的生产血糖
监测系统产品的厂商之一， 主营
业务是利用生物传感技术研发、
生产、销售即时检测(POCT)产品，
主要产品为微量血快速血糖测试
仪及配套血糖检测试条。 三诺血
糖仪是国家创新基金支持项目，
国家生物医学工程高技术产业化
示范项目， 通过德国技术集团质
量体系认证与欧盟CE认证。 公司
2003年和2008年两度获得了国家

富春通信(300299)
公司是一家专业通信网络建
设技术服务提供商。 公司掌握包
括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建设标
准化技术、 通信网络建设技术服
务信息管理系统技术、 移动通信
天线美化及基站隐蔽设计技术、
移动通信勘察设计智能化技术等
行业领先技术， 为国内民营通信
网络建设技术服务提供商中的领
跑者之一。 公司先后主编了包括
《
第三代移动通信基站设计暂行

汉鼎股份(300300)
公司是从事信息化专业服务
和智能化专业服务的综合性信息
服务业企业。 公司致力于智能技
术在建筑、 公共安全和多媒体集
成三大领域的开发及应用， 业务
链涵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规 划 咨
询、工程设计、系统设备采购、施
工和集成调试、 项目管理以及运
维增值服务的全过程。 公司拥有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 工 一
级、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机
电设备安装专业承包一级和安全

聚飞光电(300303)
公 司 是 专 业 从 事 SMDLED
器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的 高
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为 背 光
LED器件和照明LED器件。 公司
获得多项市、 省及国家产 品 认
定证书，其中“
010 高 亮 侧 发 光
二极管”获“
国家重点新产品”
证书。 公司参编多项深圳市
LED 产 业 标 准 联 盟 制 定 的 行 业

均值区间：31.92元-35.50元
极限区间：25.60元-41.10元
创新基金支持， 是国家生物医学
工程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的承
担单位。
光大证券：38.36元-41.10元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中，约
有 10% 城 市 糖 尿 病 患 者 拥 有 自
己的血糖监测系统，在农村该比
例不足3%。 随着糖尿病患者人
数的持续增加和糖尿病教 育 深
入，血糖监测系统需求量将持续
增长。
均值区间：17.19元-20.68元
极限区间：12.75元-27.04元
规定》 在内的四项国家通信行业
技术标准。
光大证券：23.66元-27.04元
随着公司募投到位后 “
全覆
盖、全地域”网络铺设，其拓展新
市场能力将得到有效地提升。 预
计2011-2013年公司净利润复合
增速为36.8%， 对应EPS分别为
0.52元、0.84元和1.19元。
国泰君安：12.75元-15.30元
行业竞争格局上，中移院，中
均值区间：19.54元-22.75元
极限区间：16.80元-26.10元
防范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 等 资
质，获评全国十大IT服务商、全国
十大系统集成商等荣誉称号。
安信证券：21.75元-26.10元
公司具有研发、人才和能提供
全方位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的竞
争优势。 预计2012-2013两年公司
营业收入增长率为47.8%和48%，预
计净利润增长44.6%和50.4%，全面
摊薄后EPS分别为0.87元、1.31元。
上市首日定价为21.75元-26.1元，
对应2012年PE为25倍-30倍。
均值区间：25.35元-29.16元
极限区间：22.60元-29.83元
标准。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 技 术
企 业 、 深 圳 市 LED 产 业 联 合 会
副会长单位，获得“
深圳市成长
型中小工业企业500强企业 ” 等
荣誉称号。
国泰君安：24.51元-29.41元
预期公司发行后2012-2014
年销售收入分别为4.36亿元、5.41
亿元、6.63亿元，预计净利润分别

东方证券：25.73元-31.45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生物
传感器生产基地项目、 生物传感
器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和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预计公司2012-2014年
摊薄每股收益为1.43元、1.87元、
2.25元， 以2012年预测市盈率18
倍-22倍计算， 对应合理价格为

