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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风格指数 
名称   日涨跌%  周涨跌%  年涨跌%

海通大盘指数 

海通综指  -1.54 2.49 -23.12
海通六成  -1.45 1.97 -25.58
海通风格指数 
大盘 100  -1.53  1.36  -26.86 
小盘 200  -1.50  4.06  -5.74 
海通Ｇ股  -1.58  3.41  -24.00
表现最好前五行业 
非金属  0.89  7.48  -25.80 
综合行业  -0.23  3.70  -17.64 
汽车汽配  -0.41  7.91  -24.80 
食品指数  -0.52  3.75  -15.08 
通讯服务  -0.61  2.04  -24.86
表现最差前五行业 
房地产  -3.33  3.26 -27.41 
家电器具  -3.05  3.98 -22.45 
有色金属  -2.74  2.45 -28.66 
钢铁指数  -2.48  1.96 -37.08 
石油然气  -2.09  3.13 -23.56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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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财经要闻 

 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一、推进征地补偿新标准

实施，确保补偿费用落实到位；二、采取多元安置途径，保障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三、

做好征地中农民住房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居住问题；四、规范征地程

序，提高征地工作透明度；五、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征地管理 

点评：虽然具体执行情况有待观察，但国土资源部的通知至少表明了决策层对房地

产调控的态度，回应了之前关于放松房地产调控的传闻。我们认为，虽然存在经济增速

下行的风险，但“调结构”的基调不会动摇。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经济增速低于容忍

底限的可能性比较小；其次，否定调结构重回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只会酝酿更大的危机。 

 美国 5 月份贸易逆差升至 423 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5 月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

增长 4.8%，达到 423 亿美元，为 2008 年 11 月以来最高水平。 

点评：美国 5 月份贸易逆差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 390 亿美元，美元相对于欧元

的升值是逆差增加的原因之一。由于债务危机导致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产生担忧，今年

以来欧元对美元持续贬值，削弱了美国出口商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5 月份美国对欧

盟贸易逆差大幅上升 7.5%，至 62 亿美元。但逆差更多源自美国经济结构，危机后市场

预期的美国降低消费、增加出口并没有显著呈现，美国经济仍在原有模式中，探寻新的

可持续增长路径任重道远。 

 国际能源机构说 2011 年世界原油需求呈不平衡态势 

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在 13 日公布的石油月报中说，2011 年世界原油需求

呈现不平衡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原油需求将继续下降，而经合组织以外的

国家和地区需求则将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世界原油需求整体上升。 

点评：金融危机以后，新能源产业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对以石油为代表的

传统能源行业产生一定影响。然而由于新能源的商用门槛较高以及各国经济发展所处阶

段不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支撑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我们甚至认为，新能源商用门槛如

果一直不降的话，传统能源价格可能面临重估。 

[其他财经要闻] 

1、发改委拟严厉处罚市场价格异动期价格违法行为； 

2、上海银监局回应传言：各银行执行房贷政策情况良好； 

3、食用农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回落。 

（宏观分析师 刘铁军） 

市场动态 
 股指趋势性下行风险下降 

受有关部委澄清楼市调控放松市场传闻、中国证监会否认新股 IPO 暂停传闻等因素

的影响，周二 A 股市场出现下跌行情，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份指数当日收盘跌幅双双



                                         

 
 

  

 

每日早报·最新研究与资讯 2

接近 1.6%，当日成交金额合计约 1270 亿元人民币，较上一个交易日成交水平相比萎缩

近 20%。盘面显示，尽管周二 A 股只要股指收盘跌幅均较大，但截止当日收盘，两市并

没有出现以跌停板价格收盘的非 ST 股票，与此同时，当日两市共有 17 只非 ST 股票以

涨停板价格收盘，显示消息面的再度偏空，并没有对市场信心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后市趋势，由于农行即将于本周四正式挂牌上市，且我国今年上半年主要宏观

