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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投资风口
中银医疗保健基金发行

◆四维图新：

中银基金旗下首只医疗主题基金——中
银医疗保健混合型基金近日启动发行，主要
投资于医疗保健行业内有核心竞争力和成长
潜力的上市公司，覆盖健康全产业链。该基
金背后的中银基金医药投研团队实力雄厚，
兼具医药行业专业性和研究实力，拟任基金
经理刘潇女士是兼具医药产业背景及消费行
业研究资历的资深投资人。中银基金认为，
从长期来看，医药股的整体估值较低，医疗健
康业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会，从
居民医药消费趋势、政策导向、医药行业上市
公司三者看，此时进入医疗健康行业布局，堪
称天时地利人和。
（初阳）

车载芯片市场大
公司业绩实现快速增长，主要是杰发科技并表带动。
杰发科技自 2017 年 3 月份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其芯片业务
贡献营业收入 5.17 亿元，在总营收中的占比达到 24.0%，同
时贡献净利润约 1.88 亿元。公司核心的导航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9.41 亿元，同比增长 15.43%，在竞争对手的低价策
略下依旧保持着稳健增长和行业领先地位。2017 年，公司
在车载前装市场份额保持在 40%左右，由于在高端车厂客
户中更具竞争力（2017 年 2 月，公司与奔驰签订合作协议，
奔驰全系车型启用四维图新导航电子地图；2017 年 11 月，
公司与宝马签署协议，为宝马集团提供导航电子地图产
品），公司从导航业务收入角度来看的市场份额将会更高。
由于后装市场价格竞争较为激烈以及车载功率电子
芯片初期生产不稳定。杰发科技 2016 及 2017 两年累计的
业绩完成率为 97.54%，略低于业绩承诺。在其他新产品方

面，IVI 新品芯片已在多家客户量产，功率放大器芯片已
经出货并处在快速放量阶段，MCU 芯片预计于 2018 年
内能够实现量产出货。虽然后装市场的竞争对杰发业绩
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但作为国内领先的车载芯片厂商，在
国家对于芯片产业大力支持的背景下，其芯片新产品的推
出有助于打破国外芯片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市场
发展空间较大，后续芯片量产情况值得关注。 (信达证券)

股权过户
征询异议公告

◆宜安科技：

◆宁波银行：

液态金属打开应用空间

不良环比双降
2018Q1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9.61%，业绩基本符合预
期公司 2018Q1 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2.30%，
主要是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收益增加。2018Q1 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同比分别下降 18.71%和 8.77%。2018Q1 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长 19.61%(VS:2017A:19.50%)，有所加速，业绩增长基本符
合预期。此外 2018Q1 公司税前利润同比下降了 5.09%，
即所
得税因素对公司净利润贡献较大。主要是前期拨备增加以
及其他综合收益减少，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大幅增长
180.94%，
相应地导致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减少。
在信贷资源向个贷倾斜以及存款增速较好的背景下，
预计 2018Q1 核心存贷利差表现较为稳定。
预计在贷款收益水平提升以及负债成本得以控制的背
景下，后续净息差能够有所改善。
不 良 环 比 双 降 ，拨 备 覆 盖 率 高 增 至 498.65% 公 司
2018Q1 不良贷款余额 29.19 亿元，环比减少 0.81 亿元，不良
贷款率仅为 0.81%，环比下降 1bps，处于同业较低水平。此
外公司 2018Q1 拨备覆盖率环比上升 5.39pcts 至 498.65%也
值得关注。
( 广发证券)

株洲国投和宜安科技是强强联合，协同效应明显。宜
安科技主业是铝合金、镁合金的精密压铸以及液态金属产
业化应用，株洲是个工业城市，重点发展通用航空产业、轨
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的三个支柱产业，定位是中国动力谷，
发动机、整车、整机都做，包括地铁、高铁，城铁都涉及，整体
讲就叫中国的动力谷。
株洲国投集团是株洲市的政府企业，作为产业发展商
定位的，在产业发展上有很多资源。宜安科技传统的铝合
金、镁合金的精密压铸在汽车的发动机、轨道交通的市场很
大，另外它的精密压铸在制造行业用于节能环保，应用于汽
车、高铁的轻量化。
宜安的液态金属除了应用于消费电子，在航天航空上
未来也大有前景。因为株洲三产业之一就是航空，是中国
中小航空发展基地，唯一一个生产研发基地。液态金属有
望在株洲形成突破。宜安科技目前的行业范围与主营业务
范围包括未来的开发方向与株洲产业的契合度比较高，所
以跟宜安合作是强强联合。
(方正证券)

◆古井贡酒：

◆万年青：

继口子窖业绩大超预期后，
古井贡酒业绩再超预期，
我们
推荐徽酒双寡头的核心逻辑之一是省内次高端产品进入爆发
增长期，
本土强势品牌充分受益，
公司盈利能力将显著提升。
站在大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棚改货币化、大城市人口回
流等因素正在加快提高三四线城市乃至县乡市场的居民购
买力，继续强调重视大众消费升级趋势的崛起。对于安徽
白酒市场，200 元以上价位的次高端产品已进入放量增长
期，产品结构加速升级将显著提升盈利能力，古井作为徽酒
龙头将充分受益。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随着价格带的上
移，渠道利润的逐步提高，若公司治理结构出现改善，未来
公司潜在利润弹性将更大。
（中泰证券）

降本增效区域回暖，盈利向好初现端倪，公司 2018
年一季报披露，公司营收 17.25 亿元，同增 48.79%，实现归
母净利 2.25 亿元，同增 3358%，受益于区域水泥价格快速
上涨。公司盈利向好态势已经确立，2018 年依然具备显
著的业绩弹性。
我们认为，经过本轮江西水泥价格的显著上涨，江西的
水泥价格将会大概率走出价格洼地，价格的上涨或高位维
持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主要因为区域内新增产能的影响
逐步消化、错峰措施有望逐步强化、省内水泥企业协同将趋
于增强。考虑到江西水泥价格的相对低基数，2018 年万年
青水泥业务的业绩弹性将会非常可观。
（天风证券）

利润持续超预期

P03

三亚市教育实业开发公司拟将所
持有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342000（叁拾肆万贰仟）股过户给黄元
公。若有异议者，请在一个月之内与
本公司或股权登记机构联系。
本公司电话：0898-88657891
股权登记机构电话：
0898-68581955
三亚市教育实业开发公司
2018 年 5 月 2 日

遗失声明
徐革（身份证号码：320202196710110024）持有
的北京理工中兴内部职工股 10000 股证券存
单遗失，编号：42501，声明作废。
徐革（身份证号码：320202196710110024）持有
的亚龙湾内部职工股 2200 股证券存单遗失，
编号：42506，声明作废。

华东水泥龙头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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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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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龙昆北路证券营业部
1、职位:业务总监
·40 岁以下;经济类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具有金融机构部门经理或项目经理3年以上的经历
·拥有一定的行业研究背景,在业内具备一定的渠
道、项目资源
2、职位:资深业务经理
·35 岁以下;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5 年

聘

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熟悉包括债券承销、资产管理、投资
研究和风险投资业务
·在业内具备一定的渠道、项目资源
以上人员托管资产或者创造业务收入标准根
据市场变化情况每年年初由公司下达。应聘者其
他条件特别优秀，学历和年龄可适当放宽。

请应聘人员邮寄个人简历、
生活彩照、
身份证及相关证书复印件至海口市龙昆北路 15 号中航大厦海通
证券办公室（邮编：
571325），
或发邮件至电子邮箱：
xc1533@htsec.com 咨询电话：66705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