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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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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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技术指标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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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华 300395 6460万股 1620万股 9.44元 2014-9-10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9.13元 18.94倍 0.66% 网下询价配售与完善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组合 中银国际证券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光通讯、半导体、太阳能、航空航天及其他领域用高性能石英玻璃材料及制品、石英纤维及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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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和防务 300397 12000万股 3000万股 10.01元 2014-9-10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24.05元 20.73倍 0.59% 网下询价配售与完善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组合 中信证券

主营业务 以连续波雷达技术和光电探测技术为核心的侦察、指挥、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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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瑞医疗 300396 6134万股 1534万股 14.07元 2014-9-10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29.54元 20.80倍 0.77% 网下询价配售与完善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组合 国信证券

主营业务 医疗检验仪器及配套试纸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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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信股份

300392 6400

万股

1600

万股

10.56

元

2014-9-10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26.10

元

22.70

倍

0.67%

网下询价配售与完善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组合 招商证券

主营业务 为客户在互联网上提供广告和公关服务

，

通过分析相关数据

，

使得广告和公关服务的精准度更高

，

服务效果更好

丹甫股份（002366）

转型后步入快速发展期

此前丹甫股份与台海核电的所有股东

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台海核

电将实现借壳上市。全部交易完成后公司控

股股东变为台海集团。台海核电主营业务为

生产和销售核电专用设备，以核岛中核心设

备———主管道产品为主。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 台海核电是目前

世界上唯一能够同时生产二代半堆型和三

代AP1000、ACP1000堆型核电站一回路

主管道的制造商， 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

具备三代核电主管道全流程生产能力的制

造商，在核电站一回路主管道市场上，台海

核电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随着二期工程的

产能释放，公司核电产品领域拓宽，将来有

望发展成为国内核电设备（不仅仅是主管

道）主流厂商。

此外，台海核电具备国防科工委颁发的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同时已经具备相应

的技术储备，凭借独特的材料优势和机械加

工工艺优势，目前已开展相关项目的合作及

开发，对军品外延扩张也将促进公司盈利能

力的提升。 目前我国已有1000多家民营企

业获得武器装备生产许可证，占颁证总数量

的一半以上。获得许可证的民营企业将会迅

速向海陆空各式装备渗透， 赢得军工订单，

分食国防持续快速投入的盛宴。台海核电也

是一家获得军工产品生产资质的民营企业，

在政策扶持下，台海核电对军品的外延扩张

能力值得期待。交易预案披露未来三年军工

主管道产品订单每年大约2-5亿元。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我国核电进入“抓

紧建设期” ，预计2014-2020年，我国的核

电设备采购量将逐步释放， 核电铸锻件、核

岛常规岛主设备、核级阀门等细分行业将全

面复苏。 2014-2020年核电设备制造市场

年均400亿元以上。 国内核电设备供应商数

量不多，台海核电主管道业务的主要竞争对

手为三洲核能、二重重装。 台海核电的竞争

优势主要有： 拥有系列经营资质和许可证、

先进的材料技术、积累多年的研发优势和良

好的产品使用记录。台海核电主要从事的核

电和军工业务均属于高估值行业。可比公司

的合理估值为2015年42.31倍。 当前股价并

没有完全反应交易后的资产价值，考虑到未

来三年内核电站建设处于景气向上周期、军

工产品符合我军发展方向从而获得更多订

单，中信建投证券给予公司“买入”评级。

永贵电器（300351）

增资永贵盟立 切入华为供应体系

宏源证券指出， 公司增资永贵盟立，切

入华为供应体系。盟立电子具备向华为提供

连接器、电缆组件的供应商资格，本次增资

控股永贵盟立， 供应商资质平移给永贵盟

立，永贵借此切入华为供应链体系；公司通

信连接器业务有望借永贵盟立平台实现快

速增长，据公告披露，2013�年华为销售收入

为2000亿元级别， 连接器及线缆采购额是

120多亿，预计永贵盟立2014年可达到8000

万元的销售收入，是公司向通信领域布局的

良好开端，未来会借助该平台积极介入爱立

信、阿朗等其他通信客户，通信领域的可持

续高增长值得期待。

宏源证券表示， 公司本身动车组连

接器在未来2-3年市占率仍有提升空间，

有望逐渐接近40%， 北京博得公司也储

备技术进入轨交屏蔽门和动车组门系统

业务，都将是未来盈利爆发增长的亮点。

公司成功开启通信连接器市场， 加上已

切入的新能源领域及待突破的军工市

场，公司未来成长共振向上，加速其他连

接器领域再造一个“轨交连接器” 市场

和盈利增长来源的进程。 公司成功开启

巨大的通信连接器市场，加上并购博得，

铁路内外业务比翼齐飞， 带动业绩持续

超预期可期， 宏源证券维持公司的 “买

入” 评级。

菲利华（300395）

均值区间：30.61-34.36元

极值区间：19.02-45.90元

公司主要从事光通讯、半导体、太阳

能、航空航天及其他领域用高性能石英玻

璃材料及制品、石英纤维及制品的生产与

销售业务。

上海证券：19.02-22.82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将新增200吨/年的合成石英玻璃碇产

