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晶盛机电（300316）

中青旅（600138）

洁美科技（002859）

晶盛机电（300316）
中泰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于2017年与无锡市政府、中环股份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中环股份、晶盛机电协同无锡市投资平台，建设集成电路
用大硅片生产与制造项目。合作有望发挥各方优势，整合各方
资源，发展半导体材料产业，为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做出贡献。

预计公司2017-2019年对应EPS为0.39元、0.67元、0.89元。

中青旅（600138）
东莞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本次划转实施完成后，光大集团将直接持有青旅集团
100%产权，并通过青旅集团合计间接持有本公司20%股份。长
远来看，公司转为光大集团旗下有望从光大集团处获得客户资
源、资金发展等方面的支持，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预计公司2018-2019年的EPS分别为0.87元和0.94元。

洁美科技（002859）
华金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向客户提供纸质载带、塑料载带、
转移胶带等系列产品。发挥公司横纵向一体化优势，持续突破
原料生产技术，逐步实现原材料自供，进一步提高公司塑料载
带产品的竞争力。公司不断趋于合理化的产品构成推动公司
利润率稳定成长。

预计公司2018-2020年的EPS分别为1.09元、1.38元、1.68元。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5号中航大厦三、十楼 电话：66736318 66707886 客服电话：95553

●更大 国内金融集团龙头 沪港两地上市 客户规模领先
●更强 研究实力第一 新财富NO.1投研团队 原创资讯每日深度剖析
●更全 投融 理财全品类交易 融资融券 2500 亿上限 沪港通 深港通

OTC产品等
●更惠 佣金低至万三起（限指定营业部）
●更快 交易通道 买卖极速
●更好 300家网点遍布全国 7×24小时线上服务

海通证券依法合规经营
安全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海口龙昆北路证券营业部

·个股评级·

◆申万宏源
华东医药（000963）

公司是国内优质制药领军企业，医药商业深耕浙江市
场，规模和市场份额处于浙江省内龙头地位，随着两票制的
实施，公司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

上汽集团（600104）
上汽在新能源化、智能化、网联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员工持股计划也将公司的激励体制有了很大转变，在
2018年行业竞争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上汽值得持续推荐。

◆国金证券
海达股份（300320）

公司凭借船舶和集装箱行业起家，集装箱橡胶部件国
内市占率超过50%。公司积极拓展下游应用领域，依次进
入轨交、建筑、汽车等行业，新业务领域逐个进入收获期。

普路通（002769）
普路通是小米供应链服务主要提供商，小米出货量逆

势提高将带动公司供应链业务量提升。同时，公司进军医
疗器械、安防等领域，提供全供应链服务，长期业绩有保证。

·机构荐股·

本版责编 曾丽园个股2018年3月8日 P03证券导报

普路通（002769）

上汽集团（6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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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剖析·

遗失声明
洪宇（身份证号：110102197103031535）持有的
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11000 股证券存单遗失，编
号：362862，声明作废。

投资顾问及助理岗（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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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证券海口蓝天路营业部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南区E栋1-3层
联系人：童先生 联系电话：65310026 18689800575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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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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开始，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经历了
长达5年的周期向下，各型主要工程机械销量
持续同比下滑，行业进行自发供给侧改革，中
小企业和实力不强的中大型企业自然淘汰，
徐工主要产品汽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随车
起重机、装载机等工程机械市占率不断提升，
汽车起重机市占率持续超过50%。徐工机械
坚持技术驱动，研发投入营收占比持续超过
3%，2015年以来连续增加，研发投入有效推动
公司产品力提升，配合徐工品牌的大渠道，公
司主力产品市占率有望稳中有进。

2015 年底开始，城镇化与改善性住房需
求叠加棚改等直接推动因素，引起三四线城
市商品房库存大量消化与新一轮补库存，有
效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2016年下半年
开始，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出现较快增长，
对起重机等工程机械需求形成一定的带动作
用。2017年下半年，货币化安置与改善性住
房需求再次驱动三四线城市出现房屋销售热
潮，2018年补库存预期较强，预计房地产投资
仍将维持高位。本轮工程机械回暖或主要由
更新需求驱动，下游对工程机械的需求稳中
有进，市场上工程机械存量应维持或有所增
加，2010 年左右超量销售的工程机械产品
2018年前后进入更新周期，补充存量成为最
强的需求逻辑，结合对更新需求量的判断，
2018年汽车起重机销量有望同比增长20%以
上，充分利好徐工机械。

全球布局对抗周期，徐工机械积极扩
张。卡特彼勒、小松等工程机械国际巨头与
利勃海尔、特雷克斯等起重机械国际巨头均
重视全球布局，徐工机械目前海外营收占比
在15%左右，随着公司巴西工厂业绩释放，顺
利打入美国市场，东南亚、南亚市场取得突
破，叠加公司全球领先的起重机与压路机技
术，公司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进一步发展，打
开新的向上空间。同时不同市场的周期存在
一定相位差，将有效帮助公司从强周期向弱
周期切换，提升估值稳定性。 （申万宏源）

徐工机械（000425）

起重机行业绝对龙头
投资工程机械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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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901江苏租赁 11.79 19.09%7.62亿 9.51% 3.49亿 4.35% 4.14亿 5.16% 5.76亿 7.19% -13.39亿 -16.71%
2 002929润建通信 50.49 33.08%4.19亿 24.55%1.86亿 10.92% 2.32亿 13.63% 2.39亿 13.99% -6.57亿 -38.54%
3 600048保利地产 15.41 4.12% 3.18亿 5.10% 1.82亿 2.93% 1.36亿 2.18% -1.81亿 -2.91% -1.37亿 -2.19%
4 600460 士兰微 16.92 8.60% 3.17亿 4.76% 3.21亿 4.82% -392万 -0.06%-2.04亿 -3.07% -1.12亿 -1.69%
5 600104上汽集团 35.96 2.68% 2.87亿 10.43%2.59亿 9.43% 2751万 1.00% -1.36亿 -4.93% -1.51亿 -5.50%
6 002547春兴精工 9.54 8.66% 1.97亿 16.55%2.05亿 17.29% -877万 -0.74%-1.53亿 -12.93% -4303万 -3.62%
7 300418昆仑万维 26.18 5.69% 1.61亿 6.76% 1.02亿 4.26% 5976万 2.50% -1.01亿 -4.23% -6038万 -2.53%
8 002049紫光国芯 47.29 7.87% 1.41亿 2.32% 8510万 1.39% 5629万 0.92% -1.56亿 -2.56% 1494万 0.24%
9 600760中航沈飞 31.05 8.04% 1.35亿 7.99% 1.49亿 8.78% -1337万 -0.79%-9328万 -5.51% -4208万 -2.48%
10 002680长生生物 16.36 13.37%1.28亿 11.92%1.03亿 9.59% 2502万 2.33% -8405万 -7.82% -4407万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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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