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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指数            （10 月 24 日） 

 收盘 涨跌 PE 

上证指数 2370.33  53.06  10.93 

深证综合指数 977.03  17.91  22.55 

沪深 300 指数 2576.67  68.79   

上证 50 1729.03  52.94  9.57 

深证成份指数 9957.62  260.41  10.71 

国债指数 130.26  0.01   

 

参考数据                （10 月 24 日） 

 最新 涨跌 PE 

香港恒生指数 18771.82  746.10   

香港国企指数 9717.65  497.92   

道琼斯 11913.62  104.83  

纳斯达克 2699.44 61.98  

人民币/美元 6.3549 -0.0079  

NYMEX 原油 91.27 3.87  

 

行业指数涨幅榜          （10 月 24 日） 

行业指数 收盘 涨跌 

电信服务 2278.57  5.45  

媒体 2127.52  5.31  

保险 565.93  4.5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行业指数跌幅榜          （10 月 24 日） 

行业指数 收盘 涨跌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

产设备 
863.93  0.51  

技术硬件与设备 1267.34  1.16  

软件与服务 1482.09  1.4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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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研究】 

 

 股指期货周报点评(10月 17日-21日) 

 汇丰 PMI 初值强劲回升 A 股先抑后扬 

 

【宏观政策】  

 

 市场风格的切换 

 

【行业分析】  

 

 光大证券、宏源证券和西南证券三季报业绩点评 

 

【公司点评】  

 

 

 美的电器（000527）：公司公布三季报 

 安泰科技（000969）公布 2011 年 3季度报告 

 潞安环能（601699）三季报点评 

 正海磁材（300224）公布 2011 年 3季度报告 

 新宙邦（300037）公布 2011年 3季度报告 

 三安光电高管增持点评 

 永太科技(002326)发布三季报 

【近期报告目录】  

  

 宋城股份（300144）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陈姗姗) 

 东方电气三季报点评：水电设备大增而风电设备大降(潘杭钧) 

 中原证券投资策略周刊（2011年第35期）研究报告(张刚) 

 中原证券20111037-点评报告-AA-华帝股份：三季度盈利能力

回归常态(胡铸强) 

 房地产市场2011年第10月报：楼市拐点由若隐若现到清晰明朗

(吴剑雄) 

 雏鹰农牧（002477）2011年三季报点评：生猪飙涨，业绩爆发

(杨澍) 

 房地产行业1-9月运行数据点评：行业拐点更加明朗化(吴剑

雄) 

 平高电气三季报点评：收入增长但盈利下降(潘杭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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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研究  

 

 

 

股指期货周报点评(10 月 17 日-21 日) 

 

    1. 一周现货市场综述: 

    沪深 300 指数一周持续回调，涨 1 跌 4，悉数回吐前周反弹成果，且周内再度创出年内调整新低。 

    截止周五收盘，沪深 300 指数收于 2507.88 点，周跌幅为 5.5%，这也是自去年 11 月 12 日以来的单周最大

跌幅。一周交投再现萎靡，重回地量水平，成交量与成交金额较前周降幅分别为 25.93%和 23.32%。 

    2. 一周期货市场综述: 

    受现货市场影响，股指期货四合约一周也全线下挫，均收出了一根长阴线。 

    截止周五收盘，主力合约收于 2521.2 点，跌幅为 5.19%；当月合约、下季合约和隔季合约跌幅分别为 5.23%、

5.17%和 5.3%。 

   由于 IF1111 合约成为新的主力合约，多空双方一周加速移仓，基本完成了在主力合约上的布局。 

    据中金所盘后公布的主力合约成交持仓数据显示，排名前 20 会员的成交总量一周增幅为 414%；持买单与

卖单总量一周增幅分别为 144%和 128%；前 20 名会员一周净持仓仍为净空单，一周增幅为 72%。多空持仓比

周五为 0.829，环比降幅为 9.2%，空强多弱的格局没有改变。 

    3. 后市展望: 

