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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概念股集体下挫 上证 50 创最大跌幅

风格短暂转换 深挖内生增长
本报讯 周三(6 月 14 日)上证 50 终于
低下了高贵的头。受安邦保险集团董事
长不能履职事件影响，上证 50 下跌 1.5%，
创年内最大单日跌幅。
安邦重仓的 25 只 A 股中，有 19 只早
盘开市下跌，其中，金融街、金风科技、同
仁堂、中国建筑、东阿阿胶、金地集团、民
生银行等重仓股跌幅超过 1%。安邦保
险系持股主要为低估值的银行股和地产
基建股，银行股持股市值达 1400 亿元。
创业板表现好于大盘，创业板指曾
几度翻红，但最终收跌 0.28%。
消息面上，6 月 15 日凌晨 2 时，全球
市场的目光将会聚焦美联储议息会议。
另外，6 月 14 日，招商证券在广州举
行了 2017 年中期投资策略会，又跌了，网

友惊呼魔咒再次灵验。
招商证券认为，2016 年下半年开始
的以“去杠杆”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政策终
结了这一趋势，部分不合理高估的股票
估值水平会随着金融属性降低逐步回
落。股票金融属性的消退，最终带来相
关股票估值中枢的持续下移。这一过程
很可能持续明年二季度。投资者必须重
新聚焦股票作为企业所有权的实体属
性，寻找内生业绩增长较好，估值已经回
落到合理甚至低估的标的。特别强调，
大众消费升级领域是三季度，乃至未来
三年最确定的方向之一。
风格切换的讨论亦全面升温。申万
宏源认为，创业板风格归来行情的几个
层次是，小级别行情看政策改善，中级别

行情看无风险利率下行，大级别行情看
创业板相对业绩趋势的扭转。现阶段，
相对基本面改善和无风险利率下行尚未
发生，但政策面出现边际改善，在前期深
幅调整的情况下，能够支撑创业板反弹，
并逐步构筑“底部区域”。

广发证券指出，今年小盘股通过外
延收购实现高增长的逻辑已经明显减
弱，新的“大故事”又还未形成，因此即使
有风格转换也是极短期的现象，真正值
得参与的风格转换还需要更长期的等
待。
（王全）

“煤飞色舞”再现

估值仍在低位 煤炭迎来夏季行情
13 日，A 股再现“煤飞色舞”行情，有
色金属板块涨幅达 3.16%，煤炭采选板块
涨幅达 2.28%。煤炭个股方面，西山煤电
涨 8.65% ，山 煤 国 际 、兖 州 煤 业 都 涨 超
5.44%，神火股份、昊华能源、美锦能源、
盘江股份均张超 4%；有色个股方面，华
友钴业、寒锐钴业、和胜股份、翔鹭钨业
均涨停，赣锋锂业、中金岭南涨超 8%。

煤炭夏季采购高峰提前来临
今年 5 月以来，煤价淡季遭遇滑铁
卢，市场 5500 大卡动力煤均价一个月跌
去约 100 元/吨。6 月初，中国第一大煤炭
公司神华集团确定的 6 月下水动力煤长
协年度价、月度长协价和月度现货价均
大幅跳水。
不过，随着夏季用电高峰到来，下游
需求量激增，近期煤价已一反 5 月跌跌不
休的态势，开始止跌企稳。目前 5500 卡

动力煤的成交价在 560 元/吨左右，5000
卡动力煤的成交价在 495 元/吨左右。
近日受内蒙古成立 70 周年大庆影
响 ，露 天 煤 矿 、井 工 煤 矿 限 制 煤 管 票 ，
后 期 露 天 矿 可 能 关 停 ，之 前 每 月 产 量
30 万吨的煤矿，目前每月只能领 7 万吨
煤管票，导致蒙煤价格普遍上涨，多数
煤矿煤价上调幅度都在 20 元左右甚至
更高。
一方面有数据预测今年夏天天气炎
热。另一方面今年三峡大坝来水情况不
如去年，水利发电情况不佳。同时，有数
据统计，今年工业用电增速明显，传统民
用电到夏天也会释放。几方面结合，今
年夏季电力整体需求较好，将对煤炭价
格形成提振。
煤炭产量受限的同时，下游发电需
求提前爆发。据悉，广东省今年 6 月份就
出现用电峰值，但以往用煤高峰期出现
在 8 月份。随着电厂存煤可用天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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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值仍在低位
受 益 于 行 业 供 给 侧 改 革 ，各 煤 种
2016 年全年均价相比较 2015 年涨幅在
20%左右。
估值方面：煤炭行业 PB 仅 1.3 倍，
部分优质公司仅 1 倍，年化 PE 也仅 10 倍
PB：目前行业整体法平均和中位数的 PB
分别为 1.3 倍和 1.4 倍，仅略高于石油
石化和银行业。
近期煤炭市场总体仍维持弱势，但
好的方面体现在：
(1)动力煤局部煤价有上
涨迹象：近期港口及局部产地价格价格
均有零星上涨，体现价格有止跌迹象；
(2)需求增速仍较高：5 月及 6 月至今六大
电厂煤炭日耗同比分别增长 11%和 13%，
虽然较前期有所下降但仍维持稳健增长；

6666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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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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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目前库存水平低于往年：
目前秦港存煤
已基本稳定在 580 万吨上下，而电厂存煤
目前约 20 天，
也低于往年 24 天左右水平；
(4)环保因素有所减弱：
上周末国家环保督
察组从山西撤出，
预计煤钢焦开工率也有
望提升，支撑炼焦煤需求。总体来看，预
计动力煤价格有望逐步止跌，
而焦煤压力
小于前期。近期由于市场对经济的悲观
预期，煤炭板块表现一般，特别是某些焦
煤龙头公司调整明显，预计随着 6 月中下
旬煤价止跌企稳，
板块的悲观情况有望得
到缓解，目前行业各公司估值普遍不高，
龙头公司价值显现。
公司方面，我们看好低估值龙头，包
括动力煤公司兖州煤业，陕西煤业、及部
分央企龙头，炼焦煤公司西山煤电、潞安
环能以及盘江股份等，同时建议关注煤
层气及供应链管理低估值公司蓝焰控股
(煤气化)、易见股份和瑞茂通。
(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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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 天以上跌至 18 天左右，夏季采购高
峰已提前来临。

公司网址：www.jyzq.cn

中银国际证券海口蓝天路营业部
投资顾问及助理岗（6 人）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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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童先生 联系电话：65310026 18689800575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南区E栋1-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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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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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资+五险一金+客户提成；
业绩突出
者，
年薪可达 8 万至 15 万以上。

联系人：周女士
联系电话：0898-65343080
邮箱：hainan_recruitment@csc.com.cn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府大道 38 号银都大厦一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