经济指标数据将于本月中旬时间段陆续公布，这将可能对短期市场预期产生较显著潜在

影响，因此，不排除短期市场再度出现低位振荡行情的可能性，但总体而言，我们维持

市场仍处筑底格局的判断，且股指趋势性下行风险已下降，而上行的潜在机会则正逐步

增加。 

（策略分析师 张冬云） 

行业公司 
 中国和阿根廷签署 100 亿美元铁路合作协议分析 

据新浪财经消息，中国和阿根廷 7 月 13 日签署了 100 亿美元的铁路合作协议。阿

根廷负责交通事务的官员 Juan Pablo Schiavi 称，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将在未来

2-5 年内分别投资于阿根廷 10 个铁路项目，包括铁路线以及相关设施建设。其中包括首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耗资 25 亿美元的铁路改造项目。 

点评：我们认为该消息表示中国铁道部利用投资带动中国铁路设备出口的努力始终

在进行。此前铁道部成立了中美、中俄、中巴、中沙、中委、中缅、中吉乌、中波、中

印等境外合作项目协调组，组织国内有关企业开拓境外铁路工程承包和装备出口市场，

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若消息属实，启动较晚的中阿项目进展

更为迅速。 

中国南车在 2010 年前与国际业务有优势的国内银团屡签巨额银企战略协议，中国北

车于 4 月 14 日又与中国银行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获得高达 300 亿元人民币的授

信支持。我们预计多次的银团贷款授信是南北车在出口业务等方面开始进行准备的信号，

中国和阿根廷政府所签协议估计作为意向性协议的可能性大，但是双方正式合作的前奏

曲，建议投资者关注未来我国铁路移动设备出口业务带来的机会。 

（机械行业核心分析师 龙华） 

 中国北车（601299，增持）签订三项重大合同 

中国北车今日公告中标三项重大合同：1、全资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

限公司、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中标铁道部 390 台、220 台大功率交流传动六轴

7200kw 电力机车订单，价值约 90 亿元人民币。2、全资子公司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

限责任公司与大连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11.55 亿元人民币的

1.5KW 风力发电机销售合同，2011 年完成交付。3、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与重庆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6.25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2011 年 7 月 31 日完成交付。 

上述项目中标价或合同价合计金额约 107.8 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北车 2009 年主

营业务收入的 26.62%。 

点评：本次招标系中技公司受铁道部委托承办的 1200 台大功率交流传动六轴

7200kW 电力机车采购项目，4 月 14 日合格投标人购买标书，5 月 11 日正式投标，同车

公司、株机公司、连车公司，作为投标人递交了投标文件。本次中国北车的中标公告证

明该次招标的评标已完成。本次招标连车公司中标 390 台，同车公司中标 220 台，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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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株机公司中标 590 台。按 610 台中标量合同价值约 90 亿元可以计算出每台机车的单

价约为 1475 万元（含税），中国北车合计中标 610 台，中标金额约 90 亿元，中国南车

合计应中标 590 台，中标金额约 87 亿元。双方基本秉承了铁道部均分市场的历史格局，

我们预计该项目 2010 年起即开始交货。由于北车和南车 7200KW 和谐型大功率电力机

车在手订单已所剩无几，铁道部再次招标势在必行，因此本次订单已在我们对本年的预

期范围内。 

另外，中国北车还签订了风力发电机 11.55 亿元订单和地铁车辆 6.25 亿元订单，均

将在 2011 年交付，上述合同的签订属于公司正常签订合同范围，体现了公司一贯的优势

经营领域和可预见的合同金额。 

我们对中国北车 2010-2011 年的盈利预测为 0.22 和 0.33 元，维持增持评级。 

（机械行业核心分析师 龙华） 

 江铃汽车上半年业绩 1.21 元，略超预期 

公司发布业绩快报，快报显示上半年公司销售汽车 8.84 万辆，同比增长 66%，实现

营业收入 76.7 亿元，同比增长 62.5%，实现净利润 10.4 亿元，同比增长 140.8%。 

点评：销量大幅增长及成本下降带来的毛利率提升是本期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

要原因。虽然受经济减速影响，公司下半年整车销量环比有可能会略有下滑，但我们仍

然看好公司推出的新款 suv 在 2011 年的表现，我们预期公司 2010、2011 年的 EPS 为

1.85 元和 2.18 元，维持对公司的“买入”评级。 

（汽车行业分析师 赵晨曦） 

 一汽轿车、一汽夏利通告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一汽轿车和一汽夏利发布公告称，为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遵照国务院的有关政策精神，一汽集团进行主业重组改制，作为主发

