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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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龙华路证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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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职责：主要为高净值财富管理客户提供个性化增值服务；负责
开展投资者教育，维护客户关系，制定服务策略；负责新客户开发、
新业务推广、产品销售等业务拓展；负责所属客户的业务风险揭示
与有关投诉、异常交易宣导警示等客户关系管理工作。
入职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三年以
上证券从业经历；认同企业价值观，愿以合伙人的目标去经营这份
事业；沟通能力强，具有广阔思考的视野，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专注
与研究。通过CFP或CFA考试，或有特殊资源者优先。
职位待遇：按级别刚性兑付、上不封顶、五险一金、企业年金；成长空
间广阔，作为网点负责人的储备人才培养。

对于信维来说上半年两个季度属于
经营性淡季，从往年单季度业绩数据来
看，公司上、下半年业绩比例约为1：2，前
两个季度业绩也基本持平。下半年开始
公司将进入新产品集中备货的旺季，在
业绩层面无论同比还是环比都将出现明
显增长。

客户产品方面，因苹果新品 iPhone
发布时间在下半年，目前新品备货时间
刚刚启动。而给公司业绩贡献较大的
iPad 产品因发布时间延后，也对上半年
造成了影响。安卓手机方面，也因新品
手机发布延后，上半年处在去库存状
态。公司基于这两点影响还能保持稳健
的业绩增长实属不易，也证明了公司订
单的旺盛程度。

展望下半年，预计苹果新机出货量
同比有较大增涨，并且公司在苹果中的
单机价值量与份额都有明显提升。随着
苹果新品备货启动、安卓手机进入新品
密集发布期，预计下半年公司经营性业
务将出现显着好转，业绩有望爆发。

公司将继续深耕大客户，以射频器
件为基础，积极拓展公司产品在客户端
的市场份额；并且持续投入研发新产品，
拓宽公司整体产品线宽度。公司业务与
产品将不断扩张，长期发展可期。

（东吴证券）

信维通信（300136）

公司保持稳健增长势头
看好公司多产品线布局

·个股剖析·

保利地产（600048）
平安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上半年实现签约面积10541万平，同比增长28.3%；签约
金额1466.1亿元，同比增长32.5%，销售规模位居全国第四。上半
年销售均价13909元／平米，较2016年全年均价上升5.8%。

预计公司2017-2018年EPS分别为1.21元和1.31元，当前股
价对应PE分别为8.6倍和7.9倍。

龙蟒佰利（002601）
华泰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龙蟒佰利目前总产能达56万吨，产能规模居全国第一，且具
备钛精矿（46.5%品位）储量逾3500万吨，产能超过60万吨/年，资
源优势显着，充分享受钛精矿和钛白粉价格上涨的收益。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1.08元、1.29元、1.43元。

荣盛石化（002493）
申万宏源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注入浙石化后，远期炼油能力将达到4000万吨、PX产
能达到1200万吨（1040万吨+160万吨）、乙烯产能280万吨（51%
股权，暂不考虑中金石化扩产），对标上海石化1800万吨炼油、80
万吨PX、100万吨乙烯产能，目前价值被明显低估。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0.64元、0.87元、1.02元。

·个股评级·

3日资金净流入排行前十（截至7月12日） 《证券导报》制表单位：元

◆广发证券
祁连山（600720）

2016年公司业绩已经出现底部拐点，2017年上半年表现
良好，供需关系改善，全年业绩弹性有望进一步显现。

赢合科技（300457）
2017年公司加强新客户开拓与合作，与国能等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后续合作客户维度有望继续拓展。有望携手强势
电池厂商共同崛起。

◆中泰证券
山东路桥（000498）

公司充分受益于基建 PPP 浪潮，2016 年 12 月至今已签
PPP订单约55亿元，并在四川新设立5家PPP管理公司，预计
将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取得PPP订单。

合纵科技（300477）
公司在配网一次设备领域稳居行业前列、产业链齐全，同

时据测算湖南雅城受益于磷酸铁销量提升以及钴价提升，
2017-2018年有望实现净利润大幅超过业绩承诺。

·机构荐股· 7月12日晚间
上市公司最新公告速递

遗失声明

谭少薇（身份证号：460100197302010320）

持有的华侨旅业内部职工股1000股证券

存单，编号：399809遗失，声明作废。

韩熙光（身份证号：460100540705037）持

有的华侨旅业内部职工股1000股证券存

单，编号：116511遗失，声明作废。

李彩霞（身份证号：460100196810221525）

持有的华侨旅业内部职工股1000股证券

存单，编号：95102遗失，声明作废。

蔡惠珠（身份证号：460100196301050342）

持有的华侨旅业内部职工股1000股证券

存单，编号：313323遗失，声明作废。

韩颖芬（身份证号：460100196407041225）

持有的华侨旅业内部职工股2000股证券

存单，编号：2312601遗失，声明作废。

周爱容（身份证号：460021196803010021）

持有的华侨旅业内部职工股1000股证券

存单，编号：313436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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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投资经理 2名 （工作地点：海口）

净额 净占比 净额 净占比 净额 净占比 净额 净占比 净额 净占比

1 000001平安银行 10.34 9.19% 13.06亿 15.82% 11.42亿 13.83% 1.64亿 1.98% -6.81亿 -8.25% -6.25亿 -7.57%

2 000651格力电器 40.79 6.20% 7.65亿 6.42% 10.12亿 8.49% -2.47亿 -2.07% -4.97亿 -4.17% -2.68亿 -2.25%

3 601688华泰证券 18.59 4.15% 4.76亿 11.80% 4.20亿 10.43% 5522万 1.37% -2.88亿 -7.15% -1.87亿 -4.65%

4 601668中国建筑 9.78 4.04% 3.26亿 4.61% 4.47亿 6.31% -1.21亿 -1.70% -1.82亿 -2.57% -1.44亿 -2.04%

5 601166兴业银行 17.62 3.10% 2.52亿 3.46% 3.27亿 4.50% -7529万 -1.03% -1.63亿 -2.24% -8905万 -1.22%

6 600036招商银行 24.34 4.64% 2.43亿 5.15% 3.35亿 7.09% -9153万 -1.94% -1.70亿 -3.60% -7314万 -1.55%

7 600837海通证券 14.93 0.74% 2.23亿 13.31% 1.95亿 11.63% 2809万 1.67% -1.28亿 -7.61% -9557万 -5.70%

8 000002 万科A 25.46 3.24% 1.95亿 3.69% 2.10亿 3.98% -1541万 -0.29% -1.43亿 -2.72% -5112万 -0.97%
9 600703三安光电 19.35 0.68% 1.87亿 9.42% 7456万 3.75% 1.13亿 5.67% -1.61亿 -8.11% -2606万 -1.31%

10 000806银河生物 13.41 0.98% 1.73亿 8.24% 5.73亿 27.23% -4.00亿 -18.99% -1.90亿 -9.02% 1663万 0.79%

3日小单净流入
3日涨跌幅

3日主力净流入 3日超大单净流入 3日大单净流入 3日中单净流入
序号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合纵科技（300477） 赢合科技（300457）

保利地产（600048）

龙蟒佰利（002601）

荣盛石化（002493）

信维通信（300136）

●振华重工签订1.7亿元美金承包合同

●中国铁建联合中标313亿元PPP项目

●人福医药获实控人增持28300股

●陕西金叶并购重组获通过股票复牌

●中广核技半年报预增325倍

●天神娱乐董事副总增持逾220万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