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拓展了海外
矿产品贸易业务，非洲刚果（金）年产
3500吨钴、10000吨铜综合利用项目也
进入了实施阶段。公司投资1.29亿美元
用于非洲刚果（金）地区年产3500吨钴、
10000吨铜综合利用项目，2018年上半年
有望建成投产。公司与华友钴业合作，
以冶炼业务为基础切入海外金属产业
链，积累经验的同时大力发展海外矿产
品贸易，寻求进一步的当地资源收购机
会。随着新能源行业的持续增长，公司
前期的原材料布局将更具备优势。

公司深耕有色金属行业多年，以矿
山采选经验和贸易渠道为依托，自2014
年起加快发展融资租赁、黄金租赁、商业
保理等产业链增值服务，2016年业务规
模达 2.27 亿元，增速达 60%。目前业务
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规模和专业程度均
处行业龙头地位。公司贸易业务和供应
链金融业务相辅相成，随着原料采购平
台和管理平台的构建，贸易规模快速增
值，实现渠道风险的有效规避和经营效
率的显着提升。 （华泰证券）

盛屯矿业（600711）

业绩持续释放
新能源布局在即

盛屯矿业（600711）
昨收盘价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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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源材质（300568）
华泰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随着新能源汽车对动力电池安全性和能量密度要求的提升，
湿法涂覆隔膜的需求快速增长，未来市场空间的增长将高于干法
隔膜。面对行业需求的转变，公司作为传统干法隔膜的龙头企
业，积极布局湿法隔膜产能，目前已经拥有2600万平米湿法隔膜
产能。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1.42元、1.71元、2.26元。

继峰股份（603997）
东吴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获得欧洲宝马项目，海外扩张迈出关键一步。技术和产品获
得高端客户认可，实现国内外协同发展。由合资向自主品牌，不
断拓展新客户和新车型。公司客户资源优质稳定，以合资为主，
新增客户主要为优秀的自主品牌。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0.51元、0.68元、0.89元。

大华股份（002236）
国元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解决方案转型战略获得成功，随着安防行业市场集中度
不断提高，公司行业领先优势明显。视频物联+智能安防的布局
将是公司未来竞争力的主要看点。同时，中标新疆高额PPP项
目，国内市场将受益于区域红利。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0.83元、1.08元、1.46元。

·个股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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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
新和成（002001）

公司未来有望从初级产品供应商向产品组合+解决方案
转型，提高产品附加值，向动物营养品全球龙头方向进军，并
打开人用营养品市场。

菲利华（300395）
作为航空航天领域唯一石英供应商，公司在行业内竞争

力极强，近年来进入半导体、光通信等领域，景气需求拉动其
业绩快速增长。

◆太平洋
生益科技（600183）

汽车ADAS系统及5G通信催生高频高性能板材市场需
求，公司大力布局高频板材市场，产品定位中高端，填补国内
RF基材市场空白。

新纶科技（002341）
常州一期项目产品受益于智能手机技术创新带来的机

遇，把握住了核心客户，今年下半年和明年都将迎来业绩的快
速成长。

·机构荐股·

本版责编 曾丽园个股2017年8月10日 P03证券导报

新纶科技（002341）
昨收盘价21.14元

菲利华（300395）
昨收盘价15.03元

星源材质（300568）
昨收盘价43.87元

继峰股份（603997）
昨收盘价12.12元

大华股份（002236）
昨收盘价23.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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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投资经理 2名 （工作地点：海口）

证 明

现有我公司股东王安焕，身份证
号为460022196312104839，遗失海口
泰华旅业股份有限公司01156号股金
收据，股数为5000股，特此声明作废。

现有我公司股东田泽丰，身份证
号为460022196604174812，遗失海口
泰华旅业股份有限公司00913号股金
收据，股数为3500股，特此声明作废。

现有我公司股东王美珍，身份证
号为460022196904164827，遗失海口
泰华旅业股份有限公司00882号股金
收据，股数为3500股，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泰华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07/26

·个股剖析·

3日

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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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76 华大基因 109.18 33.10% 5.28亿 17.30% 3.75亿 12.31% 1.52亿 5.00% -2.89亿 -9.47% -1.02亿 -3.34%

2 300263 隆华节能 9.09 16.39% 2.67亿 10.27% 1.90亿 7.29% 7730万 2.97% -2.04亿 -7.87% -4896万 -1.88%

3 000858 五粮液 56.64 4.71% 2.57亿 5.39% 2.26亿 4.74% 3111万 0.65% -1.45亿 -3.03% -7576万 -1.59%

4 000970 中科三环 18.78 12.39% 2.53亿 4.43% 2.68亿 4.67% -1413万 -0.25% -1.02亿 -1.78% -5858万 -1.02%

5 000651 格力电器 39.18 3.68% 2.16亿 3.44% 2.62亿 4.18% -4609万 -0.73% -1.16亿 -1.85% -6908万 -1.10%

6 002230 科大讯飞 48.22 5.68% 1.72亿 1.89% 2.44亿 2.69% -7205万 -0.79% -9683万 -1.07% -3257万 -0.36%

7 000825 太钢不锈 5.96 14.18% 1.67亿 3.12% 2.05亿 3.84% -3842万 -0.72% -3567万 -0.67% -3408万 -0.64%

8 600595 中孚实业 7.91 23.79% 1.66亿 4.51% 2.15亿 5.86% -4940万 -1.35% -7064万 -1.92% -2001万 -0.55%

9 000600 建投能源 12.93 21.75% 1.63亿 8.14% 1.50亿 7.54% 1214万 0.61% -2292万 -1.15% -4060万 -2.03%

10 600259 广晟有色 58.79 22.00% 1.63亿 3.47% 2.02亿 4.31% -3941万 -0.84% -1.07亿 -2.29% -3823万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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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A 股市场继续上演“冰火两重
天”行情。据WIND数据显示，7月以蓝
筹为主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2.52%，同期
创业板综指下跌4.19%，结构性行情成为
市场的新常态，多种策略应对震荡市已
成为投资机构的主流做法。据悉，诺安
基金旗下正在发行的新基金——诺安改
革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凭借“股票+
固收+打新”三重“抗震”机制，赢得市场
的广泛关注，目前投资者可通过各大银
行、券商和诺安基金官网进行认购。

作为一家成立超过13年的基金管理
公司，诺安基金始终坚持走稳健之道，在
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投资人
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据WIND数据显
示，截至6月30日，在上半年宽幅震荡的
市场行情中，诺安基金共为投资者盈利
15.42亿元。 （姜月玲）

诺安改革趋势灵活配置
混合基金稳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