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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盘中刷
“股灾底”以来新高

券商领涨 行情正向积极方向发展
本报讯 本周初大盘延续上涨态
势，周三(11 月 8 日)沪指冲高回落，盘中
一 度 涨 至 3434.49 点 ，再 度 刷 新 去 年 初
“ 股 灾 底 ”以 来 新 高 ，最 终 几 乎 平 盘 报
收。两市合计成交 5582 亿元，券商板块
强势领涨。
360 借壳江南嘉捷，相关概念股大幅
上涨，炬华科技、江南嘉捷、中信国安、天
业股份、雅克科技等涨停。尾盘网络安
全概念直线拉升：绿盟科技涨停，熙菱信
息、美亚柏科、工大高新、任子行等涨幅
居前。
文化传媒板块强势上涨：龙韵股份、
创业黑马、力盛赛车、横店影视、中文传
媒等涨停。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概念股
拉升走强，多氟多、兆新股份涨停，当升
科技，万安科技，杉杉股份，亿纬锂能，亚
星客车，安凯客车等股领涨。
券商板块异军突起，盘中大幅拉升：

国盛金控盘中一度涨停，午后涨停打开，
财通证券、浙商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
券、华鑫股份涨 5%，兴业证券、东方证
券、华泰证券等个股领涨。
巨丰投顾认为三季报行情结束后，A
股持续调整，沪指已完全回补国庆节之
后的跳空缺口，在 60 日均线附近获得支
撑后继续上行。周二蓝筹股带动大盘继
续上攻，上证 50 指数创年内新高，沪指重
返 3400 点上方，市场成交量恢复至 5000
亿元以上。周三沪指创年内新高，午后
虽然出现快速回调，但行情正向积极的
方向发展，投资者可以布局年报超预期
的小市值品种，以及低市盈率的大蓝筹。
不过，市场分析指出，从最近的行情
表现看，沪指在 3400 点以上出现了非常
明显的犹豫不决。因为到年底了，机构
总是会提前了结一年的收益，尤其是在
今年，相当一部分长期持仓的机构还是

有着一定的确定收益的，这种收益通常
在年底会有比较强烈的兑现愿望。尤其
是一些题材股，很容易出现炒一波就跑
的情况，因此，股民要明确的是年末行情
中各路资金重仓股的异动行为也会多一
些，不少机构是要锁定利润的，尤其是要

利用冲高的时候进行派发，投资者对此
也要有所注意，尽量避免追涨操作；另一
方面是权重股对指数控制明显，但大多
数个股却并不是这样，这就是“指数强而
个 股 弱 ”的 情 况 ，一 定 要 格 外 小 心 。
（王全）

医药板块分化明显
生物行业稳健向好

上升空间初开启
环保板块进入加配良机

2017 三季报总结：三季度业绩增长
加快，器械、生物药与商业表现优异。
2017 年三季度，医药上市公司营收同比
增长 15.55%，净利润同比增长 33.74%，
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21.53%；2017 上半
年，医药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13.76%，
净利润同比增长 14.84%，扣非净利润同
比增长 23.05%。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增
速均较上半年明显提升，扣非净利润增
速略有下降。
器械表现突出，生物药与商业业绩
靓丽。2017 年第三季度，医疗器械(收
入+25.38%，扣非净利润+41.53%)业绩最
为突出，生物药(收入+17.29%，扣非净利
润+43.70%)与医药商业(收入+14.56%，
扣非净利润+31.36%)延续快速增长，中
药(收入+10.98%，扣非净利润+13.14%)、
原料药(收入+11.66%，净利润 9.73%)与
化学制剂(收入+18.74%，扣非净利润+
6.92%)增长相对较慢，医疗服务(收入+
46.06%，净利润+91.15%)营收保持高速
增长，但净利润波动较大。
投资建议：预计医药板块将继续呈

对 89 家环保上市公司的统计，2017
年前三季度份营业收入增加为1677.38亿
元，同比增长 26.59%，归属母公司的净利
润增长为 196.70 亿元，同比增长 16.40%。
利润总额增长为 252.11 亿元，同比增加
21.64%。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在
中信分类的 29 个行业中居涨幅前的第 14
位；
每股收益 0.28 元，
居 29 个行业的第 19
位。环保行业销售毛利率和总资产净利
率基本保持平稳。
板块细分增速不一，环境监测板块
增速较快。2017 年前三季度行业整体表
现较好，随着社会重视度的不断提升，各
项环保政策陆续出台，极大地推动了行
业发展，另一方面今年以来中央环保督
查工作的强力推进，在压缩不良产能的
同时也有效支撑了环保企业未来的发展
预期，未来必将实现实质性利好。细分
领域方面，环境监测板块受益于政策密
集出台、巨大想象空间以及产业前置的
利好表现出色，增速同比明显加速；水
处理板块则迎来了工业环保推进以及
PPP 项目大面积落地的利好，
增速同样好

现分化行情，我们将沿着创新药和品牌
中药两条主线甄选个股。
1、创新药：随着医保控费的持续，
能够在等级医院端取得优势的药品必
然 是 临 床 效 果 好 、议 价 权 较 强 的 创 新
药。近日，中办国办颁布《创新意见》36
条，推动企业提高创新和研发能力，加
速审评审批，进一步利好创新药发展。
目前国内创新条件已具备，政策、人才、
资金形成共振，具备创新基因的企业不
断涌现。医保目录调整的常态化以及
医保谈判为创新药的迅速放量提供有
利条件。
2、品牌中药：受益于原材料稀缺、对
终端原材料的掌控以及独家品种带来的
优越竞争格局，品牌中药壁垒极高，行业
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药价放开后容
易形成量价齐升的发展模式，投资价值
凸显。
遵循上述思路，我们看好：创新药：
恒瑞医药、通化东宝、长春高新等；品牌
中药：片仔癀、云南白药、东阿阿胶等。
(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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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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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去年；固废和大气板块则分别受制于
配套政策以及市场空间因素，
表现一般。
另外，行业内上市公司各项财务和
运营指标表现平稳，与往年相比变化不
大。投资建议。当前环保产业具备环境
治理和社会投资双重属性，国家对环境
质量要求的提高以及减缓 GDP 增速下
滑的需求都要求环保产业在未来承担更
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市场空间只是初步
开启。我们认为环保板块进入加配良
机，上调行业评级。
后市策略方面，我们建议关注政策
驱动力明显的细分领域龙头、业绩估值
较为匹配个股以及处于历史低估值个
股。
这期环保板块跑输大盘的主要原因
来自于利率上升对 PPP 板块形成利空效
应，带动板块下跌。表现较好的个股有
华测检测、美欣达等；表现较差的个股有
云投生态、德创环保等。
组合推荐：聚光科技(20%)、龙净环
保 (20% )、清 新 环 境 (20% )、岳 阳 林 纸
(20%)、金圆股份(20%)。
(东兴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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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