能， 以及新增2400吨/年天然料石英玻

璃碇产能。 预计公司2014-2016年的营

业收入分别为3.00、3.66、4.53亿元，同

比增长8.92%、19.28%、23.76%；归属净

利润分别为8194、10152、11871万元，分

别同比增长18.50%、23.90%、16.93%。

东兴证券：42.20-45.90元

随着对复合材料及光纤的需求不断

增长， 公司石英材料及纤维的需求将受

带动。 公司积累了诸多具有自有知识产

权的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 至今拥有已

授权专利23项（含国防专利1项），是国

内首家获得国际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认证的石英玻璃材料企业。

天和防务（300397）

均值区间：49.57-55.58元

极值区间：49.14-56.16元

公司是一家以连续波雷达和光电探

测等核心技术进行侦察、指挥、控制系统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贸易为主营业

务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为末端防空指

挥控制系统系列产品。

中信建投：50.00-55.00元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6.4亿元， 其中

3.65亿元用于连续波雷达系统系列产品

建设项目；1.65亿元用于军民两用防务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1.1亿元用于补充

日常营运资金。 产品建设项目达产后，将

新增产能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指挥系统

80套、区域防空群通信指挥系统20套、雷

达等核心部件25套； 研发中心建成后将

增强公司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实

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为向军民领

域扩张打下基础。

安信证券：49.14－56.16元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全部围绕公司主

营业务进行，其中，连续波雷达系统系列

产品建设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年销售收入

72600万元，年均新增净利润21109万元；

军民两用防务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将增

强公司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 预计

2014-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333.7百万

元、402.2百万元、502.7百万元， 实现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140.9百万元、182.2百万元、

