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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及策略分析 

本周策略：资金回补或促市场短期反弹（周喜） 

国庆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周的 A 股市场依旧疲弱不堪，截止 9 月 30 日收盘，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分别收于

2395.33 点和 0292.33 点，较前一交易周分别回落 3.04%和 2.33%，当周两市共成交 5021.9 亿元，较前一交

易周萎缩超过 15%。行业层面，23个申万一级行业均以下跌报收，其中餐饮旅游、农林牧渔、化工、纺织服

装和电子元器件跌幅居前。风格层面，中小板综合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的估值溢价继续回落，由前一周

的 2.86 倍回落至 2.74倍。 

 

就本周而言，国内因素依然是主导 A股市场走势的关键所在。首先，在国内经济方面，尽管 PMI指数的反弹

表明经济活力得以回升，但是远低于历史同期水平的回升幅度则更值得注意，我们认为回升乏力的终端需求

依然压制着我国制造业活力，并将导致国内经济增速的继续回落；其次，将于本周末发布的通胀数据同样引

人关注，考虑到居高不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9 月份的 CPI 同比数据仍将维持高位，并继续压制货币政策的

放松空间，加之考虑到大盘股回归对市场资金的抽离作用，A 股市场估值的整体提升空间依然不大。于是就

中期而言，我们再度重申四季度策略报告中的观点，认为 A股市场仍将运行在震荡探底的过程之中，三季报

发布将成为四季度初 A股市场所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特别是部分高估值个股将因其不佳的业绩增速而承受

较大的调整风险；但是，考虑到上周后半段外围市场的反弹以及国庆节前避险资金的回流，市场短期存在反

弹可能。 

 

就操作而言，我们认为在估值提升空间不大且业绩增长承压的情况下，有效地保证资金安全依然是关键所在，

市场的短期反弹并不支持投资者的大举进攻，仓位控制依然重要；同时在标的选择时，“估值现状的合理性”

和“业绩增长的稳定性”依然是重要标准。具体而言，除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生物医药等防御类品种仍值

得关注外，与消费性投资相关的标的同样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如通信设备等行业；此外，建议投资者自下

而上地从三季度预增个股中挖掘符合“低估值、稳增长”的个股。 

 

10 月第二周宏观经济周报（周喜 岳安时） 

中国经济 

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2%，环比回升 0.3个百分点，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上仍保持增长，

同时经济趋稳态势进一步增强。我们预计 9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将达到 13.2%的水平，三季度 GDP增速为 9.2%，

四季度为 9.1%，全年经济增长无大碍。但 PMI指数亦反应了当前存在的风险——外需不确定性加大以及国内

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愈加恶化。 

物价方面，商务部监测的 9月第四周食用农产品价格显示，除蔬菜价格外，食用农产品价格涨幅出现全面回

落，但仍维持小幅上涨态势。由于生猪出栏量增多，猪肉价格有所下降，同时猪粮比已于近期开始高位回落。

鸡蛋、食用油等食品涨幅均已开始趋缓，对比来看，9月份四周各项食用农产品的环比涨幅整体上已经超过 8

月同期，考虑到非食品类价格由于季节因素仍有上涨的可能，因此我们维持之前的判断 9月 CPI同比达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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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国际经济 

美国：9月美国制造业 PMI回升至 51.6%的水平，但从库存的检测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仍将下滑，

美国 9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为 10.3万，大幅高于市场预期，但单月挑战者企业裁员创 2009年 4月来新高，

同时失业率仍徘徊于 9.1%的高位，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实体

经济的疲软将从根本上制约就业市场的持续好转，四季度美国经济很可能将继续维持弱增长格局。 

欧洲：欧元区 9 月制造业 PMI 指数终值为 48.5%，8 月零售销售环比回落 0.3%，整体经济情况仍不容乐观，

其经济下滑的势头并未出现好转迹象。10月 6日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宣布维持基准利率 1.5%不变，我们认为，

