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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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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动股扫描

三因素支撑农业股四季度强势格局

□本报记者 龙跃

农业股今年以来整体涨幅落后，不过9

月以来，该板块活跃度逐渐提升，实现了明

显超额收益。 分析人士指出， 进入四季度

后， 有三大动力支撑农业板块维持强势格

局： 一是大盘明显上涨后资金防御需求提

升，二是“1号文件” 等政策预期支撑农业

股股价，三是行业内资产整合动作频现。

农业股启动补涨脚步

今年上半年，受猪价低迷等不利因素

影响，农业板块整体表现不佳。 据WIND

数据，上半年申万农林牧渔指数整体下跌

10.60%， 而同期沪综指的跌幅为3.20%。

换言之，今年上半年农业股整体跑输大盘

7个百分点， 是市场中最为低迷的品种之

一。 不过，进入9月后，农业股走势明显趋

于活跃， 特别是当大盘9月中旬横盘整理

时，该板块继续呈现上攻态势，补涨特征

非常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支撑农业股近

期表现强势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 经过7月和9月初两轮逼空上涨

后，市场恐高心理有所加剧，特别是经济基

本面支撑的大幅弱化， 更是加大了部分资

金的谨慎情绪。在此背景下，消费类股票的

避险需求持续增加， 本周医药生物等消费

股大幅上涨就是避险需求增加的典型结

果。从防御角度看，农业股历来是重点关注

品种之一， 这也提升了该板块对资金的吸

引力，进而对股价走强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 四季度历来是农业股活跃的

“旺季” ， 原因主要在于进入四季度后相

关农业扶持政策通常会逐渐出台，比较典

型的就是“1号文件” 多年聚焦农业。 因

此，农业股近期活跃也与政策预期提升高

度相关。

最后，行业内资产整合预期增强。 以

本周四行情为例， 农业板块内有两只个

股实现涨停， 分别是朗源股份和隆平高

科。 从涨停原因看，朗源股份股本规模较

小，而大股东实力雄厚，公司一直存在资

产注入等相关预期； 而隆平高科的涨停

则是因为公司日前公告定向增发引进战

略投资者。 从中不难发现，资产整合预期

对近期农业股上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两角度捕捉农业板块机会

展望四季度，上述支撑农业股活跃的

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该板块未

来一段时间有望继续保持强势格局。分析

人士认为，可以从行业景气度和政策预期

两大角度捕捉农业板块相应机会。

在行业景气度方面，近期各券商机构

一致看好猪禽养殖链的投资机会。东莞证

券研究报告指出，一方面，能繁母猪存栏

继续下滑， 因此继续看好猪养殖行业反

转；另一方面，在鸡养殖方面，行业上游去

库存彻底， 行业反转趋势较生猪养殖更

早。随着天气转冷，肉类消费将逐步增多，

预计生猪等养殖品价格在供给减少的情

况下将继续反弹。

中信证券则进一步指出，买养殖股，买

的是周期。 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周期低点

买入养殖股并持有到最后，基本都能实现翻

倍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要在猪周期

投资中赚大钱，投资者往往需要有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勇气。 只要看到周期趋势不变，母

猪继续去化，就不要拘泥于细节，果断加仓，

因为母猪继续去化即意味着周期高点将有

更高的涨幅，任何在母猪去化过程中的养殖

股投资都有非常高的安全垫。短期而言，9月

猪价调整并不会改变畜禽周期向上的大趋

势， 反而可能促进母猪产能的进一步出清，

提升市场对周期高点的预期。

而在政策预期方面，券商分析师普遍

关注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引发的农业股投

资机会。 齐鲁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日前出

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于农村土

地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表明土地改革依

然是今年政策的主要议题。 在此背景下，

农垦系统内的种植上市公司，社会资本参

与土地流转的上市公司，以及种植业产业

链上的种子、农机、农化等板块内的个股，

预计将在四季度有较佳表现。民族证券研

究报告也认为，四季度需要关注的政策焦

点主要是土地制度改革，投资者可从以下

三个思路来选股：一是农业生产部分“金

融化”的领域，主要是土地信托、农业信托

等；二是农资及农业大数据，包括化肥、农

药、农机及测土配方施肥等；三是土地从

大规模到“适度分散” ，主要关注农垦领

域内的股票。

朗源股份（300175）

靓业绩仅是第一个看点

长江证券指出， 朗源股份发布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014年前三季度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567.46万元-9977.49万元， 同比增长

