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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会纪要 

2012 年 4 月 6日 星期五 

【今日焦点】  

 预调微调发令枪响 多项政策措施待出。温家宝日前在广西、福建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

他明确表示，要根据形势变化尽快出台预调微调措施，同时做好政策准备，留有相应的政策空

间。市场普遍猜测，为了调节流动性，二季度央行仍会延续一季度灵活的公开市场操作，不排

除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证监会正积极筹建全国性场外市场。全国性场外市场建设已列为今年重点工作；挂牌企业纳入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挂牌企业可突破股东 200 人限制；市场扩容将分两步走，先园区后扩至

全国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未来满足条件的挂牌公司或可直接向交易所申请上市 

【重要财经信息】  

 证监会：新批 500 亿 RQFII 专用于投资 A 股 ETF。中国证监会基金部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新

批复的 500 亿元 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专门用于发行人民币 A股 ETF 产品，

投资于 A 股指数成分股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因此不受 RQFII 试点办法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限

制。 

 3 月汇丰服务业 PMI 微跌 就业增速创 38 个月新低。汇丰昨日公布数据显示，3 月份汇丰中国服

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53.3%，较 2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就业增速为 38 个

月以来最低，但经营信心升至 11 个月来高点。数据表明，中国服务业经营活动随着新接订单增

长而进一步扩张，但这一数据仍低于 56.7%的历史平均水平。 

 上交所再推重要举措服务基金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4 月 6 日）正式发布《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管理公司运营风险管理业务指引》。这是上交所在今年 3 月发布《交

易所交易基金运行的一站式服务指南》后，作出的又一项服务基金市场的重要举措。上述指引

明确了基金管理公司开展交易所交易基金业务应具备的人员和系统配置，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加

强相应的内控制度建设，重点规范了交易所交易基金运作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同时，指引还

从持有人利益出发，要求基金管理人做好风险揭示和投资者教育工作。 

 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有望拓宽。监管层力挺之下，农业保险覆盖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宽，在实现“量

的跨越”同时，完成“质的转变”。 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农业保险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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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逐步改变与农业生产和农民需求不相适应的局面，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下一阶段，要力争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环境明显优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中小企业私募债制度框架基本确定实行备案制 先试点再推开。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昨日透

露，中小企业私募债相关制度框架已基本确定，交易所正在着手起草《证券公司开展中小企业

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对发行人资质条件、备案材料要求、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等做出明

确规定。按照目前构想，中小企业私募债将不设发行行政许可，而采用向交易所备案方式；试

点初期发行人限于部分中小企业较为集中地域的企业；为控制风险将实施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制度；同时，考虑建议承销商引导发行人在同期贷款利率 3 倍以内的区间定价；投融资双

方在契约设计方面可以灵活确定、自主协商。 

【行业要闻】  

 3 月全国楼市 平添一丝暖意。从中国指数研究院获悉，3 月份全国被监测的 40 个城市中，33

个城市成交面积出现环比上涨。其中，受房企增加供应、积极促销，加之首套房贷利率回调等

多重因素影响，十大重点城市的刚需集中释放，成交量环比均有所上涨。 

 刘铁男：一揽子能源规划即将出台。国家能源局已经相继正式印发了《能源科技“十二五”规

划》、《煤层气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以及《煤炭工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四个能源规划。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刘铁男曾表示，电力、炼油、

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规划等相关规划，经国家能源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即将颁布实施。 

 “十二五”我国将新建机场 70 座。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昨日在“2012 国际航空油料大

会暨展览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民航已经具备了由大向强的跨越式发展条件，“十二五”期

间，中国民用航空将修建机场 70 座，预计到 2015 年，中国民航运输机场数量将达到 230 个以

上，运输飞机包括通用航空飞机将达到 4000 架以上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按季预拨。财政部正式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提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原则上实行按季预拨、年终清算。对接入电网系统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实行按距离远近和上网电量给予补贴：50 公里以内每千瓦时 1 分钱，50-100 公