欧元区经济在债务危机的裹挟下，四季度复苏状况仍将持续疲软，当前欧洲地区通胀水平或已达顶部区域，

未来随着通胀压力的下行，年末至明年一季度欧洲央行仍有可能采取降息的行动。欧债危机方面，目前新的

一轮下调债务评级的风潮正在席卷欧洲，同时银行业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德克夏已经倒下，欧洲银行业

风险正在与日俱增。虽然欧债危机整体上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其解决之路任重而道远，在巨额的到期债

务面前，欧元区经济复苏预计很难有实质性起色，而短期内需密切关注的是欧洲银行系统风险是否进一步升

级以及希腊救助新一轮援助贷款能够顺利发放。 

 

分析师报告要点 

10 月第二周餐饮旅游行业周报——中性（周君） 

行业信息概览 

国庆期间各大景区再迎游客高潮 

北京传统景区人满为患 休闲养生旅游焕活力 

黄金周淅沥小雨 湖南游客游兴浓 

“尼格”袭来 海南旅游遇冷 

股票池回顾 

9月末最后一周，餐饮旅游行业股票池平均下跌 5.49%，跑赢申万餐饮旅游行业指数 2.29 个百分点。具体到

个股，北京旅游 29日停牌，30日发布公告称收到房屋建筑物腾退补偿款 1200余万元，不日或将开盘。中国

国旅上周受行业整体影响下跌 7.41%，但我们考虑到冬季是海南的旅游旺季，中国国旅旗下的海南免税商店

或超速发展。但考虑到其前期涨幅较大，不建议投资者盲目买入。 

本周观点 

10月 5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近日宣布下调意大利长期主权债务评级。穆迪在声明中将意大利

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三级，从之前的 Aa2调至 A2。欧债前景不明朗，10月份或爆发黑天鹅事件。9月份最

后一周旅游股补跌，印证了前几期周报猜想。“覆巢之下无完卵”虽然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总体行业数据喜人，

但是对于继续走低的大盘餐饮旅游板块逆势上扬的概率很小。所以，十月第二周我们建议谨慎的投资者持币

观望，待政策性利好出台或持续加速大跌之后再言抄底也不迟。本周推荐休闲旅游题材个股北京旅游和海南

免税题材个股中国国旅。本周维持行业评级为中性，核心股票池不变。 

http://www.cnr.cn/china/ygxw/201110/t20111006_5085809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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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是挑选便宜股票的好时机——煤炭行业 2011 年四季度投资策略——看好（任宪功） 

投资要点： 

宏观方面：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在第四季度继续放缓是大概率事件，美国经济将继续维持弱增长格局，欧元区

经济增长前景恐将继续恶化；我们认为四季度国内经济保持较高增长仍无太大问题。进入四季度以后，由于

翘尾因素开始快速下降，CPI降幅会有所加大，但降幅仍不将及管理层预期； 

流动性方面：总体来看，近几个月流动性有所趋紧；国际上，短期仍将是全球多数央行的政策观察期，但四

季度全球通胀压力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缓解，这增加发达国家采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国内来看，我们预计紧

缩基调短期不变，政策放松或继续收紧的可能性都不大，四季度可能仍将以观察期为主； 

煤炭下游方面：预计 4季度火电发电量仍保持较高增速；钢铁行业 4季度将延续消费旺季； 4季度是华东、

华南等地区水泥需求的旺季；化肥行业 4季度行业景气度将会有所回升； 

库存方面：综合来看，虽然生产地煤炭库存较为充裕、电力企业库存适中，但是中转地库存下降明显，且冬

季储煤的提前，预计会对煤炭价格形成较强支撑； 

产量方面：根据煤炭运销协会数据，2011年 1-8月全国原煤产量 24.61亿吨，同比增长 14.1%，今年以来煤

炭产量保持了较高增速； 

进出口方面：前 8月累计净进口 9347万吨，同比下降 0.23%；我们预计 4季度进口煤炭量会继续保持高位，

全年进口量预计在 1.7亿吨左右； 

价格回顾及预期：前三个季度国内生产地、中转地动力煤价格同比涨幅均在 10%以上，生产地涨幅高于中转

地涨幅；澳大利亚 BJ动力煤 FOB价同比涨幅接近 30%；太原地区炼焦煤价格涨幅较小，而临汾地区、唐山地

区以及西山煤电的炼焦煤价格涨幅基本都在 10%左右；无烟煤和喷吹煤价格同比均大幅上涨；焦炭价格同比

均小幅上涨。我们预计今年四季度来水继续明显偏少的概率较大、保障房建设高峰期预计会延续至 12月、冬

储煤的提前到来，以及冬季煤炭消费旺季的临近，我们认为 4季度动力煤价格保持高位运行并有所上涨的概

率较大；但是 4季度动力煤价格的同比升幅将会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 2010年 10月份起煤炭价格大幅上涨，