起人，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一汽集团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作为其主业资产的一部分出资到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点评：一汽集团整体上市的信息在市场流传已久，目前已进入了实质性收官阶段，

但从已经公布的信息看，我们还很难判断整体上市方案到底是在 A 股借壳实现整体上市

还是在港股通过 IPO 方式进行，投资者仍需谨慎。 

（汽车行业分析师 赵晨曦） 

 洪都航空（600316）：定向增发完成，维持“增持”评级 

公司完成定向增发，以 26.58 元向大股东中航工业、洪都集团以及华宝信托、西藏

投资、中海基金、华泰资管、上海证券、兴业全球基金、太平资管等机构发行约 9540
万股，募集资金约 25.36 亿元。 

本次募资金额中约 5.76 亿元用于收购洪都集团飞机业务及相关资产，7.89 亿元用于

出口型 L15 高级教练机批生产能力建设技术改造项目，3.04 亿元用于国外航空产品转包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3.29 亿元用于喷气式高端公务机研制项目，1.36 亿元用于 N5B 型
农林多用途飞机批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与洪都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基本得到解决，同时公司将申

办《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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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增发后股本计算，我们预计公司 2010 年 EPS 为 0.66 元，对应动态 PE 在 58 倍

左右。尽管估值过高，但考虑到 2011 年 L-15“猎鹰”批量生产的可能性、中航电测（公司

持股 11%左右）上市后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投资性收益、中航防务公司下防务资产注入公

司的可能性，我们看好公司未来前景，维持“增持”评级。 

（机械行业分析师 方维） 

近期重点报告摘要 
 长园集团_深度报告(买入,首次) 

（张浩 2010 年 7 月 13 日） 

热缩、电网设备、电保龙头。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专业从事

热缩材料、电网设备、电路保护元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目前公司在国内厂商中稳居

热缩材料、电力电缆附件、高分子 PTC 行业第一，变电站微机五防行业第二。公司基于

技术和行业地位优势，在巩固行业龙头地位的同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已形成热

缩材料、电网设备、电路保护元件三大业务并重，股权投资增厚业绩并推动主营业务发

展的格局。 

公司股票合理价值区间为 19.28-21.90 元。我们预测公司 2010-2012 年的每股收益

将达到 0.52 元、0.68 元、0.84 元。根据海通证券研究所 DCF 估值模型和 PE 相对估值

方法，参考可比公司估值水平，考虑公司参股已上市公司光迅科技与和而泰，综合得出

该公司每股内在价值 19.28-21.90 元。 

 农业银行_新股报告(暂不评级) 

（佘闵华 2010 年 7 月 13 日） 

农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地位独特，不可或缺，在目前的环境下其清晰的定位有助于

在城市和县域两个市场形成竞争力。作为一家业务纵贯城乡，并在城市与县域两个市场

均占据主流地位的大型商业银行，农行选择整体上市，一方面是体现了国家对于三农问

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管理层对于三农业务具有充分的信心。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中西部建设渐入佳境，新农村建设已经

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作为能够全面服务与我国经济各个层面的大型国有

银行，农行定位于城市地区的主流银行和县域地区的领导银行，在两个市场上都具有独

特的竞争优势。 

零售和对公业务基础坚实，实力雄厚并有巨大潜力。以客户数量衡量，农行是中国

最大的零售银行。以个人存款为主的存款结构，使得农行获得了稳定增长的资金来源。

近年来零售业务的潜力正逐步显现，不仅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在信用卡，代理保险等