    期指一周收出长阴线，重心继续下移。周 K 线均线系统呈向下空头状态，弱势特征非常明显；而日 K 线再

次下穿 5 日和 10 日均线的同时，5 日均线也下穿 10 日均线，形成死叉，短期走势不容乐观，或有继续震荡下

探、再创新低的可能。 

    操作方面，由于技术上依旧为空头市场且盘面波动较大，在没有站稳 20 日均线前，不建议盲目抄底。对于

目前的点位，有空单可继续持有，注意及时止盈，设置好止损位，逢反弹短空为主。 

（邓淑斌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03 张川 电话：021-50588666-8138 ）  

 

 

汇丰 PMI 初值强劲回升 A 股先抑后扬 

 

信息： 

    影响市场的重大信息: 

    1、10 月汇丰 PMI 指数初值为 51.1，创 5 个月来最高。 

    2、周小川：中国 FDI 今年比较强劲，FDI 混杂部分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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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民日报：投资者对不公平现象不满，不仅要救市。 

    4、欧盟峰会开欧债救援三药方，或提再减记希腊债务方案。 

    5、首批基金三季报登场，基金巨头重仓股大变脸。 

    6、三大盘股 IPO 蓄势待发，“水淹 A 股”或仅是前奏。 

 

评论： 

    A 股市场走势综述: 

    周一 A 股市场先抑后扬、大幅反弹，外围股市走好以及汇丰 10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初值重返荣枯分 

界线之上，提振了市场的做多情绪，此外，发改委官员的表态也舒缓了投资者对于通胀的忧虑。上证指 

数收市报 2370.33 点，涨 2.29%；深证成指收市报 9957.62 点，涨 2.69%。深沪两市全日共成交 1150 亿 

元，较上一交易日明显放大。中小板指涨 1.92%，创业板指涨 1.19%。 

    从盘中热点来看，两市超过八成个股上涨。传媒娱乐、船舶制造、券商、保险等板块涨幅居前，多 

晶硅、航空航天、仪器仪表等行业涨幅相对较小。 

    后市研判: 

    汇丰控股周一公布 10 月份其编制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 51.1，重返荣枯分界 

线 50 上方，为过去 5 个月以来最高。外盘近期的良好表现刺激了周一亚太市场的大幅反弹，尤其是香港 

市场的大涨，极大刺激了 A 股投资者的做多热情。与此同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日前表示，8 月份以来， 

物价总水平涨幅开始回落，年内价格运行拐点特征已经得到确认，预计今年后两个月消费价格指数(CPI) 

可以控制在 5%以下，通胀预期正在稳健的回落。上述利好消息对于 A 股市场周一的大幅反弹起到了非常 

正面的刺激作用。经过上周的持续下跌之后，投资者对于可能陆续发行大盘股的利空消息已基本消化。 

    如果后市不再出台超出预期的大盘股发行消息，后市股指继续反弹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当前的 A 股市场 

依然较为脆弱，预计近期股指震荡的幅度将显著加大，建议投资者适当控制风险。考虑到 A 股市场的整体 

估值已处于历史低位的水平，未来股指即使回调，预计进一步大幅杀跌的空间应该也不会太大，建议 

投资者耐心等待底部信号的出现。 

    投资机会: 

    纵观近期 A 股市场的运行特征，我们认为券商、汽车、银行、煤炭以及保险等周期性行业明显较为 

抗跌，预计后市大盘一旦企稳反弹，上述行业可能存在较好的交易性投资机会，建议轻仓的投资者积极 

关注。对于仓位较重的投资者，建议以自己手中的持股为主，积极把握高抛低吸的机会降低持仓成本。 

另外，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行业的投资机会。 

(张刚   021-50588666-8100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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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格的切换 

 

    10 月汇丰 PMI 初值：51.1 

    1、10 月汇丰 PMI 初值 51.1，连续三个月回升，五个月最高; 

    2、从数据来看：与 2010 年相比较，经济增长明显回落;与 2008 年相比较，经济硬着陆风险似乎仍然没有

出现。 

    3、这是周一市场反弹的根本原因。 

    市场风格与 M1 周期： 

    1、2002 年-2004 年：大盘优于小盘;2006 年-2007 年，大盘优于小盘。前者市场整体下跌，被动的防御性;

