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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是各大上市公司年报和一季报
的集中披露期。由于去年疫情影响之下
基数较低，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预
期会有所下调，相对一季报的业绩增速
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市场有望出现小幅
反弹。

数据宝统计了截至4月2日，天风证
券、国金证券、兴业证券等共32家券商发
布的 4 月金股组合。数据显示，32 家券
商合计推荐了261只4月金股，20只金股
获3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分行业来看，银
行和计算机各有 3 只个股上榜，数量最
多；电气设备、公用事业、化工、食品饮料
和休闲服务均有2只个股获券商推荐。

个股来看，环保概念瀚蓝环境获6家
券商一致推荐；贵州茅台获5家券商一致
推荐；万科A、五粮液、兴业银行、中国巨
石、中国中免获4家券商一致推荐。

在获 3 家及以上机构推荐的 20 只 4
月金股中，以大盘股居多。最新市值超
千亿的个股有 14 只，占比七成。4 月金
股包含贵州茅台和五粮液2只万亿市值
俱乐部成员，宁德时代、中国中免、万华
化学、隆基股份等大白马股也赫然在列。

从行情走势来看，这 20 只金股 3 月
股价平均下跌 4.21%，跑输同期大盘(-
1.91%)。不少行业龙头首当其冲地受到
3月市场整体影响。瀚蓝环境股价单月

上涨9.57%，位居榜首；长江电力和宋城
演艺3月股价涨幅超过6%；而几家龙头
股，万华化学、三一重工和隆基股份，当
月股价均跌超15%。

综合年度业绩和估值水平来看，8股
在2020年度业绩预增的同时，滚动市盈
率不足 30 倍。瀚蓝环境 2020 年度实现
归母净利润 10.57 亿，同比增长 15.87%，
最新市值达到 215.58 亿，滚动市盈率为
20.39倍。安信证券认为，公司作为固废
龙头经营稳健，业绩符合预期。坚定执
行“大固废”战略，项目拓展积极。现金
流表现良好，推进运营管理数字化，公司
业绩有望进一步提升。

此外，从股价回撤幅度来看，最新价
较年内高点回撤超15%的低估值股票有
5只，分别是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太阳纸
业、三一重工和中国巨石。隆基股份、三
一重工、中国巨石和金山办公4股在业绩
亮眼的同时，股价回撤幅度均超过29%。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3月券商金股
表现趋弱。3月大盘整体表现不佳，市场
结构进一步分化的大背景下，各大券商3
月的金股组合集体走出了一波一蹶不振
的行情。不仅没有金股组合实现正收
益，反而还有不少组合的跌幅远超大
盘。 （数据宝）

券商四月金股出炉

转向大盘股 重点看20只

统计显示，剔除掉今年年内上市的
新股，与上期(3 月 20 日)的股东户数相
比，有158只股票的股东户数下降；其中
股东户数降幅超一成的有13只。

股东户数降幅最多的是招商港口，
截至 3 月 31 日最新股东户数为 2.14 万
户，较3月20日下降34.65%，筹码集中以
来该股累计上涨1.62%。业绩方面，公司
年报显示，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19 亿元，同比增长 4.08%；归母净利
润 20.65 亿元，同比下降 28.74%，年报推
10派现金红利3.80元(含税)。

其次是国投中鲁，截至 3 月 31 日最
新股东户数为 1.84 万户，较 3 月 20 日下
降 21.61%，筹码集中以来该股累计上涨
1.37%，业绩方面由盈转亏，公司2020年
归母净利润亏损约 1.18 亿元，同比下降
3382.35%。

筹码连续3期趋于集中(2月28日、3月
10日、3月20日、3月31日)下降的有28只。

这28只股中有14只连续3期累积下
降幅度超 5%，降幅居前的是力星股份、
华昌化工、电连技术、富瀚微、兴瑞科技
等，5 股筹码下降幅度超过 10%，其中力
星 股 份 筹 码 累 积 下 降 幅 度 最 大 ，为
29.71%。筹码集中以来(3 月 1 日-4 月 2

日)，这 5 只筹码下降幅度超过 10%的股
票，力星股份、华昌化工、电连技术、富瀚
微和兴瑞科技的股价涨跌幅分别为
20.33% 、- 1.09% 、42.37% 、13.67% 和
9.14%。

上述 28 只筹码连续集中股中有 21

股发布了2020年业绩情况，按照年报、快
报、预告净利润下限计算，有 17 股 2020
年实现盈利，11股业绩实现增长。

净利润最高的是永高股份，公司发
布的快报显示，2020 年净利润为 7.79 亿
元，同比去年增长51.56%，公司表示，疫

情之下公司管道销售仍保持了稳健的增
长，太阳能业务持续向好；此外，全年主
营业务成本同比2019年下降明显，且信
用减值准备有所减少。净利润居前的还
有恒邦股份、京北方、电连技术等。

以业绩增幅来看，5只股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 50%，分别是京北方、雷赛职
能、力星股份、永高股份和电连技术。

其中京北方的业绩增幅最大，公司
披露的快报显示，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22.93亿元，同比增长35.9%；净利润2.76
亿元，同比增长57.98%。同时，公司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化力度，在持续
深耕核心客户的同时，扩展中小银行、泛
金融、非金融等客户领域。报告期内，以
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客户需求旺盛，公
司在手订单充足。

雷 赛 职 能 的 净 利 润 增 幅 同 样 为
57.98%，公司预告业绩预增，净利润约1.7
亿 元 ~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7.98% ~
95.15% 公司交流伺服系统和总线控制
产品在报告期内实现快速增长，公司产
品及解决方案在 5G、半导体、光伏等新
兴行业成功应用，同时在3C、雕刻、喷印
等传统行业快速复苏，产品毛利率较上
年同期有所提高。 （数据宝）

最新筹码集中股来了！28股连续3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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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323 瀚蓝环境 215.58 20.39 9.57 15.88 -3.18

600519 贵州茅台 27159.00 58.16 -5.36 13.33 -17.73

000002 万科A 3382.94 8.40 -9.37 6.80 -13.29

000858 五粮液 11045.50 56.92 -4.29 14.00 -20.33

601166 兴业银行 4857.01 7.29 -2.39 1.15 -16.71

600176 中国巨石 685.05 28.35 -14.48 13.49 -31.94

601888 中国中免 6511.51 106.45 -0.59 32.14 -17.41

601128 常熟银行 203.92 11.31 1.33 1.01 -12.47

688208 道通科技 335.52 77.48 -7.70 32.44 -12.28

600660 福耀玻璃 1158.80 46.41 -2.68 -10.27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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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30 科大讯飞 1081.00 108.12 0.25 50.00 -15.83

600309 万华化学 3500.82 34.86 -19.27 -0.87 -25.76

688111 金山办公 1556.29 177.23 -3.57 119.22 -35.20

601012 隆基股份 3436.84 42.16 -15.76 59.09 -29.27

300750 宁德时代 7743.17 173.89 -0.02 -21.79

000001 平安银行 4172.27 14.42 2.95 2.60 -15.05

600031 三一重工 2992.74 19.39 -16.93 37.70 -29.88

300144 宋城演艺 564.25 277.32 6.40 -230.62 -6.34

002078 太阳纸业 411.55 20.89 -10.93 -9.55 -27.91

600900 长江电力 4803.08 18.25 8.56 22.15 -3.87

获多家券商推荐4月金股数据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