25.73元-31.45元。
国泰君安：30.00元-33.36元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血糖仪
及配套血糖检测试条， 两者分别
占收入的26% 、74% ， 占 毛 利 润
15%、85%。 高性价比和完善的销
售网络是公司核心优势。 预计公
司2012年净利润为1.22亿元，对

应每股收益为1.39元。
平安证券：25.6元-31.1元
公司产品性价比较高，主
要市场集中于二三线城市 。 预
计 2012 -2014 年 全 面 摊 薄 后 的
EPS 为 1.35 元 、1.79 元 和 2.17
元 ， 合 理 估 值 区 间 为 25.6 元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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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诺生物
３００２９８
８８００万股
２２００万股
８．６４元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２９．００元
２９．３２倍
１．３９９％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主营业务
利用生物传感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即时检测产品
讯院和中通服占据市场70%-80%
份额，而民企则数量众多，规模较
小，竞争激烈。 公司相对于其他民
企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提供
全程全网技术服务，进入了三大运
营商招标体系并把服务范围扩展
到20多个省公司。 预计2011年2013年公司摊薄后EPS为0.51元、

0.83元与1.13元，给予25倍-30倍市
盈率，目标价为12.75元-15.3元。
海通证券：15.3元-18.7元
公司通信网络技术服务业务
受益国内三大运营商固定资产投
资的稳定增长。 预测公司20122013年EPS为0.85元、1.16元，给予
公司2012年18倍-22倍PE，对应合

上市日期
３月１９日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

理价格为15.30元-18.7元。
华泰证券：17.04元-21.68元
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服务
网点升级改造项目、通信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和信息化升级改造
项目。预计公司2011年-2013年EPS
分别为0.53元、0.77元、1.01元，二级
市场合理价格为17.04元-2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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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通信
３００２９９
６７００万股
１７００万股
５．４２元
３月１９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１６．００元
３４．７０倍
０．３２０％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国元证券
主营业务
通信网络建设技术服务
东北证券：18.60元-23.25元
公共安全管理智能化是公司
的重要发展方向。 按发行后总股
本8700万股计算，预计公司20122013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93元、
1.32元、1.81元，合理定价为18.60
元-23.25元， 对应2012年动态市
盈率20倍-25倍。
华泰证券：17.00元-21.25元

预计公司2012-2014年分别可
实现营业收入5.10亿元、7.15亿元、
9.95亿元， 预计净利润分别为0.74
亿元、1.04亿元、1.38亿元，对应EPS
分别为0.85元、1.20元、1.59元。 目前
行业2012年动态PE为21.44倍，给
予公司20倍-25倍动态PE， 对应每
股合理价格为17元-21.25元。
国泰君安：16.8元-20.4元

目前我国智能建筑占新建建
筑的比例约为17%，与发达国家如
美国和日本60%以上水平相比，存
在巨大差距。 预计公司2012-2014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5.19亿元、7.73
亿元和10.47亿元，预计净利润分别
为0.80亿元、1.16亿元、1.48亿元，对
应EPS分别为0.91元、1.34元、1.71
元，上市目标价为16.8元-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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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鼎股份
３００３００
８７００万股
２２００万股
６．１９元
３月１９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１８．００元
３７．５０倍
０．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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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智能化、公共安全管理智能化
为1.03亿元、1.27亿元、1.52亿元，
对 应 摊 薄 后 EPS 分 别 为 1.29 元 、
1.59元、1.90元。 上市目标价24.51
元-29.41元， 对应2012年PE为19
倍-22.8倍。
光大证券：25.94元-29.83元

预 计 2012 -2014 年 EPS1.30
元、1.58元、1.95元，参考行业估值
水平和公司增长， 上市合理价为
25.94元-29.83元，对应20倍-23倍
PE。
东北证券：22.60元-28.25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
背光LED器件扩产、照明LED器件
扩 产 及 LED 技 术 研 发 中 心 等 项
目 。 公 司 合 理 价 格 为 22.60 远 28.25元，对应2012年动态估值为
20倍-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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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飞光电
３００３０３
８０００万股
２０４６万股
９．２２元
３月１９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２５．００元
２７．５３倍
０．４２７％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国金证券
主营业务
专业从事ＳＭＤ ＬＥＤ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