里每千瓦时 2 分钱，100 公里及以上每千瓦时 3分钱。 

 前两月医药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前两月医药产业实现产值 2342.7 亿元，同比增长 21.4%，增幅

较去年全年下降 7.1 个百分点，但仍维持较高水平。值得关注的是，从前两月的情况来看，中

国医药产业投资的高增长态势不改。受国家实施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因素影响，

医药产业投资继续高速增长，累计完成投资 182.2 亿元，同比增长 44.4%，高出制造业 19.7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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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消费促进月启动 家电企业主打绿色消费。昨日从中国家电协会获悉，按照《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开展 2012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的通知》要求，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将开展全国“绿色

家电消费行活动”，组织全国家电制造及零售企业参与，活动时间为 4 月 2 日至 5 月 4 日。根

据通知要求，“全国消费促进月”将包括畅想品牌展、信用消费惠、网络放心购、绿色消费行、

餐饮美食汇五大活动内容。目前，家电厂商及零售企业已经纷纷发力，力争通过“全国消费促

进月”放大消费效应 

【全球视野】 

 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4.61 点，收于 13,060.14 点，跌幅为 0.11%；

纳斯达克(微博)综合指数上涨 12.41 点，收于 3,080.50 点，涨幅为 0.40%；标准普尔 500 指数

下跌 0.89 点，收于 1,398.07 点，跌幅为 0.06%。 

 欧洲股市股指微涨。伦敦股市《金融时报》１００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５日小幅回升，报收于

５７２３．６７点，比前一交易日上涨１９．９点，涨幅为０．３５％。法国巴黎股市ＣＡＣ

４０指数以３３１９．８１点报收，比前一交易日上涨６．３４点，涨幅为０．１９％。德国

法兰克福股市ＤＡＸ指数收于６７７５．２６点，比前一交易日下跌８．８点，跌幅为０．１

３％。。 

 亚太主要股票市场涨跌不一。东京日经 225 指数下跌 52.38 点，跌幅 0.53%，韩国 KOSPI 指数

上涨 10.16 点，微涨 0.5%，澳大利亚标普 200 指数下跌 14.02 点，跌幅 0.32%。 

 国际金价和油价小幅反弹。由于前一交易日大跌促使部分投资者开始在低点建仓，支撑５日黄

金期价小幅反弹。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６月合约收于每盎司１６３

０．１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１６美元，涨幅为１％。纽约商品交易所５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期货价格上涨１．８４美元，收于每桶１０３．３１美元，涨幅为１．８１％。。 

【山西证券视点】 

 走势回顾：今日两市平开，环保、电力板块活跃，11 点之后券商板块大幅拉升，沪指突破 5日

线。午后，工程机械、云计算、酿酒板块走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 2302.24 点，涨 39.45

点或 1.74%；深证成指报收 9709.03 点，涨 298.77 点或 3.17%，两市全天成交 1363.4 亿元。创

业板指收于 697.75 点，上涨 2.83%。截至收盘，中福实业等 38 支个股涨停，无个股跌停。从

行业板块上看，食品饮料、建筑建材、有色金属涨幅居前，金融服务、公用事业涨幅较小。从

风格上看，高市净率指数、绩优股指数涨幅居前，低价股指数、低市净率指数涨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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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焦点：据上海证券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西、福建等地调研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

行情况总体是好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在合理水平，国民经济运行继

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同时，也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密切关注经济运行

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政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策略建议：假日期间海外市场多数收阴，今日 A 股市场被多重利好包围，股指持续上升，行业

全部收阳，沪指勉强站上 2300 点。我们认为，股指今日的上涨更多的是连续多日收阴的超跌反

弹，沪指重回布林通道。临近 2300 点，压力可想而知，建议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轻仓投资者进行

短线操作，把握板块的轮动节奏，重点关注量能变化。对于谨慎的投资者，建议沪指站上布林

线中轨后再操作。（山西证券研究所：刘丽） 

【资金流向监控】 

 市场资金流向：周四沪深两市合计净流入资金 61.83 亿元。其中，1346 家上市公司资金净流入，

924 家上市公司资金净流出。 

 个股资金流向：周四五资金净流入排名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包钢稀土、海通证券、海螺水泥、