后者市场整体上涨，主动的进攻性。 

    2、上述两次市场风格的切换与 M1 周期一致。不过，在 2009 年-2010 年的 M1 上升周期中，大盘股的相对

表现与历史经验并不一致。 

    第三轮 M1 上升周期中，市场风格异常的原因： 

    在第三轮 M1 上升周期中，制造、消费的表现远远好于周期、服务。在“区域振兴”、“新兴产业”概念叠

出之际，这意味着市场对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憧憬，以及对经济顺利转型的良好预期，这也可以解释大小盘风格

的异常。 

    市场风格有望切换： 

    1、我们认为股市反应经济，并反应经济背后的政治诉求，这是市场风格切换的源动力。从 M1 周期来看，

市场风格有望切换;从大小盘指数比值来看，市场风格有望切换;从“多杀多”的风险预期角度来看，市场风格

有望切换。 

    2、调结构：短期见效，市场上涨，低估值大盘股获取绝对收益; 短期难见效，市场盘整，低估值大盘股获

取相对收益。保增长：短期政策出台，市场上涨，低估值大盘股获取绝对收益;短期政策不出台，市场盘整，低

估值大盘股获取相对收益。无论如何，近期低估值的服务业与投资品，如金融、地产、钢铁、煤炭等行业投资

者应加以关注。 

（李俊 021-50588666-8109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12）  

 

 

 

 

 

 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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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分析  

 

 

光大证券、宏源证券和西南证券三季报业绩点评 

 

信息： 

    今日，光大证券、宏源证券和西南证券均公布了 2011 年三季报。2011 年 1-9 月，光大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35.20 亿元、同比增长 9.18%，净利润 13.75 亿元、同比减少 1.13%；宏源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18.74 亿元、同比

下滑 27.82%，净利润 6.80 亿元、同比减少 39.60%；西南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6.99 亿元、同比下滑 36.78%，净利

润 2.02 亿元、同比减少 49.94%。 

 

评论： 

    从业绩情况来看，3 家上市券商净利润均出现了下滑，其中：光大证券业绩下滑程度最小、小幅减少了 1.13%，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公司除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各项业务均稳步增长，夯实了业绩；宏源证券则是因为多项业

务收入均出现下滑，而西南证券则更多的是因为自营业务大幅亏损。 

    从具体业务情况看：经纪业务净收入均全线下滑，光大证券和宏源证券均因股基交易额和佣金率的双重下

滑，而西南证券股基交易额同比增长 3.74%，但佣金率同比大幅下滑 24.44%。投行业务净收入，除宏源证券外，

光大证券和西南证券均实现同比增长，主要是主承销金额同比有所增加，其中，西南证券、光大证券前三季度

分别主承销了 4 家 IPO/51.19 亿元、9 家 IPO./75.19 亿元，而去年同期 31.94 亿元、47.27 亿元，而宏源证券前

三季度主承销 3 家 IPO 项目、25.99 亿元，而去年同期 9 家 IPO 项目、105.37 亿元。 

    资管业务方面，光大证券资管净收入 5.31 亿元、同比增长 12.26%，西南证券资管净收入 0.3 亿元而去年同

期无该项收入，宏源证券资管净收入 0.26 亿元、同比减少 48%。 

    自营业务方面，3 家券商表现迥异，其中光大证券自营业务实现投资收益 0.73 亿元而去年同期亏损 0.01 亿

元，宏源证券自营投资收益 2.08 亿元、同比减少 68.72%，而西南证券自营投资收益由去年的盈利 2.04 亿元转

为亏损 3.47 亿元。 

    结合月度经营数据，我们认为券商前三季度业绩同比下滑基本已成定局。而基于 A 股市场反弹依然可期，

且券商板块近期消息偏正面，我们对券商板块近期走势维持“强于大势”的投资评级，对这 3 家券商维持此前

的“增持”评级。  

(谢佩洁   021-50588666-8025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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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点评  

 

美的电器（000527）：公司公布三季报 

 