基数提高；由于炼焦煤的稀缺性以及四季度仍为钢铁消费的旺季，我们预计炼焦煤价格仍具上涨动力； 

估值：截至 9月 30日，SW煤炭开采Ⅱ市盈率(TTM,整体法)为 15.44倍，自 2000年以来的平均值为 28.85倍；

市净率(MRQ，整体法)为 2.96倍，自 2000年以来的平均值为 3.75倍。总体来看，煤炭板块估值不高； 

行业评级：综合煤炭下游行业需求、库存以及价格预期等方面因素，可以看出，煤炭行业的基本面仍较为良

好，煤炭价格仍有上涨预期，煤炭企业盈利能力仍较强，但是受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面临增速

下滑、国内经济增速回落、国内通胀高位运行并导致紧缩政策短期难以缓解等等各方面负面预期的影响，煤

炭板块随大盘整体调整，我们认为当各种悲观预期集中爆发、未来充满强烈的不确定性时，往往也是估值调

整的最为充分的时候，目前煤炭板块估值已距历史低点不远，我们认为，4 季度是价值投资者挑选便宜股票

的好时机。我们维持行业“看好”评级; 

股票推荐：通过积极收购国内外煤炭资源、不断提高煤炭产能的兖州煤业；未来成长性明确的优质无烟煤生

产企业昊华能源；资产注入预期强烈、无烟喷吹煤龙头企业阳泉煤业；成长性良好的、受益于稀缺煤种保护

性开采的焦煤龙头企业西山煤电；资产注入预期强烈、具有较高管理及技术水平的烟煤喷吹煤生产企业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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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能。 

 

计算机行业 2011 年第 4 季度投资策略——看淡（崔健） 

国内计算机整机产量增速恢复到高速发展水平，而全球第二季度 PC发货量只增长 2.7%，由于平均价格下降，

整机制造行业在产量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收入仅取得平稳增长，利润总额增速虽然较快但呈现增速下降的

趋势。从计算机各子行业收入和利润增幅来看，计算机硬件行业呈现从景气高点下滑的态势。 

 

二季度以来软件行业收入增速呈现攀升的趋势，国内信息化投入的增速有所加快，从而有效带动了软件行业

的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在各子行业中保持领先的增速，行业维持服务化的趋势，服务业务的比重逐月提

升。在政府采购国产软件的带动下，软件产品的增速以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的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

而促进了行业整体的发展。 

 

2011 年上半年，渤海计算机板块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 17.72%，其中硬件板块同比下降

6.39%；软件板块同比增长 33.6%；网络板块同比增长 27.09%。沪深 3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

长 23.12%。与沪深 300相比，计算机板块受硬件板块拖累，净利润增幅相对较低；软件板块净利润增幅则相

对较好，这也使得该板块在二季度走势相对较强。与我们的预期相比，硬件板块业绩大幅低于预期，软件板

块业绩则略低于预期，网络板块业绩略低于预期，由此看来硬件板块未来调整的压力更大。 

 

沪深 300估值水平已经创出历史的新低，整体几乎跌无可跌。如果股市保持这种低迷态势，沪深 300的跌幅

将有限，而游资逐渐逃离的计算机板块的调整幅度将超过大盘；当国内外利空出尽或出现利好消息时，沪深

300 将会迎来反弹，由于跌幅较大其反弹力度也将超过计算机板块。因此，我们维持对计算机硬件、软件、

网络板块“看淡”的投资评级。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利空消息接踵而至的情况下，A 股市场的投资功能正在丧失。从短期来看，A