新兴业务上也取得了市场的领先地位。农行的公司业务同样有着十分雄厚的基础，与其

他大型银行相比，农行贷款更偏向于周期性行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贷款的比重高于其

他大型银行，但实际承担的风险因其业务的地域分布十分均衡而得到分散。 

资产结构偏向于债券，贷存比有上升空间，县域业务贡献了低成本的存款，资产质

量正逐步接近平均水平。农行整体的资产配置偏向于债券等低风险资产，上市后资本充

足率进一步提高，未来适当提高贷存比有利于公司息差和盈利能力的提升。县域地区的

存款占比高带来了较低的存款成本，但随着县域金融的竞争加剧，未来这种情况可能发

生变化。依托客户和网点优势，农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有较大提升空间。农行传统的中间

业务基础良好，近年来投行等新兴业务的发展也获得很大成功。农行资产质量预计可以

逐步接近大型银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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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及估值。我们预测公司 2010 年—2012 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可达 29%,
资产收益率水平将逐步提高。结合可比公司的相对估值水平以及 DDM 法绝对估值结果来

看，农行的合理价格区间在 2.80 元至 3.30 元。  

主要的风险因素。经济复苏遭遇挫折，资产质量恶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明显收

紧；行业竞争压力加大；三农业务对于大银行的挑战。 

 智云股份_新股报告（建议申购） 

（龙华、舒灏 2010 年 7 月 13 日） 

投资建议：公司主营业务为成套自动化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以技术为

依托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发行人提供的设计产品囊括了自动检测设备、自动装配

设备、清洗过滤设备、物流搬运设备及切削加工设备等五大类。公司产品可广泛用于汽

车、铁路、电子、化工、医疗等多个领域，目前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汽车工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由于公司产品技术

含量较高。行业壁垒较高。公司整体毛利率维持较高水平，我们预计未来汽车行业仍将

保持稳步发展。国内 70%的市场份额由外资品牌占据，公司未来进口替代空间较大。 

公司 2010 年到 2012 年预计 EPS 为 0.64 元、0.78 元、0.91 元。综合考虑公司未来

成长空间及最近创业板新股的发行情况，我们认为智云股份二级市场合理估值为相对

2010 年 35 倍市盈率，合理股价为 22.40 元，考虑到创业板一级市场的市盈率情况，我

们建议的询价区间为相对 2010 年 28-32 倍市盈率，即 17.92 元-20.48 元。 

 中铁二局_跟踪报告 

（江孔亮、蒲世林 2010 年 7 月 13 日） 

事件。公司今日发布 2010 年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5000 万元左右，折合每股收益 0.31 元左

右，比上年同期增长 60%左右。2010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铁

路施工收入因受国家投资影响，2010 年上半年增幅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且部分铁路项

目取得了工程变更收入，铁路施工毛利率提高所致。 

铁路施工毛利率提升符合预期。公司 2009 年铁路施工毛利率为 6.13%，同比下滑

2.31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为由于公司中标的铁路项目大多属于高速铁路，受施工技术及

地质条件影响，导致项目概算调整（工程重大变更及材料调差）存在滞后性。此次部分

铁路项目取得的工程变更收入弥补了之前的“损失”，使得铁路施工毛利率回归正常水平，

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预计随着后续其他项目变更收入的获取，毛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具

有可持续性。 

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10、2011 年施工收入仍能保持增长，且假

设由于概算调整铁路施工毛利率有回升的趋势。另外假设成都房地产市场能够保持平稳，

受房地产调控的影响不至于太大。由于我们对公司地产业务的预测本身就比较谨慎，所

以我们仍然维持此前的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10-2011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0.76 元和 0.94
元（暂不考虑配股摊薄）。2010 年每股收益中，房地产业务贡献约 0.22 元，物资销售贡