信息： 

    公司公布三季报报。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8.78 亿元，同比增长 43.24%，实现净利润 28.79 亿

元，同比增长 9.59%，每股收益为 0.87 元；其中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98.41 亿元，同比增长 9.41%，实现净利

润 9.04 亿元，同比增长 1.69%，三季度每股收益为 0.27 元。 

 

评论： 

    营收增速大幅放缓。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8.41 亿元，同比增长 9.41%，增速较二季度大幅回落 25

个百分点。白电行业内销出货大幅放缓是营收放缓最主要原因，产业在线数据显示三季度，空调出货增速较二

季度下滑 22 个百分点至 16%；冰箱、洗衣机 7、8 月出货量也有不同曾度的下滑。 

    节能补贴终止至毛利率同比大幅提高。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20.87%，较去年同期提高 6.71 个百分

点。由于节能补贴与 2011 年 5 月底终止，行业内大部分企业均通过提高出厂价格以弥补节能补贴终止对公司盈

利的冲击，导致三季度主要空调生产商毛利率水平均有较大幅度提高。2010 年三季度，公司以节能补贴为主要

构成的营业外收入高达 13.65 亿元，但由于节能补贴公司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不能简单将该部分费用调回评

估 2010 年三季度毛利率水平。 

    销售费用率大幅提高。1-9 月，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75.97 亿元，同比增长 45.52%，公司公告称只要原因是

安装、运输等费用增加所致。其中三季度，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20.39 亿元，同比增长 21.74%，增速较二季度回

落 27 个百分点，显示公司三季度已开始加强费用控制，但由于营业收入增速下滑更快，公司销售费用率同比上

升 1.04 个百分点至 10.28%。 

    管理费用持续上涨。前三季度公司发生管理费用 21.89 亿元，同比增长 39.23%；其中三季度发生管理费用

7.21 亿元，同比增长 18.30%，管理费用率较去年同期提高 0.27 个百分点至 3.63%。 

    财务费用大幅飙升，但部分汇兑损失在投资收益中获得补偿。1-9 月，公司发生财务费用 7.51 亿元，同比

增长 169.65%，其中三季度公司财务费用支出为 3.12 亿元，同比增长 194.12%；公司公告称其主要原因为是汇

兑损益、票据贴现与银行利率上升所致。同期公司远期外汇套保实现投资收益 3.34 亿元，部分冲抵了人名币升

值对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 

    净利润率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率为 3.52%，较去年同期下降 1.24 个百分

点。为了排除节能补贴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净利润率或能更直观反映该阶段盈利能力波动。 

    维持公司“买入”的评级。我们预测公司 2011 年每股收益 1.07 元，2012 年每股收益 1.32 元，对应动态市

盈率分别为 12.41 倍和 10.06 倍，维持“买入”的投资评级。 

    风险提示：政策退出导致需求增速下降。 

(胡铸强   021-50588666-8023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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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000969）公布 2011 年 3 季度报告 

 

信息： 

    1、2011 年 7-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2 亿元，同比增长 35.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62%；基本每股收益 0.1134 元。 

    2、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29 亿元，同比增长 22.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 亿元，同比增长 52.71%；基本每股收益 0.2614 元。 

  

评论： 

    公司是国内综合性新材料供应商，主要包括超硬难熔材料、超细金属、功能材料以及生物医学材料等。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  

    三项费用分析：1、管理费用为 1.3 亿元，同比增长 48%，主要是研发费用和税费增加；2、财务费用同比

降低 76%，主要系难熔材料、非晶材料等项目收到政府贷款贴息资金 2111 万元。  

    未来关注四项重大产业建设项目及进展：一是投资 35224 万元建设“LED 半导体配套难熔材料制品产业化

项目” ；二是投资 20260 万元建设“高性能特种焊接材料产业化项目”； 三是投资 19787 万元建设“高性能纳

米晶超薄带及制品产业化项目”； 四是投资 10292 万元建设“高端粉末冶金制品产业化项目”。 

    维持公司 2011 年、2012 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0.38 元与 0.52 元，按 10 月 24 日 17.98 元收盘价计算，对应

