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王昭全板块2017年2月16日 P02证券导报

投资顾问及助理岗（6人）
岗位职责：为营业部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为客户进

行资产配置及投资策略分析；定期开展各类投资沙龙及客户
投资服务类主题讲座。

岗位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11工程学院优先，
经济类或金融类专业优先；通过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或通过投资分析科目考试；有较强的市场开拓精神和客户营
销能力；有客户资源者优先。

薪资待遇：正式录用，将签订劳动合同及享受五险一金！

中银国际证券海口蓝天路营业部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南区E栋1-3层
联系人：童先生 联系电话：65310026 1868980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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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
三
板
业
务
介
绍

一、新三板简介：新三板是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北京证券交易所。
二、新三板作用：1、实现股份流通，提高企业透明度和公信度；2、提供融资平台，实现直接融资；3、完善公司资

本结构，借力多方力量，促进企业发展。
三、挂牌条件：1、企业注册资本500万元，已发设立且存续满两年；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治理

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3、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4、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热烈祝贺由金元证券推荐挂牌的海南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代码：430508）、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代码：430753）成功挂牌新三板！

业务垂询电话：0898-66759866、0898-66783047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证券大厦二楼 公司网址：www.jyzq.cn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SECURITIES CO.,LTD. 海口营业部

招聘职位：账户营销岗（编制内） 10名
岗位职责：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理财服务，帮助其实现资产增

值；不断通过各种营销渠道有效开拓市场，证券投资咨询，投资
分析与工作，策划、组织、参与各种市场营销活动。

岗位要求：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有证券从业资格者优先；品德良好，良好
的人际关系及沟通协作能力，工作热忱高、勤奋努力、勇于挑战高薪。

待遇水平：1、基本工资1500-8000元浮动；2、福利（五险一金）+客户提成+开
户奖；3、业绩突出者，年薪可达8万至15万以上。

聘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355363 13698948799
邮 箱：zhiwei1232@sina.com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府大道38号银都大厦一楼

2月9日，山西省召开了高规格国企
改革工作会议，王一新副省长做了报告
讲话，明晰了山西国资国企改革的战略
目标、方向途径和关键环节，指出了国资
国企改革重要意义，认为国资国企改革
是决定山西转型前途的关键一招，是
2017年山西第一重大任务。

申万宏源判断，山西国企改革将对
相关煤炭国有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在煤
炭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山
西这块硬骨头被打开之后，将显著加速
煤炭全行业国企改革的进度。

整体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
性的国资国企改革前奏曲，由于山西煤
炭上市公司占比较大，对目前煤炭股整
个板块影响巨大，将为煤炭股价值回归
注入强心剂。对基本面的影响体现在：

1、供给侧改革确立产能周期拐点，产
业集中度和定价话语权提升，全行业盈利
的正常化将驱动煤炭股价值回归。从中
长期看，大多数煤炭股ROE水平将回升
至15%以上的水平，PE将回升至15倍。

2、煤炭企业更加注重效益的提升，
资产负债表修复完成之后，在供给侧改
革的背景下，煤价推升企业盈利回归正
常水平，企业再通过压缩成本，预期利润
表将更加漂亮，因为企业做多利润的动

力更充足。
3、众多煤炭集团公司将加速煤炭资

产证券化，2017年将是兼并重组的重要
起点，尤其是对那些大集团小公司而言，
优质资产的注入有望增厚公司业绩。建
议继续做多煤炭股，积极关注国企改革
对行业的重大影响。

此外，彭博援引媒体称，发改委正在
考虑在3月中旬供暖季结束之后，从目前
允许煤矿按照330个工作日生产，恢复至
按照276个工作日生产，以防止再度出现
产能过剩。发改委考虑在供暖季结束之
后先恢复执行 276 个工作日限制措施 6
个月时间，以观测效果。发改委或允许
部分地区和部分煤矿不恢复限制措施，
仍然按照330个工作日生产。发改委尚
未最终确定该计划。同时，外媒称中国
治霾将有大动作，降产能目标瞄准金属
煤炭。

申万宏源投资建议：当前时点，我们
认为多因素叠加的春季反弹行情仍在进
行时，可积极参与，重点配置业绩可能超
预期的品种和国企改革标的，核心标的：
潞安环能、开滦股份、陕西煤业、西山煤
电、阳泉煤业，其他重点标的包括：冀中
能源、中国神华、兖州煤业、中煤能源
等。 （中合）

山西国企改革
催化煤炭行情

自2013年9月“一带一路”战略提出
后，“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
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今年 1 月 17
日，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
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
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
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
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
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
在不断扩大。

5月在北京还将举行“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此论坛将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
现在已经有近 20 位各国领导人确认与
会，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都有代
表，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高峰论坛和“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视和支持。

我们认为2017年应该更为积极得看
待“一带一路”的主题投资机会，首先“一
带一路”战略已经有了成熟的合作模式
(双边合作、多边合作、论坛与展会)和丰
富的成功合作经验，其次人民币加入
SDR以及PPP模式成熟后拓展至海外也
均有利于“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最后
不能不重视的是，“一带一路”在未来的

战略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一方面特朗普
目前明确表现出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

