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格控股（000408）

思创医惠（300078）

五矿资本（600390）

藏格控股（000408）
东北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依托盐湖资源，与贤丰新能源进行技术合作成立藏格锂
业，拟投资不超过14亿元建设年产2万吨的碳酸锂项目，采用吸
附法制取碳酸锂。该项目已获股东大会通过，预计最早可于
2019年上半年达产，大幅增厚公司业绩。

预计公司2017-2019年对应PE分别为29倍、25倍、18倍。

思创医惠（300078）
中原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RFID标签及零售技术解决方案能一定程度满足无人
零售相关技术要求，预计无人零售的发展将给公司带来机遇。预
计公司商业智能业务营收2017年下半年同比持平，2018年将稳
中有升。综上，预计公司整体营收在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将
稳健增长。

预计公司2017-2018年EPS分别为0.30元与0.40元。

五矿资本（600390）
华泰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旗下证券、期货、信托、信托牌照齐全优势明显，资产质
量良好；150亿元增资夯实资本实力；公司流通盘市值约60亿元，
除原大股东持股外的实际流通盘约45亿元，实际流通盘小、股价
弹性大；公司目前估值PB（LF）1.8倍，下半年业绩将加快释放。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0.62元、0.79元、0.98元。

·个股评级·

IPO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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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投资经理 2名 （工作地点：海口）

◆国海证券
田中精机（300461）

公司在3C设备制造领域产品线不断丰富，未来有望充分
受益于无线充电和曲面屏发展趋势，对应当前市值40多亿，具
备明确业绩弹性。

鲁西化工（000830）
公司所产大部分产品受环保、去产能及下游需求稳步增

长的影响，供需结构不断趋于紧张，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
业绩弹性大幅提高。

◆华泰证券
东江环保（002672）

当前危废行业步入上升期，公司作为危废龙头将充分受
益；同时，公司项目资源储备丰富，外延扩张步伐坚定，有望获
取更多优质项目，未来业绩弹性增大。

京东方A（000725）
成都柔性OLED将于10月起量产，进度超市场预期，恰逢

全面屏浪潮。友达、群创8月大尺寸出货高增长，业绩表现亮
眼，LCD旺季来临。

·机构荐股·

遗失声明

何君民（身份证号：460100480223001）
持有的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中海能源”）内部职工股1000
股证券托管存单遗失，声明作废。

陶贵堂（身份证号：420107621120203）
持有的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职工股3500股股权证遗失，股权
证编号：0004575，声明作废。

本版责编 曾丽园个股2017年9月28日 P03证券导报

京东方A（000725） 鲁西化工（000830）

3日资金净流入排行前十（截至9月27日） 《证券导报》制表

9 月 27 日，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 603136），作为长三角知
名旅游度假目的地，天目湖凭借一站式
旅游模式的打造，提升景区的核心竞争
力，在旅游行业中脱颖而出，获得资本市
场的青睐。此次天目湖在 A 股上市，是
近三年旅游行业 IPO 的首家旅游企业，
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类企业跨入资本
市场的信心与活力。

赢在模式 一站式旅游获认可
天目湖是华东地区较早提出“一站式

旅游”旅游模式的景区，并将“一站式旅游
休闲模式的实践者”作为企业目标，依托
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底蕴，致力于
将景区打造成汇集自然观光、休闲养生、
会议商务等众多功能的一站式旅游目的
地。景区以满足游客需求为诉求，将古
镇、山水、度假、游乐等不同产品相融合，
在季节层面上，春季采摘，夏季避暑，秋品
美食，冬泡温泉。针对不同的游客年龄
层，设定的路线也有着不同的组合，加之
天目湖丰富的旅游产品，游客更是可以自
由搭配，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线路。天目
湖一站式旅游休闲模式，迎合了国内度假
经济的发展趋势，在观光型向度假型转变
的浪潮中，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为其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赢得了先机。

多元化发展 摆脱单一门票经济
为了突破景区单一门票经济的桎

梏，公司成立以来，先后开发建设了天目
湖山水园、天目湖南山竹海、天目湖御水
温泉、天目湖水世界等旅游景区和产
品。同时，通过自身资源的整合和对天
目湖区域旅行社、餐饮、酒店、购物等外
部资源的联动，以复合型产品、多元化市
场和系统化服务形成旅游集聚区效应，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消费升级 引领传统景区转型之路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旅游经济

也逐步由传统的低端观光游转变为中高
端度假体验。在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对于
住宿、餐饮及度假的体验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天目湖定位于国内领先的旅游目
的地，在产品上，先后建设开发了御水温
泉，御水温泉度假酒店、南山竹海二期，南
山竹海客栈等精品项目。同时，通过整合
内外部资源，打造个性化产品组合，获得
市场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在市场上，天
目湖的精品山水游、高端会务、亲子度假
等产品，都占据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天目湖旅游此次公开募股，募集资
金将进一步完善“三区一点”的战略定
位，丰富天目湖一站式目的地，提升公司
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天目湖旅游的成功
上市，为正在进行升级转型的国内旅游
企业树立了标杆，也极大增强了民营景
区进入资本市场的信心。 （文枫）

天目湖旅游成功登陆A股
模式创新打动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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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699 光威复材 71.9 6.24% 9.85亿 14.05% 3.71亿 5.29% 6.14亿 8.75% 2.59亿 3.69% -12.44亿 -17.74%
2 000725 京东方A 4.2 5.00% 8.01亿 6.81% 6.14亿 5.23% 1.86亿 1.59% -3.42亿 -2.91% -4.58亿 -3.90%
3 603648 畅联股份 27.51 33.09% 3.85亿 23.47% 1.65亿 10.03% 2.20亿 13.44% 2.17亿 13.22% -6.02亿 -36.69%
4 600519 贵州茅台 508.21 1.66% 3.43亿 9.05% 3.71亿 9.80% -2829万 -0.75% -3.39亿 -8.93% -446万 -0.12%
5 000858 五粮液 56.7 1.11% 3.30亿 10.58% 3.49亿 11.19% -1888万 -0.61% -2.30亿 -7.38% -9975万 -3.20%
6 002460 赣锋锂业 92.6 11.10% 2.76亿 2.87% 6.10亿 6.35% -3.34亿 -3.47% -1.83亿 -1.91% -9285万 -0.97%
7 601288 农业银行 3.82 0.79% 2.56亿 12.74% 3.14亿 15.65% -5856万 -2.92% -1.31亿 -6.53% -1.25亿 -6.20%
8 600490 鹏欣资源 10.27 11.87% 2.23亿 10.45% 2.83亿 13.27% -6028万 -2.82% -1.19亿 -5.57% -1.04亿 -4.88%
9 601011 宝泰隆 12.81 12.27% 2.21亿 4.42% 3.25亿 6.50% -1.04亿 -2.08% -1.43亿 -2.86% -7771万 -1.55%
10 002622 融钰集团 13.7 11.38% 2.20亿 11.19% 2.57亿 13.08% -3729万 -1.90% -1.68亿 -8.56% -5147万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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