600%-630%，业绩总体超市场预期。 公

司前三季度业绩靓丽主要源于以下几

点： 一是2013年全国苹果大范围减产

（粗略估计减产约23.7%） 推升2014年

反季节销售价格，且在行业景气情况下，

公司销量亦有所增长； 二是松子仁成为

2014年以来公司业绩新增长点； 三是

2013年底全部关停直营店，避免了其对

公司主营利润侵蚀。

长江证券表示， 在苹果反季节销售

高景气带动下的公司三季度业绩靓丽仅

是公司看点兑现的第一步。长期逻辑看，

公司未来发展仍值得期待。 市场对公司

的最大疑虑即在于其业绩可持续性问

题， 但这一问题正迎来积极改善。 一方

面，公司将加大电商投入，做大做强线上

业务，通过对三只松鼠的研究，认为朗源

股份有成为优质零食干果、 坚果电商强

者的潜质， 市场应为公司这一商业模式

变革点赞；另一方，不排除公司后期向上

游拓展的可能性。 根据调研以及协会分

析；2014� 年全国苹果产量料较正常年份

继续减产 （山东地区持续旱情较为严

重，陕西苹果依然遭遇了花期冻害），加

之俄罗斯苹果进口向中国转移， 预计

2015年苹果反季节销售仍有望保持景

气， 且俄罗斯出口或将给朗源股份带来

规模增长的高弹性。 长江证券给予公司

“推荐” 评级。

长安汽车（000625）

9月整体销量环比大增

申银万国证券指出， 长安汽车9月

销量同比增长13.1%，其中重庆本部同

比增长27.5%， 长安福特9月销量同比

下滑4%，长安马自达同比增长61.4%，

长安铃木同比增长6.2%， 江铃控股同

比增长9.1%。 公司9月整体销量环比8

月增长27%，好于行业水平。 9月长安自

主是亮点，核心车型均创新高，福特虽

然整体销量出现同比下滑，但高毛利车

型销量继续攀升，预计盈利能力继续保

持高位。 9月拉动销量的核心力量仍然

是福特的高毛利车型，预计其盈利能力

维持高位。 四季度三工厂涂装车间启用

后翼虎及蒙迪欧将继续放量，结合变速

箱自配量上升，预计长安福特整体利润

贡献仍将继续上行。

申银万国证券表示，9月本部自主

品牌实现销量破 4万辆 ， 据测算 9月

CS75上量迅速， 单月出货已达到9300

台量能，环比增长60%，逸动及致尚XT

销量上升至1.6万台创出新高；CS35破

万， 整体自主品牌核心车型均创新高，

预计自主品牌三季度盈利贡献大幅攀

升。 考虑到各子公司延续上升态势，新

车持续贡献量能，预计长安汽车下半年

业绩环比上半年继续增长，前三季度净

利润增速有望超过120%。 申银万国证

券给予公司“买入” 评级。

海天味业（603288）

主业稳健成长可期

国泰君安证券指出， 公司酱油、蚝

油、酱类主业稳步发展，实现收入稳步增

长概率较大：酱油上半年增速为10%，增

速有所回落， 主要原因是公司扁平化渠

道，调整经销商影响短期销量，预计调整

在三季度完成，增速会有所回升，未来增

长来源主要是下沉渠道及产品结构升

级，预计中长期能保持10%-12%的稳健

成长；蚝油上半年增速达25.6%，主要原

因蚝油的需求正从华南地区走向全国，

公司是这一品类的龙头， 保持高增速仍

可期待； 公司的酱类产品上半年增长

23%，预计黄豆酱、拌饭酱仍将保持快速

成长，其中拌饭酱从区域走向全国，预计

2014年收入有望在2013年1个亿的基础

上实现翻番增长。 公司招股书显示募投

150万吨产能在2014年累计完工100万

吨， 剩余50万吨2015年逐步释放， 此外

公司还将对老产能进行技术升级， 预计

运营效率提升趋势仍将延续， 将带来盈

利弹性。

国泰君安证券表示， 公司是平台

型的公司， 核心竞争力在于强大执行

力保障下的渠道、供应链管理能力，通

过多品类发展、 并购从而充分发掘渠

道价值是公司未来超越股权激励行权

目标的最大看点。 2014年以来公司通

过并购已经进入腐乳领域， 料酒亦已

推出产品，果醋亦在储备当中，新产品

短期受制于产能暂难放量， 但从中长

期看，公司凭借强大的竞争力，未来超

越股权激励行权目标实现加速成长的

概率较大。 国泰君安证券给予公司

“增持” 评级。

■新股定位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 常用技术指标

变身军工股 闽福发A连续涨停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自9月22日起，闽福发A九

个交易日连续涨停， 且均以

“一” 字板报收，成为近期A股

市场最博人眼球的超级牛股。

以9月22日开盘价6.57元计算，

至昨日该股股价涨幅已逾2倍，

昨日再度一字涨停， 报收于