“一带一路”可以将中国与沿线国家更为
紧密得联系起来，应对逆全球化，另一方
面，“一带一路”可以引领基建等相关产
业走出去，有效支持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依旧看好“一带一路”主
题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表现，核心逻辑
是：目前无论是从国内环境还是国际局
势来看，“一带一路”战略都处在一个黄
金时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往纵深发
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
往来合作将更加密切，这意味着参与其
中的中国公司将进一步受益。而且5月
即将在北京还将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也将对“一带一路”形成持续
催化。具体来看，我们认为应该关注两
个行业和三个区域。

一个产业是“一带一路”基建链，最
主要的是海外工程、建材、机械设备、交
运。这些企业已经进入了“一带一路”战
略带来的业绩兑现期，主要公司有：

海外工程：北方国际、中工国际、中
钢国际等；

建材：天山股份、青松建化、宁夏建

材、祁连山、金圆股份等；
机械设备：徐工机械、柳工、三一重

工、达刚路机等；
交运：中远海特、连云港、宁波港等等。
第二个产业是优势产能输出链，比

如高铁、通信设备、电力设备等，主要公
司有：

高铁：中国中车、晋西车轴、康尼机
电等；

通信设备：中兴通讯、烽火通信、亨
通光电、中天科技等；

电力设备：特变电工，中国西电，平
高电气，金风科技，思源电气等。

三个区域：新疆、厦门、西安
新疆：“一带一路”向西合作的重要

枢纽，连接中亚。今年新疆将大力发展
基建，根据2017年新疆政府工作报告和
交运工作会议，新疆2017年的铁路、公路
和机场建设投资目标分别达 347 亿元、
2000 亿元和 143.5 亿元，交通基建上的
总 投 资 将 近 25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达
600%。这将对于区域内的建筑、建材相
关公司形成业绩上的大幅利好。

除了发力基建外，新疆还将大力推进

混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自治区雪克来提
扎主席提出，新疆将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以
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国企
国资改革。混改带来的改革提速预期也进
一步提升新疆本地股的估值水平。

新疆本地股，我们认为除了关注龙
头天山股份、青松建化外，其他公司也还
有表现机会，如西部建设、北新路桥、新
疆城建、新疆浩源、中粮屯河等。

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连接东
南亚。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
心，而厦门自贸区在福建省又扮演着对
外开放的关键角色，在未来“一带一路”
战略中将继续承担重要角色主要公司
有：厦门港务、厦门国贸、厦门空港、厦工
股份、建发股份等；

西安：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目前中国西北地区经济中心与内陆
型改革开放新高地，近期创新不断，近
日，西安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
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
策措施》，提出要将西安高新区打造成“一
带一路”创新之都。主要公司有：西安旅
游、曲江文旅、天地源等。 (安信证券)

关注新疆、厦门、西安三个区域

2017主题投资：一带一路正处黄金时期

近期我们密集调研山东造纸产业
链，整体结论：短期供需关系支撑造纸景
气度维持向上，后续进一步跟踪补库存
进程和环保力度。

需求方面：节后经销商和下游印刷
厂因预期3月进入旺季，补库存积极，从
此前的随需随购转为准备0.5-1个月的
库存应对开年后的需求增长和涨价。

供给方面：多年的行业苦日子使各
大企业在行业产能释放平缓期和环保督
导等预期下，形成合力进行产能管理和
发货控制。

成本端：煤炭和废纸维持稳定，而国
内纸张的涨价局面和采购原材料局面加
之智利大火预期驱动浆价有所上涨，木
浆预计2017年前高后低；我们判断2017
年纸价相对于2016年四季度箱板瓦楞纸
和白卡纸等纸种快速上涨的态势，将呈
现向涨幅低的纸种扩散和温和提价趋
势，由兼具需求增长和供给收缩逻辑的
箱板瓦楞纸，逐渐带动集中度较高的白
卡铜版纸，进而文化纸，乃至特种纸。溶
解浆因棉价及粘胶联动，吨利也有提
升。建议积极把握补库存带来的春季躁
动行情，积极跟踪5月进入淡季后纸价边
际变化和纸厂+经销商+印刷厂的库存水

平，以及涨价传导至消费终端带来 CPI
上升可能引起流动性收缩。

从三条主线推荐标的：晨鸣纸业：兼
具内生增长和涨价弹性，2016和2017年
净利预计 21.5 亿和 25 亿，目前市值 195
亿元。

山鹰纸业：短期看好涨价和成本快
速传导，中长期看好公司强劲的内生增
长能力和行业集中度提升。

太阳纸业：2017年80万吨包装纸产
能贡献业绩增量，铜版纸和溶解浆盈利
提升值得期待。

华泰股份：小市值、涨价后业绩弹性
大，2017年造纸和溶解浆开始盈利，60万
吨铜版纸、50万吨瓦楞纸、10万吨溶解浆
盈利提升，折旧2017和2018年每年减少
约1亿元。

景兴纸业：120 万吨箱板纸产能，
2016 年底行业景气度明显回升；推出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体现管理层信心；股
权投资莎普爱思提供安全垫，可在未来
几年择机贡献业绩。

博汇纸业：逢低布局主业盈利恢复
和转型预期兼具、具有一定成长股属性
的齐峰新材，大股东定增底价 9.12 元/
股。 （申万宏源）

造纸产业
景气维持向上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