■ 窝轮点金 Warrant

短线留意A50认沽证
□香港智远投资咨询
上周港股延续升势，但整体
走势缺乏主动性，投资者热情与
信心均呈现出不足的状态 。 恒
生 指 数 全 周 上 涨 1.1% ， 收 报
21318点。
美国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信
心指数不及市场预期， 这 是 自
2011年8月份以来首次下跌。 消

E-mail:zbs@zzb.com.cn

910只股票近三日创阶段新高

商业贸易 三策略探寻蓝筹“
千里马”
□本报记者 孙见友

电话：010－63070281

费者信心指数的回软，表现出投
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虽然从其他经济数据来看，美国
经济的复苏现状是良好的，但或
只是表面现象，而其乐观的经济
数据背后确实还是有不少隐患。
房地产市场的疲软似乎已 是 美
国经济复苏路上的软肋，虽然货
币政策一直维持超宽松状态，但
是房地产市场的起色却十 分 难

见。 本周将有不少楼市数 据 公
布，能否给美国经济再带来提振
还需进一步观察。 另外，就业市
场的改善，虽然趋势良好，但失
业率的整体水平还是偏高 。 如
果后期还能有更多的刺激 就 业
市场改善的政策出台，或能给市
场再注入动力。 最近市场 有 消
息称，欧盟有意扩大救助基金规
模，消息给市场带来压力。 自从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希腊危机渐渐消退之后， 西 班
牙、葡萄牙等国的问题又开始显
现，欧债危机的影响短期内或还
是会继续。
投资者对内地经济增长的前
景似乎并不乐观， 加上目前经济
刺激政策不多， 令市场感到压力
开始增强。 安硕A50中国（
2823.
HK）上周五收盘11.34港元，微跌
0.35%，该股受到内地A股疲软影

响连续三个交易日走低， 股价已
接近BOLL通道下轨道支撑。 短期
若继续看空安硕A50中国， 不妨
留意其认沽证13308，行使价12.8
港元，今年5月到期；若看好，亦可
留 意 其 认 购 证 13307， 行 使 价
12.28港元，今年10月到期。 在此
提醒投资者，权证（
或牛熊证）投
资风险巨大， 可能导致本金全部
损失。

□本报记者 龙跃
尽管沪深大盘最近三个交易
日出现震荡调整走势，但个股赚钱
效应并未明显受到影响。 统计显
示，除去新上市的7只新股，在上周
后三个交易日， 共有910只个股创
出今年反弹以来的阶段新高。
沪深股市上周三午后突然跳
水， 给本来稳健的反弹行情带来
一丝不确定性。从大盘走势看，沪
综指在上周后三个交易日累计下
跌了2.08%， 盘中一度考验半年
线支撑力度。但是，在大盘走势陷
入阶段低迷的时候， 个股的赚钱
效应却没有迅速消失。统计显示，
在上周三至上周五时间段内，除
去期间上市的新股，共有910只个
股创出1月6日市场反弹以来的阶
段新高，占比接近40%。
在这910只个股中，从阶段涨
幅看，在最近三个交易日内，滨海
能源、初灵信息、青岛金王三只股
票涨幅最大， 分别上涨了
21.11% 、21.01% 以 及 20.99% ； 此
外，另有保定天鹅、东宝生物等11