股市场惟有依靠自身的力量才能恢复“升机”，那么 A股市场惟有跌出市场的底部才能实现“绝地反击”。预

计四季度将在本轮下跌后出现先反弹后盘整的行情，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反弹，我们扩大股票池规模。四季

度股票池我们保留东华软件、天源迪科、海隆软件并维持“推荐”评级，调入东软载波和威创股份，维持对

东软载波“强烈推荐”、威创股份“推荐”的投资评级。 

 

《被动选择下，关注白马股的反弹》。商业零售行业第四季度投资策略——中性（陈慧） 

投资要点： 

� 概率统计上，四季度零售行业获得绝对正收益的概率低。 

我们统计了 2003-2010 年第四季度零售和沪深 300 的涨跌幅，发现零售行业在第四季度获得绝对正收益的概

率低；获得相对正收益的概率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其中 10 月份零售取得绝对和相对收益的概率都很低，11 月

份零售跑赢沪深 300的概率最大，绝对正收益的概率也很大。而 12 月份，由于来年 1 季度的消费旺季，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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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取得绝对正收益的概率较大。 

� 行业数据上，消费旺季来临和三季报为阶段行情蓄势 

已有的消费市场现状指标保持平稳，尚未见到好转迹象。但是消费市场的驱动指标显现拐点，表现为物价水

平的回落和消费预期指数上涨。我们预期的是，随着高通胀回落至正常水平，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缓慢上升，

实际消费增速的上升，弥补价格指数的下降，使得名义消费增速保持平稳上升的势头。 

对于商品品类来讲，通胀面临向下拐点，如果食品价格出现回落，对超市是利空。黄金及黄金饰品的销售与

价格有很大的正相关性。金饰品零售价已经出现年内首次下调，基于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和婚庆高峰期的度过，

黄金饰品销售将进入淡季，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将减弱。而家电销售与房地产成交量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

目前房地产成交清淡，房地产政策尚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家电下乡政策即将在各地陆续到期。我们对家电连

锁企业的投资保持谨慎态度。 

中报显示行业成长性不错，行业在中报披露期也取得较好市场表现，中秋等假日销售数据奠定了三季报基础。

三季报是关注重点。 

� 估值上优势并不突出，投资风格看，零售可能先抑后扬。 

行业自身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溢价率处于历史高位，估值优势已不突出。投资风格跟政策预期有关。如果“欧

债危机”失控,加速国内经济下行，紧缩政策提前有所松动的话，大盘反弹，零售行业可能会跟随大盘上涨，

但绝不是反弹先锋。如果年内政策重点依然倾向于治理房价、物价，放松预期落空的话，投资者的关注点将

还得围绕业绩。在此情况下，需求不振和通胀回落的共同作用会令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存在明显的下滑风险，

投资者的关注焦点已经逐步由前三季度对估值的担忧转向了对上市公司业绩增速的担忧；在此情形下，零售

行业因其业绩稳定性还可能获得阶段性超过大盘的相对正收益。不过这是被动的选择，绝对收益仍然不容乐

观。 

� 行业评级：中性，关注反弹和低价 

四季度虽是行业旺季，但是行业相对大盘的溢价率较高，估值上的安全性并不明显。此外，根据我们之前的

统计，四季度零售行业获得累计正收益的概率很低。获得相对沪深 300 的超额累计正收益的概率也不大。因

此我们给予行业“中性”评级。 

我们觉得业绩股的调整已有些时日，加上三季报因素，如果大盘反弹，业绩股存在反弹需求。第四季度重点

关注业绩股的超跌反弹。同时，加入几只低价股作为配臵用以平衡。 

具体股票池是：天虹商场、王府井、合肥百货、步步高、兰州民百。 

  

房地产四季度投资策略要点——中性评级（易华强 肜光） 

1、经济存下滑风险，货币政策难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持续 

从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货币政策来看，短期都不容乐观，欧美经济形势不明，我国投资与出口

增速都有较大的下滑风险，在通胀将保持高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放松，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是大概率

事件。 

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处于关键时期，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房价近期环比开始停涨，效果初显，若政策放

