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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
启迪桑德（000826）
在 PPP 业务方面，雄厚的资金实力一方面可为公司推
进在手 PPP 项目提供充足助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公司通
过外延并购扩大市场份额。

◆华创证券
大秦铁路（601006）
公司过往维持 50%左右的高分红政策，2018 年国资系
统鼓励国企提高股东回报的背景下，公司股息率具备吸引
力。而若运价上浮，公司盈利水平将有较大增厚。

海通证券（600837）

东睦股份（600114）
公司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在汽车、家电等领域增
长迅猛。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我国进口替代进程
有望加速。

光华科技（002741）
公司 PCB 主业龙头优势明显，在技术、品牌和渠道方面
已形成较高壁垒，加之盈利能力相对稳定，未来有望随着行
业结构改善、需求升级而进一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业绩好于行业整体水平。证券行业 2017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113.28 亿元，同比下降
5.08% ；实 现 净 利 润 1129.9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8.47%。公司业绩表现好于行业，主要原因在
于，公司的直投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海外业
务收入较 2016 年同期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资管业务积极转型。在行业去通道、降
杠杆的背景下，公司主动压缩通道业务规模，
业务全面向主动管理转型，收入、利润均实现
较快幅度的增长，经营稳健度不断提升。截
至 2017 年末，海通资管公司管理规模 3273 亿
元，主动管理规模稳步提升，集合类产品投资
业绩排名位于同类产品前 24%。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 2017 年实现收入 23.10 亿元，同比增加
28.32%。
直投、租赁贡献度增加。2017 年公司直
投业务对公司贡献度进一步提升，直投业务
2017 年实现利润总额 21.78 亿元，占公司利润
总额的比例为 16.90%。融资租赁业务方面，
海通恒信 2017 年实现利润总额 15.62 亿元，占
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12.12%。值得一提的
是，公司的集团化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子
公司实现收入 178.22 亿元，
占比 60%。
海外业务业绩出色。公司通过收购并整
合海通国际证券、海通银行，设立自贸区分公
司，建立了业内领先的国际业务平台。海通
国际证券继续保持在香港中资证券机构中的
龙头地位。2017 年，海通国际证券投行业务
继续保持领先，股权融资金额排名在港中资
投行第一；中国离岸债券发行数量排名全体
投行第一。
预测，海通证券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01.37 亿元、330.49 亿元
和 352.9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93.54 亿元、103.64 亿元和 110.43 亿元，对应每
股收益分别为 0.81 元、0.90 元和 0.96 元，维持
公司“增持”
评级。
（信达证券）

东睦股份（600114）

光华科技（002741）

·个股评级·
科锐国际（300662）
申万宏源给予“增持”评级
公司实施“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通过中间一体大数据，向
B 端、C 端用户双向服务。公司对技术的持续投入将帮助公司不
断加强 B 端服务的能力及深度，并激活 C 端用户，聚合更多企业
和人才，创造更多交易价值。
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对应 EPS 分别为 0.42 元、0.47 元、0.52
元。

科锐国际（300662）

基蛋生物（603387）
平安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基蛋生物（603387）

公司领先推出全自动化 POCT 设备以及符合行业趋势的免
疫荧光产品，并通过优质的后续服务获得并保持高于行业的增
长速度。同时以生化、发光为契机布局大检验设备，探索长期发
展方向。
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对应 EPS 分别为 1.94 元、2.56 元、3.22
元。

我武生物（300357）
国金证券给予“增持”评级

我武生物（300357）

公司是国内舌下脱敏药物的唯一生产商。随着脱敏疗法上
升为过敏性鼻炎的一线治疗方案，公司的粉尘螨滴剂迎来了发
展的契机。公司在脱敏用药领域有绝对竞争优势。新产品黄花
蒿粉滴剂 2019 年有望上市。
预计公司 2018-2020 年 EPS 分别为 1.45 元、1.82 元、2.28 元。

遗失声明
张纪青（身份证号码：5201021960070158X）持
有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11000 股证券存单遗
失，编号：71559，声明作废。

3 日资金净流入排行前十（截至 4 月 11 日）
序号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1
2
3
4
5
6
7
8
9
10

000001
000063
601318
600048
600028
601398
600036
603106
300177
600711

平安银行
中兴通讯
中国平安
保利地产
中国石化
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
恒银金融
中海达
盛屯矿业

11.83
31.64
67.67
14.54
6.89
6.24
30.49
29.35
13.83
10.47

资管业务积极转型
海外业务业绩出色

3日
涨跌幅
8.83%
5.50%
4.83%
6.21%
7.15%
6.30%
6.02%
26.45%
33.11%
21.04%

3日主力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7.28亿 13.99%
6.89亿 13.59%
4.55亿 2.91%
3.38亿 6.49%
3.05亿 6.86%
2.57亿 5.14%
2.50亿 5.90%
2.01亿 14.41%
1.92亿 14.88%
1.76亿 11.76%

3日超大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8.37亿 16.08%
5.04亿 9.95%
8.58亿 5.49%
3.16亿 6.06%
2.10亿 4.73%
4.52亿 9.05%
3.21亿 7.58%
1.10亿 7.84%
2.12亿 16.48%
2.29亿 15.29%

3日大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1.09亿 -2.09%
1.85亿 3.64%
-4.03亿 -2.58%
2251万 0.43%
9477万 2.13%
-1.95亿 -3.91%
-7125万 -1.68%
9179万 6.57%
-2063万 -1.60%
-5276万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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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导报》制表
3日中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2.80亿 -5.39%
-3.41亿 -6.73%
-3.09亿 -1.98%
-2.07亿 -3.97%
-1.95亿 -4.40%
-1.14亿 -2.28%
-1.02亿 -2.39%
-1.07亿 -7.63%
-1.08亿 -8.38%
-1.01亿 -6.73%

3日小单净流入
净额
净占比
-4.47亿 -8.60%
-3.48亿 -6.86%
-1.46亿 -0.93%
-1.31亿 -2.52%
-1.09亿 -2.46%
-1.43亿 -2.86%
-1.49亿 -3.50%
-9475万 -6.78%
-8373万 -6.50%
-7542万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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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龙昆北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依法合规经营
安全可靠 值得您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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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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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