献约 0.05 元，施工及其他贡献约 0.49 元。我们给予公司施工业务 2010 年 15 倍 PE。
虽然房地产调控对地产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且目前地产蓝筹股 2010 年市盈率普遍在

12-13 倍，考虑到公司地产业务由于基数较小带来的高成长性以及公司一级带二级开发

的优势，我们给予地产业务 15 倍 PE 水平。给予物资销售业务 18 倍 PE。维持公司“买

入”评级，6 个月目标价 11.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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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周报_跟踪报告 

（吴先兴 鋆、徐益  2010 年 7 月 13 日） 

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齐头并进 中小盘基金表现抢眼 

市场触底回稳，中小盘股反弹幅度较大。上周股指触底回稳，市场有所企稳，上证

综指全周上涨 3.69%，报收于 2470.92；深证成指全周上涨 6.38％，报收于 9816.84。
板块表现方面，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的影响，西部开发

板块相关个股得到了资金的追捧。媒体报道工信部起草的“支持行业兼并重组”政策已上报

国务院，将主要从金融、财税、资源配给三方面支持大型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并且涉及

的产业新增了建材产业，受此刺激建材板块、资源板块全周表现强势。在中报披露期，

业绩预增类个股成为了近期市场的亮点，高增长高送配的个股表现火爆。受银行再融资

的影响，银行股整体承压，另外保险股受到不利传闻的影响，因此导致金融板块上周表

现较弱。 

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平均业绩表现相差较小，中小盘基金表现良好。金融地产等权

重股本身虽然具备一定的估值优势，但行业负面影响仍在，因此上周表现相对仍较为落

后，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成为上周市场的热点，相对权重板块而言涨幅较大。影响基金

业绩的因素主要是配置因素和仓位因素，多数指数基金对金融地产等权重板块配置较重，

重仓板块涨幅虽然不及股指涨幅但较高的仓位弥补了行业表现的弱势。主动型基金虽然

权重板块的配置不高但由于整体仓位也较低，因而其业绩表现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市场上

涨的推动作用，导致了两者上周表现相差不大。中小盘个股是上周市场的热点，上周中

小盘基金表现相对较好。 

重配全球的 QDII 基金表现领先。上周美国股市强劲反弹，道富银行发布利好的盈利

预测数据，以及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较好，使股市从低位大幅反弹。港股方面，受美股

和 A 股双双反弹的刺激，恒生指数也一改前期的颓势，但涨幅不及道琼斯指数和上证指

数。QDII 基金上周平均净值上涨 1.50%，重配全球的基金表现相对较好，新成立的基金

由于仓位较低而表现落后。 

央行继续净投放资金缓解资金压力，债券型基金表现较为平稳。上周央行在公开市

场净投放 1550 亿元，央行已经连续七周在公开市场进行净投放操作，有效缓解了市场资

金压力。券市场整体表现较为平稳，为债基业绩的稳定表现奠定了基础。 

下半年经济增长放缓成为主流观点，市场震荡后的走势存在分歧。从已公布的部分

基金公司下半年策略报告来看，对下半年经济不乐观的态度成为了基金公司的主流观点，

众多基金公司一致认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减缓，进入到一个回落期。对于下半年市场的

流动性状况，各家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流动性较为偏紧。对于市场行情的研判，各家

基金都认为下半年的行情震荡仍将加剧，但对于市场运行的方向各家基金公司的观点却

略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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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推荐买入个股一览 
每股收益（元） 

股票名称 代码 股价（元） 
2010E 2011E 2012E 

长园集团 600525 14.47 0.52 0.68 0.84 

晋亿实业 601002 7.61 0.30 0.40 0.53 

康芝药业 300086 50.41 1.50 2.05 2.72 

中鼎股份 000887 15.16 0.75 0.97  

广博股份 002103 7.05 0.37 0.47 0.61 

中银绒业 000982 14.52 0.48 0.75 1.10 

招商地产 000024 16.41 1.31 1.78 - 

回天胶业 300041 60.80 1.13 1.59 2.34 

乐普医疗 300003 26.13 1.10 1.67 2.55 

杰瑞股份 002353 80.00 2.42 3.47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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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全球金融市场表现一览(数据截止至 2010 年 7 月 14 日 8 点 00 分，数据来源：Bloomberg) 