松，房地产调控有前功尽弃的风险，从政府抑制房产泡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来看，未来半年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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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放松，行业政策宽松的环境难以再现。 

2、行业增速将下降，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可能下滑 

从行业基本面来看，因惯性的作用，房地产投资增速仍保持高位，销售仍稳定增长，但从供给与需求来看，

供求关系逐步扭转，房价上涨预期逐步改变，未来投资增速将下滑，房价明显下降之前，成交将维持弱势，

未来行业整体增速堪忧。 

从上市公司情况来看，库存高企，现金流比较紧张，资金压力增大，部分高杠杆公司将面临一定风险。未来

若房价跌幅较大，上市公司利润将受到较大影响。 

3、静待政策和市场转机，给予房地产行业中性投资评级 

当前局部地区房价开始下降，但成交量并未放大，仍然处于行业调整的初始阶段。我们认为只有当房价下降

至一定程度，成交量开始回升，行业投资机会的拐点才会显现。虽然房地产估值水平较低，但考虑未来行业

增速趋缓，将来行业低估值将成为常态。综合考虑行业估值水平，我们给予房地产行业中性投资评级。行业

的投资机会有待于政策和市场的转机。 

4、推荐公司 

我们采取至下而上的选股思路，行业调整期我们更看好具有规模优势、资金优势的大型房企，一方面抗风险

能力强，另一方面在资金优势下有更多的收购和扩张机会。个股推荐为保利地产、招商地产、首开股份和华

侨城 A。 

风险因素主要为经济整体下滑风险。 

 

电子行业四季度策略——中性评级（陈志峰） 

点评： 

 半导体销售额增长缓慢  半导体设备出货达到历史高位 

1-8 月份全球半导体实现总营收同比增长 4.91%，2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额同比增长 31%，相比 1季度增

长-1%；订单方面，订单总额同比增长-8%，相比 1季度增长-3%。半导体销售总额增长缓慢，下游设备出货额

和订单额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同比增长开始出现负增长。销售额增长缓慢表示需求疲软，设备订单出货达到

历史高点，表示产能扩张相当充分，供过于求的局面将逐步显现。 

 芯片库存处在历史高位  库存化压力较大 

2011年二季度全球半导体库存天数为 81.5天相比一季度 80.3天增长了 1.49%。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62%。

库存水平整体维持在历史高位。由于下游需求疲软，芯片库存压力较大。 

 PCB 运行基本平稳   铜价下降缓解成本压力 

8月份北美印刷电路板硬板 BB值为 1.00，印刷电路板软板 BB值为 1.14，继 5月份后连续 3个月高于 1。PCB

板出货量同比增长情况来看，硬板从 10年 4月份开始就出货量同比增长就持续下滑，软板增长态势比较好，

同比增长保持着整体震荡向上的态势。8 月份相比 7 月份，硬板、软板的同比下滑幅度收窄。长期来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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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同比增速方面软板震荡向上，硬板震荡回落的整体趋势仍将不会改变。铜的期货结算价格年初至今降幅

达 22.71%，铜价下降有利于缓解成本压力。 

 价格下行  显示器件生存压力较大 

8 月份，FPD 设备 BB 值为 1.32，订单额同比增长了 22.8%，出货额同比下滑了 22.5%；今年 1-8 月份订单总

额为 2587.9亿日元，出货总额为 2043.77亿日元，整体还是供不应求的状况，相比去年 1-8月份（订单 2572.85

亿元，出货 2450.54 亿元）订单微幅增长，出货下滑比较明显。LCD 面板价格方面在 8 月份又出现了普遍下

调，降幅在 1-6美元之间，价格下行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压力。 

 LED 价格持续下滑  企业生存压力大  

LED 价格持续下滑，降幅较大的依然是高功率 LED，单季度跌幅达 16%和 12%。其次是电视上的背光源用 LED

价格下降幅度也很大，单季度降幅达 12%。40W 灯价格降幅在 4%左右。照明市场还未启动，企业生存压力较

大。 

 触底反弹  难言反转 

由于紧缩政策短期难言松动，我们判断四季度将以小幅反弹为主，但是反转仍需要等待内外环境稳定，在反弹

中我们认为，中小板和创业板反弹势头可能更为迅猛一些。在个股推荐方面，我们选择英唐智控，看好未来的

智能豆腐机的市场前景；福星晓程，看好海外项目盈利和发展模式；欧菲光，未来业绩成长性和公司自身的业

绩拐点。给予英唐智控推荐评级，给予福星晓程、欧菲光强烈推荐评级。 

 