的 PE 分别为 47 倍与 36 倍。目前估值水平较高，考虑新材料行业前景及公司地位，维持公司“增持”投资评

级。  

    风险提示：项目技术开发风险以及项目进展低于预期。 

（何卫江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50001 牟国洪 电话：021-50588666-8039 ）  

 

 

潞安环能（601699）三季报点评 

 

信息： 

    2011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91 亿元，同比增长 14.8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73

亿元，增长 25%；基本每股收益 1.25 元。 

 

评论：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比增加 8.31 亿元，主要原因是公司研发费、职工薪酬同比增加，以及报告期合并整合矿

井相应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4169.99 元，主要原因是三季度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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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毛利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三季度毛利率 40.14，同比增加了 4.33 个百分点。 

    资产注入预期仍在.截止 2010 年公司煤矿产能 3300 万吨，而集团母公司未注入上市公司的煤矿产能为 5000

万吨/年，集团尚有煤炭产能是上市公司煤炭产能的 1.52 倍。 

    若考虑到母公司未来负责整合山西的其他小煤矿产能 1590 万吨/年，则母公司潜在煤炭产能约是上市公司

煤炭产能的 2.00 倍。 

    维持 2011、2012 年 EPS 预测，分别为 1.81 和 2.00 元，按 10 月 24 日收盘价 22.00 元计算，对应 PE 分别

为 12 和 11 倍，给予“买入”投资评级。 

（潘杭钧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09 王志磊 电话：021-50588666-8026 ）  

 

 

正海磁材（300224）公布 2011 年 3 季度报告 

 

信息： 

    2011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业绩： 

    1、2011 年 7-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7 亿元，同比增长 102.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0 万元，同比增长 194.53%；基本每股收益 0.61 元。 

    2、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3 亿元，同比增长 77.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04

万元，同比增长 110.28%；基本每股收益 1.31 元。 

 

评论： 

    公司主营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及磁铁组件。 

    公司经营业绩超预期。主要原因是上游稀土价格上涨，公司产品价格提升所致，同时积极开拓汽车、变频

空调及海外市场。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1778%，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960.41 万元。 

    三项费用：1、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64.44%，主要系产品销量增加；2、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86.10%，加大研

发投入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研发用成本增长；3、财务费用同比大幅降低 142.68%，系募集资金到位后资产负

债率降低。 

    调高公司 2011 年与 2012 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1.60 元与 1.96 元，按 10 月 24 日 37.23 元收盘价计算，对应

的 PE 分别为 23 倍与 19 倍，维持公司“增持”投资评级。  

    风险提升：稀土价格大幅波动分析；四季度是公司产品销量淡季；下游产品替代风险。 

（何卫江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50001 牟国洪 电话：021-50588666-8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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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宙邦（300037）公布 2011 年 3 季度报告 

 

信息： 

    2011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业绩： 

    1、2011 年 7-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元，同比增长 45.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6

万元，同比增长 53.27%；基本每股收益 0.29 元。 

    2、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9 亿元，同比增长 42.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32

万元，同比增长 46.29%；基本每股收益 0.84 元。 

 

评论：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电容器化学品和锂电池化学品两大系列。 

    公司经营业绩符合预期。营收增长主要是公司产品销量增长所致，特别是新产品固态高分子化学品与超级

电容器化学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主要系新产品销售比重上升。 

    公司三项费用分析：一是财务费用支出 4696 万元，同比增长 101%，主要是研发投入和惠州募投项目开办

费用增加；二是财务费用为-503 万元，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 

    公司募投项预计 10 月底达产，未来重点关注南通与惠州项目的进展情况。 

    维持公司 2011 年、2012 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1.21 元与 1.61 元，按 10 月 24 日 37.42 元收盘价计算，对应

的 PE 分别为 31 倍与 23 倍，估值相对行业较为合理，维持公司“增持”投资评级。  

    风险提示：经济景气波动风险；市场系统风险；募投项目达产后的预期销售风险。 

（何卫江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50001 牟国洪 电话：021-50588666-8039 ）  

 

 

三安光电高管增持点评 

 