14.10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

该股的成交额大幅放大， 达到

5.63亿元。

闽福发A9月19日公布重大

资产重组公告，拟向南京长峰所

有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南京长峰

100%股权。 同时拟向航天科工

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主要用于与此次重组标的

公司主业相关的建设项目投资，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此次

交易总额的25%。 相关信息显

示，南京长峰是航天可供集团下

属公司，集央企属性与军工概念

于一身。 交易完成后，南京长峰

将成为闽福发A全资子公司，航

天科工集团则成为闽福发A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由此闽福

发A也将跻身航天科工系第七

家上市公司。

闽福发A表示，借由此次重

组， 室内射频仿真试验系统、有

源靶标模拟系统和仿真雷达系

统业务将成为公司新增主营业

务， 拥有更全面的业务类型，形

成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

分析人士表示，借并购切入

军工领域，华丽变身军工股，为闽

福发A提供了炒作题材， 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 该股昨日的成交额

达到5.63亿元， 较此前百万元的

成交额显著放大， 建议投资者参

与时要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追高。

万盛股份（603010）

均值区间：13.35元-15.41元

极值区间：10.40元-19.84元

公司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阻燃剂

产品目前已形成聚氨酯阻燃剂、工程塑料阻

燃剂两大产品线，其中由公司自主研发的聚

氨酯软泡阻燃剂WSFR-504L，是国内首

批符合宜家公司关于IOS-MAT-0010第

九版对阻燃要求的产品，且已经应用于汽车

座椅等车用聚氨酯材料领域。

齐鲁证券：13.70元-16.50元

公司是国内第二大阻燃剂生产企业。

阻燃剂市场持续稳定增长，有机磷系阻燃

剂的发展契机来自于环保标准趋严或成

本突破。 预计到2018年，全球阻燃剂的市

场容量可达262万吨， 年增长率5%左右。

该行业有较高的客户黏性，有较长的认证

过程，行业壁垒也相对较高，未来一旦成

本问题解决或环保压力加剧，替代加速将

引起需求爆发，公司将随之受益。

招商证券：10.40元-12.50元

公司计划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25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1.0亿股。 公司

计划投资2.97亿元建设年产4.4万吨磷酸

酯阻燃剂项目，并计划投资3800万元建设

研发中心项目。 项目建成后，扣掉退出的

老产能，公司阻燃剂总产能将达到5.35万

吨/年， 将有效地缓解公司产能不足的问

题，也将提升公司的整体工艺水平，利于

公司的长期发展。

九洲药业（603456）

均值区间：25.19元-29.40元

极值区间：18.54元-43.20元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医药

原料药及中间体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参与了国家863计划项目、 国家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及其他多个省部级重

大项目的研发并获奖。

安信证券：16.80元-21.00元

公司在原料药行业拥有研发能力突

出，生产实力强劲，2011-2014年上半年收

入分别为9.35亿、11.43亿、13.1亿和6.4亿，

净利润分别为1.17亿、1.37亿、1.67亿和0.77

亿，业绩表现靓丽，收入和毛利占比迅速提

升，成为公司未来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上海证券：20.70元-24.83元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及医药中

