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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荐股·
◆华泰证券

3 月 15 日晚间
上市公司最新公告速递

◆光大证券

烟台冰轮（000811）
烟台冰轮的半数以上高管持有集团公司的股份，在国企
改革的框架之下，通过集团整体上市解决管理层激励的预期
增强。

神雾节能（000820）
氢气竖炉实现节能减排是工艺本身的特点，该技术也可
用于矿石的清洁冶炼替代，可成为公司重要增长点。市场空
间非常广阔。

长园集团（600525）
公司先后参股的非标智能工厂设备商道元实业、华为设
备网络能源核心供应商安科讯等发展态势良好，后续有望为
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P03

三聚环保（300072）
公司是环保行业优质的供给侧改革标的，公司开展的悬
浮床加氢及秸秆综合利用业务将进入订单落地阶段，公司有
望迎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

长园集团（600525）

●中国化学签署 80.9 亿工程合同
●山东路桥子公司获 6-7 亿施工合同
●天马股份转型互联网创投服务
●三聚环保拟 10 转 5 派 2 元
●合力泰一季度业绩预增 184%-213%
●美都能源澄清卷入九好造假风波

三聚环保（300072）

●宁夏建材 2016 年净利润大增近两倍
●太空板业实控人拟减持不超 1200 万股
●襄阳轴承拟增资扩股引进战投
●重庆水务收到增值税退税款 3.38 亿

·个股评级·
邦讯技术（300312）
西南证券给予“增持”
评级
依托不断的技术研发和直营营销服务网络体系，公司可以提
供网络设备供应、网络建设和优化一体化服务，成为国内领先的无
线网络优化系统提供商和设备供应商之一。战略出售小基站业务
后，补充了强现金流，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的深耕。
预计公司 2017-2018 年 EPS 分别为 0.20 元和 0.27 元，当前股价
对应的动态 PE 分别为 87 倍和 65 倍。

●天原集团因年报中数据受质疑被问询
●时代万恒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通过

邦讯技术（300312）

●银鸽投资实控人变更为孟平
●万润科技员工持股计划已购 1392 万股
●东方财富拟发行不超 50 亿元可转债
●铜陵有色与生益科技达成战略合作

小天鹅 A（000418）
国联证券给予“增持”
评级

小天鹅 A（000418）

公司竞争优势在于业研发能力和多元化的渠道合作能力，作
为美的集团的洗衣机平台，借美的体制优势和平台优势，加之采取
了全价位布局和投入电商的策略，市场份额大幅提高，预测公司未
来 2 年 15%以上的收入增长率。
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的每股收益分别是 2.19 元、2.53 元、
3.04 元，
2018 年动态 PE15 倍。

恒瑞医药（600276）
东兴证券给予“增持”
评级
公司 2017 年 7 个创新药获批临床，其中不乏国际上最新最热
门靶点，创新龙头实力可见一斑，创新产品群已经逐渐形成。后续
持续的创新药布局为公司未来提供更多潜力爆发点，同时标志着
公司由仿制药龙头向创新药龙头转型已进入收获期。
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1.23 亿元、38.39 亿
元、47.20 亿元，
EPS 分别为 1.33 元、1.64 元、2.01 元。

●新黄浦获领资投资三度举牌持股 15%
●达刚路机淳大系 11.8 亿元受让控制权
●天沃科技实控人获减持不超 5000 万股
●百洋股份拟近 10 亿购数字教育企业
●金达威终止筹划收购有棵树 16 日复牌

恒瑞医药（600276）

●海信科龙涨逾 8%游资机构携手拉升
●天齐锂业孙公司拟 16.6 亿扩产锂精矿
●乐视网积极推进重组工作

3 日资金净流入排行前十（截至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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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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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212
002850
300609
300355
600801
601668
600939
603817
002310
000540

名称

最新价

白银有色 12.93
科达利 128.02
汇纳科技
72
蒙草生态 14.05
华新水泥 10.79
中国建筑 8.76
重庆建工 17.93
海峡环保 25.41
东方园林 16.63
中天城投 7.04

3日
涨跌幅
33.16%
33.10%
21.77%
20.50%
15.90%
1.62%
15.60%
15.03%
11.91%
7.98%

3日主力净流入 3日超大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净额
净占比
12.58亿 12.18% 6.72亿 6.51%
5.69亿 34.44% 4.16亿 25.19%
3.84亿 15.74% 1.44亿 5.92%
3.07亿 8.68% 3.83亿 10.83%
2.74亿 18.12% 3.06亿 20.23%
2.71亿 6.55% 3.07亿 7.44%
2.70亿 4.87% 1.13亿 2.04%
2.65亿 5.93% 9213万 2.06%
2.53亿 9.06% 3.06亿 10.95%
2.30亿 17.48% 1.80亿 13.69%

开户不去营业部，
轻松简单全自助
扫一扫，
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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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中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5.35亿
5.18%
-4.53亿 -27.45%
1.25亿
5.15%
-1.72亿 -4.87%
-1.45亿 -9.58%
-1.97亿 -4.77%
3.37亿
6.08%
2.24亿
5.02%
-1.31亿 -4.67%
-8160万 -6.20%

海口龙华路证券营业部

海口滨海大道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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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大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5.86亿 5.67%
1.53亿 9.25%
2.39亿 9.82%
-7611万 -2.15%
-3187万 -2.11%
-3676万 -0.89%
1.57亿 2.83%
1.73亿 3.87%
-5299万 -1.89%
4983万 3.78%

《证券导报》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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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聘

薪酬待遇：
岗位工资、
绩效工资、
年终奖、
五险一金、
企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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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小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17.93亿 -17.36%
-1.15亿 -6.99%
-5.09亿 -20.89%
-1.35亿 -3.81%
-1.29亿 -8.54%
-7336万 -1.77%
-6.07亿 -10.95%
-4.90亿 -10.95%
-1.23亿 -4.38%
-1.49亿 -11.28%

遗失声明
广东省化州市农机供应总公司配件公司（营
业执照号：4409821001850）持有的华能海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 50000 股证券托管存单遗失，
声明作废。
陈向东（身份证号：110105196911105437）持
有的海南机场股份法人股 20000 股证券存单，编
号：999999 遗失，声明作废。
海口海越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
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原注册号：4601001005278
现注册号：91330681201296055）持有的海南平和
实业法人股 120 万股证券存单，编号：999999 遗
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