行业动态跟踪与点评 

黄金周销售数据点评（陈慧） 

 2011 年“十一”黄金周节日市场商品丰富，供应充足，消费活动精彩纷呈，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商

务部 7 日发布的监测显示，10 月 1 日至 7 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为 6962 亿元左

右，比 2010年“十一”黄金周增长 17.5%。(2010年十一：5925亿元，同比增长 18.7%)今年比去年的增速有

所回落。 

消费市场的特点是： 

1）促销活动丰富多彩 市场销售明显增长 

“十一”期间，云南、天津、陕西、河北重点企业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7%、26.5%、25%和 24.8%，甘肃、河

南、山东、山西、黑龙江同比涨幅也在两成左右。 

2）市场消费亮点纷呈 重点商品全面热销 

黄金周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在各类促销活动带动下，金银珠宝、家用电器、通讯器材、秋

冬服饰、家居建材等商品全面热销。 

3）服务与创新引领市场 餐饮消费异常火爆 

 贴心化服务和创新性产品成为黄金周餐饮住宿企业的主打牌，商家紧紧抓住居民的消费特点，在顾客服务

质量、产品花样上下工夫，主题宴、美食节、特色餐等推动了餐饮市场的火爆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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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国庆黄金周市场销售增长 17.6％，与去年同期上海世博会期间国庆销售高增长的 24.4%相比，增

速回落了 6.8个百分点。 

北京 121家重点商业服务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 59.3亿元，增长 13.1%。 

 

金融工程研究 

国庆期间欧美市场普遍反弹——市场估值统计周报（11.9.26~11.10.7）（何翔） 

节前一周 A股继续下跌，当前全部 A股静态市盈率水平为 15.89倍，TTM市盈率为 14.25倍，下降 3.52%。

上证 50估值降 1.43%，降幅相对较小，创业板估值降 5.87%，降幅相对较大。 

节前一周几乎全部行业估值下降。仅采掘估值微涨。农林牧渔、餐饮旅游、综合、电子元器件、纺织服

装等跌幅较大，金融服务、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等行业估值降幅相对较小。 

恒生 A-H股溢价指数由 127.26微升至 127.59，当前仅有 5支股票 AH溢价为负。 

近两周海外市场先抑后扬，大都有所反弹。近两周道琼斯工业指数涨 3.08%，纳斯达克指数跌 0.16%，德

国法兰克福 DAX指数涨 9.22%，日本日经 225指数涨 0.53%，恒生指数涨 0.22%。节假日期间这一周，道琼斯

工业指数涨 1.74%，纳斯达克指数涨 2.65%，德国法兰克福 DAX指数涨 3.16%，日本日经 225指数跌 1.09%，

恒生指数涨 0.65%。近两周，A股相对于美股估值溢价由 8.53%降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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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股票池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EPS 

投资评级 评级变更 
2010A 2011E 

600658 电子城 0.63  1.05  推荐  

000415 *ST 汇通 0.01  0.58  强烈推荐  

300079 数码视讯 0.95 1.34  推荐  

002352 鼎泰新材 0.32  0.68  推荐  

600079 人福医药 0.46  0.66  推荐  

600594 益佰制药 0.55  0.75  推荐  

000786 北新建材 0.72  0.94  推荐  

601101 昊华能源 0.87  1.47  推荐  

002195 海隆软件 0.61  0.71  推荐  

注：昊华能源 10年 eps按最新股本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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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强烈推荐 未来 6 个月内绝对收益率＞50% 

推荐 未来 6 个月内绝对收益率＞30% 

持有 未来 6 个月内绝对收益率＞10% 

回避 未来 6 个月内绝对收益率＜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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