间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主要产品卡马

西平原料药及中间体、奥卡西平原料药及

中间体、酮洛芬原料药及中间体、格列齐

特原料药及中间体直接参与全球原料药

市场的竞争。 在保持上述产品规模化生产

销售的基础上，公司积极投资建设盐酸文

拉法辛、盐酸度洛西汀、培南类等新的特

色原料药生产线。

劲拓股份（300400）

均值区间：15.51元-17.83元

极值区间：13.06元-21.12元

公司是电子整机装联焊接设备子行业

的龙头企业， 取得电磁推进技术等38项专

利技术，软件著作权15项，同时拥有高效热

传导、液态金属的泵送技术、矢量图像识别

和等离子控制技术等17项非专利技术。

海通证券：13.06-17.38元

公司是电子整机装联专用设备生产

商，电子整机装联焊接设备占据国内市场

较大份额。本次募投资金主要用于扩充公

司主营产品焊接设备和检测设备的产能，

设计达产年产能为各型号SMT焊接设备

及AOI检测设备产品1350台， 年产值约

2.2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公司2013年营业

收入的91%。 项目会进行多项新产品和新

技术的研发、验证和检测，有望建设成为

国际一流的SMT焊接设备及AOI检测设

备生产基地。

东北证券：18.48-21.12元

公司主要产品为焊接设备、AOI检测

设备、 高温烧结炉设备和SMT周边设备。

2010年我国电子整机装联焊接设备市场

容量为10.65亿元， 随着未来设备更新及

应用范围的扩大，焊接设备的市场空间有

望继续增长；AOI检测技术是近几年才兴

起的一种新型测试技术， 将替代人工检

测，增长潜力巨大；公司围绕核心技术开

发新产品，增加业务的厚度和广度。

宝色股份（300402）

均值区间：6.80元-8.67元

极值区间：4.29元-12.40元

公司是现行行业标准JB/T4745-2002

《钛制焊接容器》 和NB/T47011-2010

《锆制压力容器》的主要起草单位。 公司

参与我国第一台钛合金太阳望远镜及除

光学仪器外的主体框架的制作，我国第一

台自行设计、研制的“蛟龙号” 载人潜水

器多项配套零部件的制造等。

申银万国：4.50元-6.00元

公司具备技术优势， 龙头地位确立，

未来核电及军工产品值得期待。 在金属压

力容器市场， 公司收入占比排名第四；而

在江苏省内公司在非标特材设备行业的

市场占有率第一。 募集资金将用于特材管

道、管件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全部投产后

将增加产能710吨， 达产后将新增收入

2.75�亿，净利0.45�亿元。

东北证券：4.29元-4.95元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中国特

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色金属材料及结构

检验研究实验室、南京市有色金属压力容

器工程研究中心,是钛、锆制压力容器行

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拥有多项专利技

术。 公司曾成功承接了多项特材、大型设

备国产化项目及科研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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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盛股份

603010 1.00

亿股

2500

万股

4.93

元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1.70

元

22.76

倍

0.49%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阻燃剂的研发

、

制造和销售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

高新技术的研发

、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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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洲药业

603456 2.08

亿股

5196

万股

7.34

元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15.43

元

22.36

倍

0.75

倍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化学原料药

、

医药中间体的生产

。

化工原料

（

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的制造

、

销售

；

医药

、

化工产品

研究开发

、

技术咨询服务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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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劲拓股份

300400 8000

万

2000

万

4.09

元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7.60

元

21.11

倍

0.70%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电子整机装联设备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主要产品为焊接设备

、

AOI

检测设备

、

高温烧结炉设备和

SMT

周边设备

，

其中焊接设

备

、

AOI

检测设备和高温烧结炉设备为公司的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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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色股份

300402 2.02

亿

5100

万

3.35

元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中签率 发行方式 保荐机构

4.47

元

20.66 0.58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钛

、

镍

、

锆

、

钽

、

铜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

高级不锈钢和金属复合材料等特种材料非标设备的研发

、

设计

、

制造

、

安装

，

以及有色

金属焊接压力管道

、

管件的制造和安装

隆平高科三涨停引机构博弈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 深交所盘后数据中，

隆平高科尤为引人注目，主要系

其买入和卖出金额前五名中，均

设计了多个机构专用席位。与此

同时，昨日隆平高科也结束了此

前两个交易日的无量一字涨停

格局，以放量、高换手率、长下影

线的姿态实现了第三个涨停板，

最终报收18.24元。

受益于公司一纸定增公告，

隆平高科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停

牌之后获得了资金的热烈追捧。

据悉， 中信集团拟斥资32.9亿元

入主隆平高科，同时隆平高科的

10名董监高也将参与定增，并定

下较高的业绩目标。 受此带动，

隆平高科此前走出连续两个“一

字” 无量涨停，昨日公司股价以

涨停价开盘之后，就迅速打开了

涨停板， 股价逆市逐步震荡走

低，最低触及17.44元。 不过午后

开盘后重拾强势格局，股价重新

涨停并牢牢封住涨停板至收盘。

不过，昨日该股的成交额和

换手率均显著放大。由于早盘股

价的下挫， 不少获利盘恐慌涌

出， 使得其当日的成交额高达

19.41亿元 ； 换手率达到了

12.95%。

多家机构博弈导致了这种

现象。 深交所数据显示，昨日买

入金额最大的前5名中，有三家

机构的身影， 分别位列第一、二

和四位，其中买入金额最大的机

构买入了8891.73万元； 而卖出

金额最大的前5名中也出现了

四家机构的身影， 分别位列第

一、二、四、五位，其中卖出金额

最大的席位卖出了2637.91万

元。 分析人士指出，机构换手但

买盘依然较强，大概率支撑股价

维持强势。

大股东助力 中顺洁柔涨停

□本报记者 张怡

昨日，受益于公司定增公告

中大股东的力挺，中顺洁柔复牌

并一字涨停， 股价报收9.88元。

成交额也显著放大，为1.5亿元。

中顺洁柔复牌公告称，公司

拟以每股8.11元，向大股东发行

2466万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19999.3万元。值得关注的是，该

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是唯

一的定增对象，且其中的邓颖忠

一人包揽全部股份。分析人士指

出，大股东全额包揽定增，表明

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看好，且提高

了控股权，并使得公司的财务指

标得到了优化，由此不少机构均

看好该个股后市的走势。

短期来看，市场对于定增和

重组股的追捧热潮依旧，市场行

情也较为乐观。 此时，中顺洁柔

的公告有望支撑公司短期股价

保持强势。 而长远来看，大股东

对公司的力挺，使得投资者对公

司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有助于

支撑公司股价的中长期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