225.8百万元 ， 分别同比增长-3.8% 、

29.3%、23.9%。

迪瑞医疗（300396）

均值区间：51.15-59.82元

极值区间：50.17-62.54元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医疗检验仪器及

配套试纸试剂制造商， 主要从事尿液、尿

沉渣、生化、血细胞等医疗检验仪器以及

配套试纸试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东北证券：50.17-57.09元

据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统计，公司的尿

液分析仪市场占有率在30%以上。 除此以

外，公司还积极拓展生化分析、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血细胞分析等新领域，同时构

建了国际营销网络， 具有一定的发展潜

力。 预计公司2014－2016年的净利润分

别为1.06亿元、1.14亿元和1.22亿元。

上海证券：52.13-62.54元

公司现有四大系列产品横向覆盖了医

院检验科约50%左右的常规检验项目，纵

向覆盖了基层社区诊所、县级医院、市级医

院及大型三甲医院等各级医疗机构 。

2011-2014年中期， 公司国外销售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56% 、

34.73%、35.24%、28.92%。预计2014-2016

年归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实现年递增

7.34%、18.51%和18.35%。

腾信股份（300392）

均值区间：31.88-36.41元

极值区间：21.75-48.00元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涉足互联网营销

领域的公司之一，凭借独创领先的互动技

术平台，专业独特的策略洞察力、强大高

效的资源整合力和科学严谨的服务执行

力，为客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整合营销和

特色互动营销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东北证券：21.75-24.82元

公司拟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募集3.48

亿元资金，投入互联网营销平台升级改造

项目、研发中心扩充改造项目、移动终端

平台项目、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等四个项

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东兴证券：42.00-48.00元

公司自成立后十余年一直专注于

互联网营销服务， 积累了较强的服务

模式优势、营销技术优势、客户优势、

媒介资源优势。 此次募投项目均围绕

公司主业进行，随着项目陆续建成，公

司综合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 未来公

司有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保持领先

优势。

央视新闻公开新锐导弹

刺激因素不断 军工热现新风向

□本报记者 魏静

近来，军工板块刺激因素不断：除了

高层的力挺外，诸如导弹的发射、资产整

合进展、海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等等行

业面的利好，也直接推动了军工板块的高

调逼空。目前来看，军工热依然处于“一点

就着” 的状态，随着主流资金大规模的进

驻， 消息面的风吹草动均能导致军工股

“倾巢而动” 。昨日，央视新闻详细报道中

国新锐导弹FD2000； 据此， 分析人士认

为，在当前军工热“高烧” 难退的背景下，

这一举措或为军工热提供新风向，相关导

弹类公司大概率会受资金的追捧；其中本

周三上市的天和防务或因涉及导弹业务

更顺势上演连板行情。

中国导弹实力增强 或成出口利器

昨日，央视新闻详细报道了中国新锐

导弹FD2000。据介绍，这一导弹可以全天

候地拦截各类飞机，精确制导导弹，具有

反TBM（地区战略导弹）能力，采用两级

指控体制，可以指挥其他防空武器，构成

多层防控体系，导弹采用主动雷达巡地复

合制导体制，垂直发射速度快，同时采用

相控阵制导雷达，多目标能力强，具有优

异的抗干扰能力， 这套系统可以在7-20

多公里的距离上，把距离地面几十米甚至

一百米高的巡航导弹打掉。

有军事专家表示，FD2000的横空出

世，不仅体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防空

导弹技术，而且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

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防空

技术和能力的国家。 最为重要的是，我国

在国产防空防御系统入列仅仅一年之后

就能拿出外销版本，这说明中国在这一领

域对自己的技术和能力已经有了相当的

自信。

除此之外， 近日解放军报公布的一组

图片显示，中国东风-31远程弹道导弹正在

野外进行部署，这是东风-31在二炮服役以

来，首次曝光在野外作训的照片。 与其前辈

东风-5洲际导弹相比， 东风-31在体积、打

击精度、生存性能和突防能力等方面均有明

显突破，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其系列发展

型号已成为我国核武库的中流砥柱。

而随着中国导弹技术的不断突破，西

方国家对我国军事出口实力的关注度也

与日俱增，摩擦也不断增大。早在2013年9

月底，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参与土

耳其防控系统大订单的消息，就曾令国人

一片沸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进

展并不是十分顺利。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9月6

日发表题为 《土耳其疏远中国防空系

统》的报道称，土耳其政府高级官员和采

购部门近日疏远了与一家中国企业有争

议的防空协议， 因为该企业受到了美国

的制裁。

土耳其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表

示，由于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

技术谈判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选择现

在看上去没有去年那么有吸引力了” 。

“我们正在权衡其他选择的利弊， 中国的

解决方案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 ”

土耳其官员说，如果与中国精密机械

进出口总公司的谈判失败，将会与排名第

二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磋商，其次是美国

竞标者，而俄罗斯的选择已经被排除。

该报道称，这是土耳其第五次延长三

家竞标者竞标结果的最后期限。土耳其采

购部门国防工业采办局8月26日称， 最后

期限从8月31日推迟到12月31日。

相关采购官员指出，“这是一个大型

计划，除了技术和财务评估，还需要政府

的深思熟虑。即使我们可能准备决定开始

与第二家 （欧洲防空导弹公司） 开始谈

判，这还必须由总理作出决定。 ”