只个股三日累计涨幅超过10%。
而从今年1月6日以来的涨幅看，
在910只股票中，川润股份、中航
地产以及奥维通信三只股票股价
实现翻倍。
就行业而言， 在最近三个交
易日涨幅居于前50名的创阶段新
高个股中，医药生物行业有9只个
股，机械设备有7只个股，食品饮
料有6只个股，在所有行业个股中
占比最多。总体来看，消费股和科
技股在最近三个交易日表现最为
强劲。 此外，从风格角度看，在涨
幅前50名的创阶段新高股票中，
深圳主板有6只股票，中小板有17
只股票，创业板有13只股票，而上
海主板有14只股票。不难发现，中
小板和创业板中的部分个股体现
出了更强的抗跌性。
分析人士指出，逾900只个股
逆市创出反弹阶段新高， 显示当
前A股赚钱效应仍然非常明显，
做多资金的力量也未见大幅削
弱。这或许意味着，上周三开始的
调整只是阶段性的， 中期反弹行
情有望延续。

■ 评级简报 Report
维尔利(300190)

日海通讯（
002313）

抢占渗滤液处理先机

受益宽带网络建设

2010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量
达3.52亿吨，居世界第一，且每年
以8%至10%的速度增长。 2010年
生活垃圾的清运量为1.6亿吨，仅
占到垃圾产生量的45%， 其中生
活无害化处理量为1.24亿吨，无
害化处理率为77.9%。 公司采用
“
MBR＋纳滤” 工艺处理渗滤液，
目前在国内渗滤液处理企业中规
模排名第一， 渗滤液处理行业市
场占有率约10%。 随着国家环保
产业政策的推广， 餐厨垃圾处理
及土壤修复有望将引来黄金发展
时期。 华泰证券预计公司未来三
年的EPS（
暂不考虑2011年送配）
为1.49元、2.10元和2.75元， 给予
公司“
推荐”评级。

公司2011年营业收入13.33亿
元， 同比增长47.9%， 实现净利润
1.72亿元，同比增长44.35%。 受益
于运营商无线和有线宽带网络建
设，公司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公司
2011年综合毛利率上升1.78%，网
络连接产品和保护产品分别上升
2.52%、2.23%。 毛利率上升原因如
下：市场需求仍然很快，整个行业
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公司拥有较
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华泰联合证券
预计今年仍处在运营商光通信投
资的高景气周期，公司仍将受益行
业高增长，公司武汉工厂产能释放
可以缓解产能压力，同时尚能光电
光波导芯片2012年将投产，2012年
工程实施收入也将稳步增长，因此
公司未来成长性确定性较高，预计
公司2012年收入将接近19亿元，净
利润2.09亿元。 在不考虑增发的前
提下， 华泰联合证券预计公司
2012-2013年EPS为2.08、2.61元，
对应的PE分别为22.5倍、17.9倍，维
持公司“
买入”评级。

华鲁恒升（
600426）

新项目将陆续投产
2011 年 公 司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1.95亿元， 同比增长9.66%，净
利 润 3.5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9.57% ， 全 年 毛 利 率 水 平 为
14.31%，同比增长1.2个百分点。
尿素作为公司主营产品，2011年
实现营收21.06亿元， 在总营收
中占比超过40%，毛利率也由于
产品价格提升至17.68%。 与传统
煤头尿素相比，公司具有国内先
进和成熟的煤气化优势，在国际
油价高位徘徊背景下，公司或可
作为相对较优的煤化工投资标
的。 德邦证券预测公司尿素、醋
酸、DMF等原有主营产品产能今
年将分别达到150万吨、80万吨
和25万吨， 在高油价背景下，有
望维持现有盈利水平， 己二酸、
乙二醇陆续竣工后成为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 预计2012-2013
年EPS分别为0.60元和0.78元，对
应PE分别为16和12倍，给予公司
“
增持”评级。

双鹤药业(600062)

看好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2011年收入与净利润分
别为63.83亿元、5.29亿元，同比增长
18.94%、1.71%。 华创证券预测公司
2012-2014年EPS分别为1.05元、
1.36元和1.63元， 对应PE分别为18
倍、14倍和11倍。目前双鹤药业业绩
增速维稳表面上是价格下降所致，
但根本原因是缺乏激励机制。 华创
证券认为， 华润北药医药产业整合
已经开始， 双鹤药业主业将更加突
出， 预计华润入主后对管理层激励
机制改变将兑现， 双鹤药业业绩拐
点有望来临， 公司受大输液行业性
降价因素影响增速， 但长远来看发
展不成问题， 目前不到20倍估值仍
有投资价值，给予公司“
推荐”评级。