信息： 

    三安光电多名高管购买公司股票，包括董事、财务总监、副总 4 名高管共购入约 52.9 万股，占总股本 0.04%，

价格区间 11.7-11.9 元。 

评论： 

    从三季度报告来看，公司收入保持高增长。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 亿元，同比增长 83.78%，环比

增长 1.31%；产品毛利率为 45.68%，同比减少 3.8 个百分点，环比增加 12 个百分点，呈企稳回升态势；实现净

利润 1.3 亿元，同比增长 68.67%，环比减少 57.03%。 

    公司营业外收入占比依然较高，1-9 月营业外收入为 6.07 亿元，营业利润为 3.42 亿元，比例为 1.77：1。 

    公司 9 月公布投资上游蓝宝石衬底计划，积极布局全产业链。具体投资金额为投资 25 亿元，规划年产能

1200 万片 2 英寸衬底。该项目获当地政府大力扶持，在土建动工之后 5 日内，公司将获 3 亿元补贴，同时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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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采购 16 亿元 LED 路灯产品，每年采购 4 亿元。 

    公司布局 LED 全产业链，能够保证业绩快速增长；高管增持也形成短期利好。 

    投资建议：预测 11-12 年公司 EPS 为 0.55 元和 0.89 元，按昨日收盘价 11.9 元计算，对应 PE 分别为 21.64

倍和 13.37 倍，维持“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下游 LED 照明增速不及预期；补贴和政府采购结束后，净利润大幅下滑；竞争加剧，产品价格

下滑。 

（方夏虹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06 贾建虎 电话：021-50588666-8037 ） 

 

 

永太科技(002326)发布三季报 

 

信息： 

永太科技(002326)发布三季报，公司 7-9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2.26 亿元，同比增长 66.98%，实现净利润 0.15

亿元，同比增长 20.24%。第三季度毛利率 19.62%，连续第四季度回落，比上半年下降 7%，前三季度 EPS0.22

元。 

 

评论： 

    公司主营氟化工中间体，主要产品为液晶中间体和医药、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和液晶中间体是最主要

的利润和收入来源。 

    毛利率连续下滑，主要是原材料成长上涨以及低毛利的医药、农药中间体占收入比例上升的原因。公司的

液晶中间体面临产能瓶颈，销售收入增速近来逐步放缓。 

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均有明显下降。 

    募投项目即将全面投产。其中医药中间体用于西他列汀药物。该药品是治疗糖尿病的新型药物，2010 年占

据糖尿病市场 20%的市场份额。募投项目将公司产能由 30 吨/提升至 90 吨/年。公司与制造商签订了长期协定，

该产品未来的销售有保障。 

    TFT 液晶单体有望大幅提升公司业绩。TFT 液晶是液晶材料最主要的品种，公司由液晶中间体进入液晶单

体领域，产品售价和附加值都将大幅提升。该产品的明年有望实现 1 个亿的销售。 

    预计公司 2011-2012 年 EPS 分别为 0.36 元和 0.75 元。按 20 日收盘价 22.50 元计算，对应 PE 为 62.5 和 30

倍，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新项目达产的进度低于市场预期 

（李琳琳 执业证书编号：S0730511010010  顾敏豪 电话：021-50588666-8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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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至-10%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跌幅10%以上。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增持：    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15%； 

观望：    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5%； 

卖出：    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跌幅5%以上。 

 

重要声明                                                                            

本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负责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承诺：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保证报告信息来

源合法合规，报告撰写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 

 

免责条款                                                                            

 

本报告为研究员个人依据公开资料和调研信息撰写，本公司不对本报告所涉及的任何法律问题做任何保

证。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信

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

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本报告的版权仅为本

公司所有。 

 

转载条款                                                                            

 

刊载或者转发机构刊载转发本报告不得用于非法行为,必须注明报告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报告

的风险；非全文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必须保证报告观点的完整性，不得断章取义,由于部分刊载或者转发引起的

法律责任由刊载或者转发机构负责；刊载转发本报告用于特殊用途的应当与公司或者研究所取得联系，双方签

订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