据介绍， 土耳其的计划包括雷达、发

射器和拦截导弹，旨在对抗敌人的飞机和

导弹，土耳其尚未拥有远程防空系统。 土

耳其基于网络的防空图像有大约一半由

北约支付费用，该国还是北约地面防空系

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分析人士称，如果

没有北约的同意，土耳其不可能在这些设

备上操作中国的系统。

资产整合成源动力

军工热不乏刺激因素

在今年6月28日枣庄召开的首届中国

军工产融年会中，相关领导表示将充分利用

资本市场加快军工产业的发展，军工企业改

革、军工科研院所改制和资产注入将成为军

工发展的重点。 也正是基于上述表态，军工

板块内部的资产整合预期一直十分强烈，军

工热也始终处于高热难退的状态。

根据美国的经验， 军工的创新发展依

赖于资本市场的支持。 我国十大军工集

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整体资产证券化率在

30%左右。 其资产证券化提升较慢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军工领域最优质的研究

所资产，由于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属性，长

期未能注入上市公司。 因此科研院所的改

制将是接下来军工体制改革的关键。

分析人士表示，作为军工集团最优质

的资产，军工科研院所破冰，有望提升相

关上市公司的实力以及带动业绩的大幅

提升。事实上，在高层的力推之下，资本市

场已然开启了整合大潮。 7月9号北方创业

发布公告称，置出不良资产，置入大股东

内蒙古一机集团优质民品和军工资产。由

此可见，兵器工业集团资产整合的进度出

现加速的迹象。

华泰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目

前30%左右的证券化率相较国企60%的

证券化目标，还有翻倍的空间，且接下来

行业催化剂除了科研院所的改制外，还包

括军品定价机制的改革、航空发动机专项

乙级管理层计划的北斗导航重大专项乙

级通用航空领域的政策出台。 整体而言，

未来军工热依然不乏政策的支持，再加上

改革的实质性推进，预计军工的主题行情

将贯穿全年。

蝶彩入驻 秀强股份涨停

□本报记者 龙跃

昨日市场的震荡并未阻止

个股赚钱效应的扩散，周二沪深

股市有逾30只个股收报涨停，

其中就包括公告引入战略投资

者的秀强股份。

秀强股份昨日以12.20元大

幅跳空高开，此后股价虽然一度

回落至11.76元， 但上午10点过

后，买盘开始重新涌入，该股也

因此逐级走高，10点30分后股

价封住12.39元涨停板， 截至收

盘涨停再也没有被打开。从成交

看， 尽管盘中出现一定走势波

动， 但昨日该股全天成交仅为

9409万元，未见明显放量，显示

资金获利出逃意愿有限。

分析人士指出， 刺激秀强

股份昨日涨停的主要原因在于

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相关公

告。 秀强股份9月5日晚间公告，

控股股东新星投资将通过协议

转让不超过5.35%公司股权的

方式， 引进战略投资者蝶彩资

管。 蝶彩资管将协助公司制定

发展战略， 通过兼并收购加速

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积极拓

展战略相关领域， 增强上市公

司发展后劲，提升公司价值。 考

虑到成功押宝长城影视的历

史， 蝶彩资管的入驻令市场对

公司外延发展的预期明显提

升。 在当前市场主题盛行的背

景下， 预计秀强股份短期有望

保持强势格局。

万科A融资买入额创新高

□本报记者 张怡

9月5日两融数据显示，万

科A以2.62亿元的金额登上了

融资净买入额排行榜的第二

位， 同时其单日买入额和净买

入额均创出新高。 这种融资关

注度的骤增体现出融资客态度

的逆转，值得投资者关注。 不过

本周二万科A的股价随着市场

出现了高位调整，下跌2.14%至

9.62元。

两融数据显示，9月5日，万

科A的融资买入额高达3.82亿

元 ， 远超过上 个交 易日的

5657.61万元， 并创下自身单日

新高。这一数值的次新高值仅为

2.80亿元， 创立于2013年3月4

日。在偿还额仅为1.20亿元的情

况下，9月5日的净买入额也高

达2.62亿元，也创下新高。而9月

4日， 万科A的净买入额仅为

-6113.05万元。

从股价走势上看， 上周万

科A股价随着市场的强势节节

攀升，周涨幅达到7.79%。 尽管

上周五融资创出新高， 但昨日

该个股的股价表现十分低迷，

小幅低开后就震荡下行， 最终

下跌了2.14%。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来看，

地产行业政策松绑与预期改变

正在进行博弈， 地产股基本面

暂难判断能否出现好转。 不过

考虑到沪港通渐行渐近， 而目

前万科A的A/H比价仅为0.78，

在所有AH股中居最末位，预计

由此引发了资金的布局兴趣。

不过短线来看， 经过连续上攻

的休整暂难避免。

三机构抢筹我武生物

□本报记者 魏静

近来，沪深两市大盘持续逼

空上行，各类主题投资更是借机

“狂舞” 。本周，随着新一批新股

的上市，主流机构普遍预计将再

掀炒新热。 也正是基于这一预

期， 机构在此关口狂买次新股，

如今年1月上市的我武生物，就

遭遇三家机构的大肆追买。

昨日， 我武生物高开共走，

临近午盘就一度封住涨停板；午

后随暂时打开涨停板，但尾市仍

高调封住涨停板，报收34.46元，

创出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值。

应该说，相对于周期股的高

歌猛进，近来次新股群体表现相

对落后。其中我武生物最近一个

月来一直延续一字徘徊的走势，

虽然重心有所上移，但明显处于

滞涨的状态。

分析人士表示，一方面，上

市初期过为猛烈的拉涨， 早已

超出了该股的基本面状态；另

一方面， 随着打新资金的逐步

获利了结， 次新股群体普遍缺

乏后续资金的推涨。 不过，近

来， 机构重新开始进驻次新股

群体， 或更多是为了潜伏待补

涨板块，不排除也是短炒行为。

据昨日我武生物盘后的公开交

易信息显示， 其买入前五席位

中有三家机构专用席位，买一、

买二及买四的单日买入额分别

为1120万元、1033万元及847

万元， 而其卖出席位均为营业

部席位，且卖出额均不大，仅一

家刚刚突破千万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