中信证券、中联重科。资金净流出排名前五位的个股分别为：维维股份、鼎立股份、登海种业、

精功科技、安徽合力。 

 行业资金流向：周四五资金净流入最多五个行业为：金融服务、有色金属、建筑建材、房地产、

食品饮料。资金净流出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综合、农林牧渔、信息设备、餐饮旅游、纺织

服装。 

【山西经济动态】  

 今年万元 GDP 能耗预计同比下降 3.5%。目前我省已制定了 2012 年全省节能工作要点。今年我

省万元 GDP 能耗预计同比下降 3.5%，省千家企业要完成 450 万吨标煤的节能量。今年我省要强

化万元 GDP 能耗考核指标，落实奖惩制度，将大型宾馆、商场等也纳入节能目标考核体系中。

对未达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的省千家企业和大型宾馆、学校等实行“一票否决”制。 

 世行提供一亿美元政府拿出等额配套 长治市两亿美元打造城市绿色交通。3 月 22 日，长治市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改善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项目正式获准。世界银行提供 1 亿美元贷款，长治

拿出同等数额政府配套资金，全面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打造城市绿色交通。这是国内为数不多

获准此项贷款的城市，也是我省惟一获准此项贷款的城市。它的全面实施，将为我国通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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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规划与交通管理、降低交通出行的人均能源消耗和 “碳气排量”，最终实现城市交通

对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成功范例。 

 我省医改今年重点实现三方面新突破。城镇居民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240 元。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住院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86%、73%和 75%。城镇居民医保和新

农合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分别不低于 15 万元和 10 万元。 

【山西证券股票池动态】 

 600900 长江电力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 3 月 31 日，由于长江来水较上年同期减少 8.21%，

公司第一季度总发电量约 152.62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 6.68%。 

 四方股份：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216,661,454.99 元，同比增减 41.18%，

每股收益 0.54 元，同比增减 12.5%。 

 风神股份：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234,102,085.32 元，同比增减 53.38%，

每股收益 0.624 元，同比增减 53.32%。 

 太原刚玉：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2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66%-89%。 

 广发证券：关于获准在陕西省咸阳市等地设立 5 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复，获准在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等地各设立 1 家证券营业部。 

 佛山照明：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闲渡假邨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2012 年 4 月

5 日，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富湾山水休

闲渡假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酒店业相关的土地、房地产、物业等资产及完成

增资所需要的现金资产增资到全资子公司佛山高明富湾山水渡假村有限公司。 

 辽通化工：2012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2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7.09% - 59.54%。由于报告期内原油价格上涨，炼化分公司生产消耗成本增加和聚烯烃产品市

场持续低迷，整个石化行业盈利能力下降，公司预计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大幅下滑 57.09% - 

59.54%。敬请投资者注意回避其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 

 保利地产：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6,530,945,957.44 元，同比增减 32.74%，

每股收益 1.10 元，同比增减 32.53%。 

 国电南自：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229,435,043.45 元，同比增减 71.98%，

每股收益 0.36 元，同比增减 56.52%。 

http://ggjd.cnstock.com/list_c600900_d2012-04-06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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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航运：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151,877,238.14 元，同比增减-55.32%，

每股收益 0.09 元，同比增减-62.50%。 

 南京新百：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83,390,792.44 元，同比增减 15.00%，

每股收益 0.23 元，同比增减 15%。 

 浙报传媒：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218,078,429.04 元，同比增减 4.27%，

每股收益 0.66 元，同比增减-12.00%。 

 酒 鬼 酒：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司预计 2012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约 430%-470%。 

 中水渔业：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2011 年实现净利润 61,792,470.28 元，同比增减 23.5%，

每股收益 0.19 元，同比增减 18.75%。 

 江铃汽车：2012 年 3 月产、销快讯。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产、销快讯数据具体