  

    
周边主要股市 收盘 涨跌(%) 汇率市场 比例 日涨跌

(%) 月涨跌(%) 年涨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 10363.02 1.436 欧元兑美元 1.2721 -0.0236 4.0913 -8.9275 

S&P500 1095.34 1.538 美元兑日元 88.81 -0.0788 3.1190 5.2809 

NASDAQ 2242.03 1.986 英镑兑美元 1.5195 0.1186 3.0798 -6.8306 

香港恒生指数 20431.06 -0.178 

 

美元兑港币 7.7736 -0.0129 0.2303 -0.2997 

日经 225 指数 9537.23 -0.114  美元兑人民币 6.7723 0.0103 0.8225 0.8948 

富时 100 指数 5271.02 2.013 12 月 RMB-NDF 6.6605 -0.0075 1.1561 2.0794 

H 股指数 11622.61 -0.435 石油市场 价格($) 日涨跌
(%) 月涨跌(%) 年涨跌(%) 

韩国 KOSPI 指数 1735.08 0.059 纽约石油 77.25 0.13 2.84 29.79 

台湾综合指数 7597.42 -0.551 布仑特石油 75.93 3.31 2.06 26.51 

   迪拜石油 72.38 -0.19 -2.68 18.56 

A 股市场 收盘 涨跌(%) 新加坡燃料油 440 -0.45 -0.06 15.64 

上证综合指数 2450.285 -1.623 金属市场 价格($) 日涨跌
(%) 月涨跌(%) 年涨跌(%) 

沪深 300 指数 2634.593 -1.555 LME 铜 6,685 0.83 3.18 36.57 

上证 180 指数 5702.157 -1.621 LME 铝 1,995 1.22 2.57 27.80 

   LME 锌 1,865 0.51 7.18 29.51 

美国债券市场 收益率(%) 涨跌(Bp) LME 锡 18,000 2.71 8.76 46.34 

6 个月票据 0.1959 0.71 LME 镍 19,550 1.82 0.03 32.72 

2 年期国债 0.6732 0.81 LME 铅 1,825 2.30 9.28 17.36 

5 年期国债 1.9048 1 黄金 1,211.95 -0.03 -0.76 30.92 

10 年期国债 3.1262 0.54 白银 18.27 0.14 0.25 41.41 

   农产品 价格($) 日涨跌
(%) 月涨跌(%) 年涨跌(%) 

国内债券市场 收盘 涨跌(%) 芝加哥小麦 533.5 -0.420 18.162 -10.298 

国债指数 126.0768 0.009 芝加哥大豆 1030.5 -0.121 8.904 11.647 

企业债指数 141.77 0.063 芝加哥玉米 366.25 -0.136 3.534 -2.916 

   纽约 2#棉花 74.65 1.165 -5.435 7.938 

   纽约 11#糖 17.17 0.409 8.396 -2.609 

   其他 收盘 日涨跌
(%) 月涨跌(%) 年涨跌(%) 

   

 

波罗的海干散货 1790 -2.72 -45.56 -39.83 

 



                                         

 
 

  

 

每日早报·最新研究与资讯 9

信息披露 
 
 

公司评级、行业评级及相关定义 
 

我们的评级制度要求分析师将其研究范围中的公司或行业进行评级，这些评级代表分析师根据历史基本面及估值对研究对象的投资前景

的看法。每一种评级的含义分别为： 
公司评级 
买入：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15%以上；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卖出：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低于-15%。  
行业评级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5%以下。 
 

免责条款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资料，海通证券研究所力求准确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据此投资，

责任自负。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

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海通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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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

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海通证券研究所授权许可，任何引用、转载以及向第三方传播的行为均可能

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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