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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瑞医药（600276）

徐工机械（000425）

柳工（000528）

徐工机械（000425）
国海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作为国内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有望充分受益于此轮行业
景气复苏，收入端将迎来显着改善。公司发布定增预案，将有助于
完善公司全产业链的产品体系，提升公司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环
境产业、国际化市场等领域的竞争力。

预计公司2016-2018年EPS分别为0.03元/股、0.05元/股、0.07
元/股，对应PE分别为113倍、78倍、56倍。

恒瑞医药（600276）
东兴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近期海内外捷报频传，亮点颇多。受益于海外七氟烷、阿
曲库铵的发力及国内新批卡泊芬净的放量，公司收入端有望保持
20%以上的高增速。另外，2017有望成为恒瑞ANDA爆发年，同时
多个首仿品种有望受益于优先审评加速上市。

预计公司2016-2018年EPS分别为1.15元、1.43元、1.73元，对
应PE分别为42倍、34倍、28倍。

柳工（000528）
上海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基本都已提前布局，公司在
工程机械中海外收入占比仅次于三一重工，公司未雨绸缪已经在
全球布局了销售网络，开辟了海外制造基地，公司将充分受益于

“一带一路”战略。
预计公司2016-2018年EPS为0.04元、0.17元、0.23元。对应

的PE为239倍、52倍、3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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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琼泰大厦1、13楼中国银河证券
咨询电话：66665026 66665126

开户不去营业部，轻松简单全自助
扫一扫，

更多资讯。
扫一扫右侧二维码，即刻关注“银河证券海南分公司”官方

微信，点击【火速开户】，即可获取手机开户方式。
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50万以上，在我司首笔交易

满半年，即可申请开通融资融券，实现杠杆交易。

海口市世贸北路证券营业部

扫描二维码，关注华融证券官微，浏览在线行
情，手机自助开户，简单便捷

更有华融金精选股票推荐，丰富的优质产品
供您选择

地址 海口市世贸北路1号海岸壹号佳景国际首层
业务电话 66975266

华融证券，您的全方位
投资理财顾问

海口龙华路证券营业部

诚
聘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5号中投证券大厦 联系人：黄振童
电话：66214742 接收简历邮箱：huangzhentong@china-invs.cn

薪酬待遇：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年终奖、五险一金、企业年金。

投资顾问 2名
岗位职责：为客户提供投资业务咨询；对经济数据
和财经信息进行持续跟踪，撰写投资分析报告及
投资建议书；跟踪客户动态，为客户提供适当的投
资产品及投资建议，使客户投资保值、增值；定期
为客户提供产品推介会及投资报告会。

岗位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证券咨询资格；五
年以上证券从业经历，研究生学历可放宽至三年；热爱证券
行业，善于沟通，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学习能力强，具有独
立思考的能力，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研究和判断；通过CFP
或CFA考试，有客户资源者优先。

广深铁路（601333）

◆申万宏源
特变电工（600089）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海外投资的加速，以及发展中国家电
力基建需求增长，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公司变压器业务有
望打开更大市场空间。

广深铁路（601333）
A股唯一铁路客运标的，广深铁路有望最先受益于客运

提价。另外，公司市场化程度最高，管理相对灵活，有望在整
个铁路改革中成为试点与标杆。

◆中泰证券
利尔化学（002258）

收购比德生化，战略上增加湖南生产基地，有效增加客户
覆盖面，降低生产装置过于集中的风险，从地方性农药生产企
业逐步迈向全国农化巨头。

梅安森（300275）
过去2年公司处于“物联网+X”业务的投入期，2017年将

会是公司“物联网+X”业务的兑现期，公司正处于明显的业绩
拐点阶段。

·个股评级·

·机构荐股· 2月15日晚间
上市公司最新公告速递

梅安森（300275）

遗失声明

梁其丁（身份证号：460022196209071215）
持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16800股证券存单，
编号：58112遗失，声明作废。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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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514 渝 开发 13.96 12.40% 6.90亿 15.21% 8.16亿 17.98% -1.26亿 -2.77% -6.98亿 -15.39% 837万 0.18%

2 002807 江阴 银 行 14.75 33.12% 5.36亿 18.89% 5.93亿 20.90% -5698万 -2.01% -3.15亿 -11.11% -2.21亿 -7.78%

3 300599 雄塑 科 技 28.74 20.10% 4.40亿 14.40% 2.80亿 9.15% 1.61亿 5.25% 1.09亿 3.56% -5.49亿 -17.96%

4 000651 格力 电 器 26.99 3.93% 2.36亿 2.93% 2.01亿 2.49% 3532万 0.44% -1.74亿 -2.16% -6194万 -0.77%

5 002842 翔鹭 钨 业 58.89 25.57% 2.34亿 12.83% 1.32亿 7.25% 1.02亿 5.58% 1.60亿 8.80% -3.94亿 -21.63%

6 002166 莱茵 生 物 14.84 22.34% 2.32亿 7.82% 3.31亿 11.14% -9862万 -3.32% -1.57亿 -5.30% -7475万 -2.52%

7 002142 宁波 银 行 18.31 2.69% 2.30亿 16.23% 1.27亿 8.95% 1.03亿 7.28% -1.31亿 -9.29% -9836万 -6.95%

8 600836 界龙 实 业 9.97 21.14% 2.28亿 18.89% 2.51亿 20.79% -2289万 -1.90% -1.19亿 -9.84% -1.09亿 -9.05%

9 000858 五 粮液 38.4 1.51% 2.27亿 8.28% 2.49亿 9.07% -2183万 -0.80% -1.45亿 -5.30% -8166万 -2.98%

10 300593 新 雷能 43.9 11.76% 2.22亿 10.31% 1.42亿 6.60% 8004万 3.71% 1.12亿 5.19% -3.34亿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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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股份2016年净利8678万元

●美达股份李坚之成公司新实控人

●中国人寿1月实现保费收入1612亿元

●华侨城59.8亿竞得深圳龙华商业地块

●德奥通航重组拟并购珍爱网

●中国化学1月新签合同额39亿营收超32亿

●合肥百货参股兴盛投资欲分国资改革红利

●大冷股份逾2.2亿受让控股股东旗下资产

●正邦科技2016年营收近200亿净利大增232%

●雅本化学定增申请获审核通过

●上海电力海外并购项目获发改委批准

●通产丽星2016年净利同比增长266%

●龙建股份中标3.65亿公路改扩建工程

●天坛生物H7N9流感疫苗获临床试验批件

●晶盛机电与宜昌南玻签1.44亿供货合同

●龙元建设预中标逾35亿元PPP项目

●洛阳玻璃拟8亿投资超白光热材料

●东方园林中标24.07亿元PPP项目

●TCL集团李东生提前终止减持股份计划

●思源电气股东拟减持不超2.2%股份

●新疆众和遭博闻科技减持641万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