见正文。 

 远 望 谷：关于获批成立中国 RFID 产业联盟（深圳）综合检测中心的公告。深圳市远望谷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无线射频识别产业联盟《关于同意成立中国 RFID 产业联盟

（深圳）综合检测中心的回复》，同意授权公司 RFID 检测实验室作为中国 RFID 产业联盟（深

圳）综合测试中心。 

 抚顺特钢 （600399）4 月 5 日晚间公布 2011 年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4.1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2.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3 万元，比上年同期降

17.72%；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 

 乐山电力 （600644）4 月 5 日晚间公布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 3.24 亿元，比上年同期降 47.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967.4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0.09 元。  

 【山证研究】 

青岛啤酒（600600）-产品结构持续提升，2014目标销量1000万千升-增持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2011 年公司实现啤酒销量 715 万千升，同比增长 12.6%；实现营业收入

2,315,805.43 万元，同比增长 16.38%；实现净利润 173,792.8 万元，同比增长 14.3%；每股收

益 1.286 元，业绩基本符合预期。分红方案：每股 0.26 元人民币(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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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单位收益持续提升。2011 年公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与升级，主品

牌青岛啤酒销量 399 万千升，同比增长 14.66%，显著高于整体销量增长水平，其中青岛啤酒小

瓶、听装、纯生啤酒等高端产品销量达 120 万千升，同比增长 23%，高端新品“奥古特”和“逸

品纯生”青岛啤酒亦保持高速增长。受产品结构提升与提价推动，公司单位产品收入逐年上涨，

2011 年单位产品收入已达 3238 元，比上年增长 3.36%。 

 l 毛利率下行挤压盈利，未来成本压力仍在。受啤麦等原材料价格高企影响，2011 年公司毛利

率水平持续下行，严重挤压盈利，使得单位产品利润出现小幅回落。未来，根据美国农业部、

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等机构预测，国际啤酒大麦供给依然趋紧，预计大麦价格下行概率较

低，啤酒行业毛利率仍将维持较低水平，成本压力仍存，不过由于基数较高，增长压力应将有

所缓解。  

 l “双轮驱动”持续推进，2014 年目标 1000 万千升。公司积极推进“双轮驱动”战略，近期落

子江西九江新建年产 60 万千升啤酒项目，这是继 2011 年泰国建厂、投资广东揭阳、收购广东

活力、落户海南椰岛之后青啤的又一大手笔布局。未来，公司计划在 2014 年实现啤酒销售目标

1,000 万千升，年复合增长率为 11.83%。 

 l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2012-2014 年的 EPS 分别为 1.54、1.82、2.13 元，对应的动态市盈率分

别为 21.4、18.2、15.5 倍，维持“增持”评级。 

 l 风险提示：大麦价格高企造成的成本压力，经济增速放缓至需求缩减。 

冀东水泥(000401) 2011年低点打开2012增长空间-买入 

 业绩低于预期。公司 2011 年实现收入 157.28 亿，同比增长 42.15%，营业利润 17.47 亿元，同

比增长仅 0.6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5.25 亿元，同比增长 9.1%，按新股本计算每股收益 1.13

元，低于我们预期。利润分配方案：不分配不转增。  

 陕西区域景气低迷，扶风、泾阳参股公司净利润下降 90%拉低投资收益。2011 年公司合川、

璧山、江津一期和二期、包头、阳泉等 8 条线投产后，年底产能已超过 1 亿吨，水泥产量 5816

万吨，水泥及熟料销量（含合营公司）7193 万吨，同比增长 27%，按照产量估算，吨价格 226.4

元，增速 19%。公司营业利润增速低于收入增速原因主要是投资收益大幅下降。2011 年公司投

资收益 1.27 亿，比去年同期下降 61.5%，主要由于陕西地区去年水泥新增供给过快，参股的扶

风、泾阳水泥公司合计净利润仅 6178 万，比去年的 6.51 亿下降 90%。  

 四季度净利率仅 1.59%，降至历史低点。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3.69 亿，环比下降 24.47%，营

