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7日晚，桃李面包发布公告，公
司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沈阳桃李面包
股仹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266万股新
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
效。

募投项目完善产能布局，奠定区域
扩张坚实根基。公司拟以不低于 32.57
元/股价指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7.38亿元用于武汉、重庆、西安
生产基地项目，三地项目建设完成后将
新增5.1万吨产能，目前武汉、重庆项目
已先行投入自有资金建设。公司正处全
国跑马圈地的过程，利用东北成熟地区
市场运作经验，重点突破华南、华东、华
中、西南、西北区域。资本助力下，公司
有望通过募投项目提升华中、西南、西北
地区产能，满足新增市场需求，从而巩固
公司行业绝对龙头地位。

投入产出进入匹配期，业绩正加速
释放。2015年上市后，公司开启新一轮
扩张周期，资本助力下加速全国产能建
设，营销渠道强化&销售终端增加推动营
收保持高增长态势。由于公司前期扩张
较快，费用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导致净利
率滑坡。往后看，攀高的人工和运输费
率有望随着规模效应显现而回归2012-
2014年常态，3Q17业绩拐点如期出现预
示投入产出已进入匹配期，净利率有望
逐步回升，公司业绩进入释放期。

（平安证券）

桃李面包（603866）

定增稳步推进
加速扩张进程

桃李面包（603866）

·个股剖析·

晶盛机电（300316）

四维图新（002405）

喜临门（603008）

晶盛机电（300316）
中泰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是国内技术领先的晶体硅生长设备供应商，晶体生长设
备产品主要服务于太阳能光伏产业，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等。近
年来公司布局光伏和 LED 领域的智能化装备和新型蓝宝石行
业。订单充足，保障公司业绩高增长，全年有望净利润翻番。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0.42元、0.66元、0.88元。

四维图新（002405）
东方财富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深化和扩大与宝马的合作有利于公司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发
展，提升行业地位。公司2016年与宝马的合作已覆盖车上装载
的传统导航电子地图、ADAS高级辅助驾驶地图、动态交通信息
等领域。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0.21元、0.30元、0.39元。

喜临门（603008）
申万宏源给予“增持”评级

软体家居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和营销
积累，具备强大的品牌优势。主营床垫业务产品更迭促进收入，
沙发板块着力打造新业务增量。海内外客群持续拓展，外销业务
稳中有升；与恒大合作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占率，产生强强联手合
作效应。

预计公司2017-2019年EPS分别为0.72元、0.98元和1.32元。

·个股评级·

◆东吴证券
天顺风能（002531）

随着升压线路双回路另一条支线建成以及新疆地区整体
弃风限电率的改善，未来哈密风电场业绩有望进一步提升。

阳光电源（300274）
作为国内逆变器及电站开发的龙头，公司受益于行业的

爆发，同时受益于印度及新兴国家地区光伏市场的快速启动，
公司逆变器出口也迎来井喷。

◆招商证券
普洛药业（000739）

公司业绩拐点已逐渐显现，看好公司制剂做大原料做强
的发展前景，在新管理层调整后公司经营面有望迎来新起点。

通威股份（600438）
公司此次公告20GW产能扩张，此前公告10GW产能扩

张，预计全部达产以后产能将达到30GW，成为全球最大的电
池供应商。

·机构荐股· 11月8日晚间
上市公司最新公告速递

遗失声明

范高娥
（身份证号码：460200411215026）
持有的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职工股 2000 股股权证遗
失，股权证编号；0003986 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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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责编 曾丽园个股2017年11月9日 P03证券导报

通威股份（600438） 阳光电源（300274）

3日资金净流入排行前十（截至11月8日） 《证券导报》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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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51 格力电器 43.53 4.06% 7.39亿 6.48% 8.90亿 7.81% -1.51亿 -1.33% -5.61亿 -4.92% -1.78亿 -1.56%
2 000839 中信国安 13.76 20.17% 5.19亿 3.42% 8.93亿 5.89% -3.74亿 -2.47% -3.82亿 -2.52% -1.37亿 -0.90%
3 603466 风语筑 74.12 19.78% 4.74亿 13.16% 1.55亿 4.30% 3.19亿 8.86% -3.62亿 -10.04% -1.12亿 -3.12%
4 000001 平安银行 12.13 6.50% 4.03亿 4.34% 4.40亿 4.74% -3683万 -0.40% -1.98亿 -2.13% -2.05亿 -2.21%
5 300059 东方财富 13.31 7.77% 3.11亿 8.48% 3.12亿 8.52% -158万 -0.04% -1.92亿 -5.25% -1.18亿 -3.23%
6 600030 中信证券 18.11 4.86% 2.76亿 3.82% 4.71亿 6.52% -1.95亿 -2.70% -1.54亿 -2.13% -1.22亿 -1.69%
7 600050 中国联通 7.86 5.36% 2.73亿 2.43% 2.29亿 2.03% 4456万 0.40% -1.46亿 -1.29% -1.28亿 -1.14%
8 600016 民生银行 8.4 1.82% 2.72亿 10.63% 2.44亿 9.53% 2802万 1.10% -1.88亿 -7.36% -8350万 -3.27%
9 002830 名雕股份 34.76 -0.94% 2.44亿 18.15% 1.14亿 8.49% 1.30亿 9.66% -7638万 -5.68% -1.68亿 -12.47%
10 600498 烽火通信 35.29 10.80% 2.40亿 8.77% 1.79亿 6.55% 6076万 2.22% -1.45亿 -5.29% -9535万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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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中标25亿元工程

九阳股份拟不超过1.1亿元回购股票

赛轮金宇董事配偶完成增持计划

浙江众成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计划

TCL集团推出的量子点电视获反响

菲达环保签订1.02亿元合同

天域生态预中标4.35亿元PPP项目

东方电缆中标4.51亿元电缆采购项目

天广中茂股东减持2463万股

焦作万方和泰安成再次举牌

豫园股份拟258亿元并购房地产资产

太阳纸业发行12亿元可转债获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