上周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００２６５９
３００２９６
３００２９６
３００２５０
３００２９５
３００２９７
３００２９２
００２６５５
６０１２３１
００２６５８
３００２９３
００２４３８
３００１４９
００２２２９
００２０９４
０００７１９
６００４６６
００２５２４
３００２２９
６００２２９
３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５１７
３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６０１
００２３８２
００２３２９
６００２６０
６００１０８
６００５７３
００２４２８
６００７１１
００２０１９
６００５９９
００００４３
６００１３２
００２１０６
３００１１３
６０００９４

中泰桥梁
利亚德
利亚德
初灵信息
三六五网
蓝盾股份
吴通通讯
共达电声
环旭电子
雪迪龙
蓝英装备
江苏神通
量子高科
鸿博股份
青岛金王
大地传媒
迪康药业
光正钢构
拓尔思
青岛碱业
信维通信
荣安地产
安诺其
佰利联
蓝帆股份
皇氏乳业
凯乐科技
亚盛集团
惠泉啤酒
云南锗业
盛屯矿业
鑫富药业
熊猫烟花
中航地产
重庆啤酒
莱宝高科
顺网科技
大名城

换手率达２０％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换手率达２０％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换手率达２０％
换手率达２０％
换手率达２０％
换手率达２０％
换手率达２０％
换手率达２０％
换手率达２０％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换手率达２０％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振幅值达１５％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振幅值达１５％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振幅值达１５％
涨跌幅偏离值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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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动日 异动日 异动日
成交额 涨跌幅 换手率 异动日期
（万元） （％） （％）
４３１７３．３５ １０．００ ８１．９２ ２０１２－３－１２
２４９２１．４３ －７．９３ ５４．５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２４９２１．４３ －７．９３ ５４．５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８７３０．３４ １０．０１ ４９．０３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２７９０６．９２ －１０．００ ４８．１９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２３８２７．６３ －１０．０１ ４２．９８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３９０３．２０ －７．１１ ４２．１８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２０３７８．２５ －６．８７ ４１．２９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５５３４７．０８ －７．１７ ３８．０８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２７４１３．０４ －８．８１ ３７．２８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１４３５１．７５ －８．２３ ３６．４９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２３８２６．６２ １０．００ ２７．５７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１２７０３．５１ １０．０１ ２５．０８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３１２２３．５０ １０．０３ ２１．８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７６４９４．９６ １０．０１ ２１．６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２１８４１．４７ －９．９６ ２０．４９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６９７３８．６０ １０．０４ ２０．２６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１９３５４．０６ １０．０４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１５０９８．３９ －９．１６ １７．９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５４１５３．５３ １０．０４ １７．６２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２９２０１．７０ １０．０２ １７．３７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２３８５３．１０ －９．９５ １７．２７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１１４１０．３０ １０．０４ １５．９２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３７１３７．９２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２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６９８７．７６ １０．０１ １２．８０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１５５３３．７１ １０．０３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５５２２３．５４ １０．０５ １１．７７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０７２０７．１６ １０．０３ １１．７５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１４７０４．３９ １０．０４ １１．７０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３９２５３．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３３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１６９７２．８９ －９．８３ ９．６８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２１９３４．３３ －６．５７ ８．９５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１４３０３．７８ １０．０４ ８．９４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３９２２５．６５ １０．０４ ８．８５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１４０４０７．９４ －８．２３ ８．４６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９０４０５．９３ －７．８７ ８．０８ ２０１２－３－１２
１０３６９．６６ －６．５５ ７．８４ ２０１２－３－１４
１０１０８．６５ －９．９７ ７．８２ ２０１２－３－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