业利润-5358.68 万，首次出现四季度亏损，净利润环比下降 84.4%，净利率 1.59%，为公司成

立以来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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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区依靠价格提升实现收入和利润增长。东北地区是去年水泥价格唯一上涨的区域，年

底 42.5 平均价格 447 元/吨，比年初大幅上涨 38%。公司在吉林、辽宁地区没有新增产能情况

下，收入分别增长 63.5%和 26.14%，利润大幅提升，以参股公司鞍山冀东公司为例，去年亏损

9078 万今年转为盈利 2238 万。  

 2011 年低点打开今年业绩增长空间。去年公司所覆盖的华北、西北、西南地区因水泥需求萎

缩但供给增加更快，尤其是重庆和陕西地区，价格降至低点。去年业绩低点为今年增长打开空

间：首先，公司在建项目永吉、秦岭、伊东今年投产，产能约 1.05 亿吨，将通过收购、兼并方

式扩大水泥产能，预计销量 7200 万吨，增长 24.13%；其次，去年西南、西北地区水泥价格见

底回升和东北地区高毛利率持续。  

 盈利预测和投资建议。我们预计 2012/2013 年 EPS1.66 和 2.26 元，增长 46%和 36%，2011PE10

倍，吨 EV426 元，成长空间和估值具备优势，是增长确定的水泥上市公司，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过于疲软 

潞安环能 (601699) 今年看注入，明年看小煤矿产量释放-增持 

 2011 年净利润小幅增长。2011 年公司营业收入 224 亿元，同比增长 4.6％，营业利润 44.3 亿

元，同比增长 6.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8.4 亿元，同比增长 11.6％，基本每股收益

1.67 元；公司拟每 10 股派发红利 5 元（含税）。 

 商品煤售价提升带动盈利增长。2011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6%，但煤炭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

而 2011 年煤炭产销量基本平稳，增长主要来自煤价的上涨，煤炭价格同比上涨 11%左右；煤炭

毛利率比去年提升 1.24 个百分点至 48.05%。 

 四季度营业税金及管理费用上升明显。四季度毛利率提升明显，环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同比

提升 11 个百分点，但由于四季度合并潞宁煤业旗下整合小煤矿，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环比上

升 88%，管理费用环比上涨 133%。 

 管理费用环比上涨 32%。受整合矿未投产影响，公司管理费用较高，同比上涨 32%，期间费用率

提升 4 个百分点；由于只有母公司享受所得税优惠，公司所得税也有所提升，公司有效所得税

率提升 4 个百分点至 23%。 

 公司资产注入预期强烈。潞安集团是山西五大集团里唯一没有信达股权的集团，山西国资委全

资拥有潞安集团，因此公司资产注入不存在政策障碍，2011 年股份公司产量 3423 万吨，集团

产量是 6189 万吨；2011 年公司新一届管理层上任，经过磨合之后，我们认为资产注入将加快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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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增持”投资评级。不考虑资产注入我们预计 2012/2013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1.86 元/2.22 

元，对应动态 PE 分别是 13、11 倍，我们认为公司资产注入预期较强，且近两年整合的小煤矿

产能未来两年将逐步释放，公司具有较大的成长性，我们仍维持“增持”投资评级，建议关注。 

德赛电池(000049) 短期受益于智能手机，长期有望受益于电动汽车—(增持) 

 业绩超预期。公司 2011 年实现营收 22.46 亿元，同比增长 70.69%；实现净利润 1.19 亿元，

同比增长 67.17%；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为 1.14 亿元，同比增长 167.23%；基本每股收益

为 0.87 元。 

 电源管理，受益于智能手机高速增长。惠州蓝微主营是小型电源管理业务，2011 年惠州蓝微继

续坚持高端客户路线，保持了在iPhone 手机的领先份额。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17.32亿元（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62 亿元），同比增长 80%；实现净利润 1.6 亿元，同比增长 219.43%。受益

于智能手机，尤其是 iPhone4S 的火热销售，实现了高增长。而随着 iPhone5 的退出公司业务有

望再次高增长。此外，惠州蓝微还积极发展多、并、串电源管理项目，通过聚焦电动工具业务，

扩大市场占有率及市场份额，努力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次电池业，受益于智能手机更新换代。惠州电池主要致力于锂离子电池等二次组合电池研发、

制造和销售。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1 亿元，同比增长 106.95%；净利润 2466.33 万元，同

比增长 83.74%。惠州电池封装业务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保持原有客户的基础上，成功开

发了小米等新客户。受益于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二次锂离子电池有望保持高增长。 

 锂电芯业务仍处于投入期。惠州聚能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3 亿元，同比下降 36.99%；实现

净利润-3,432.99 万元（2010 年净利润 18.19 万元）。由于受资金投入、规模及产能限制、高

端人才缺乏、质量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尚未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惠州聚能移动电源二次锂电

芯业务仍处于投入期，随着产品质量的稳定有望成为公司业务的另一个增长点。 

 短期受益于智能手机，长期受益于电动汽车。公司电源管理业务及二次电池业务受益于智能手

机的更新换代，此外公司目前聚焦电动工具业务、电动汽车等领域，长期看随着电动汽车业务

的成熟，公司有望受益于电动汽车的快速增长。 

 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我们预计公司 2012-2013 年业绩分别为 1.22、1.55 元，对应目前市盈率

为 21、16 倍，公司的电池管理及二次电池均受益于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拉动，支持近期的高增

速，而长远看公司将受益于电动汽车的推广，综合考虑给予公司 “增持”的投资评级。 

 投资风险。公司是智能手机领军者 iPhone 及小米的供应商，公司业务对该些重要客户有较强的

依赖性，如果失去大客户公司业务将收到重大影响；行业竞争加剧盈利能力下滑风险；产品质

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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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债券和基金发行】 

新股发行 

申购代码 公司简称 
发行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 

申购限额 

（万股） 
申购日期 

深:002670 华声股份 5000 万 7.3 4 万股 20120406 

沪：601388 怡球资源 1.05 亿 未定 未定 20120409 

深：300311 任子行 1770 未定 未定 20120416 

深：300310 宜通世纪 2200 未定 未定 20120416 

603000 人民网 6910.57 万 未定 未定 20120418 

新股上市 

代码 公司简称 发行价（元）
发行量（万

股） 

发行市

盈 

申购中签 

率：% 
上市日期

深:002668 奥马电器 11 4135 万 12.94 倍 未公布 未定 

深:300309 吉艾科技(创) 31 2800 万 33.99 倍 未公布 未定 

沪:601012 隆基股份 21 7500 万 24.71 倍 未公布 未定 

深:300308 中际装备(创) 20 1667 万 26.73 倍 0.38% 未定 

110019.SH 恒丰转债 100 4.5 亿 - 0.42% 未定 

增发 

代码 公司简称 发行数量（万股） 增发价格（元/股） 申购日 

配股 

代码 公司简称 配股比例 配股价（元） 配股申购日 

可转债发行 

申购代码 名称 发行量（亿） 发行价（元） 期限 认购时间 

债券发行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601388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603000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02668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300309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601012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300308
http://quote.cfi.net.cn/quote.aspx?stockc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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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期限（年） 年利率（%） 发行量（亿） 认购时间 

基金发行

基金名称 认购时间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ETF联接 (050024) 2012-03-05~2012-03-30 

国泰大宗商品 (160216) 2012-03-26~2012-04-25 

银河通利A(161506) 2012-03-19~2012-04-20 

融通创业板 (161613) 2012-03-05~2012-03-30 

信诚周期轮动 (165516) 2012-03-14~2012-04-18 

中欧信用增利A(166013) 2012-03-26~2012-04-20 

长城优化升级 (200015) 2012-03-19~2012-04-18 

鹏华价值精选 (206012) 2012-03-12~2012-04-11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 (481017) 2012-03-20~2012-04-24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ETF(510410) 2012-03-05~2012-03-30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 (660012) 2012-03-19~2012-04-20 

富安达策略精选 (710002) 2012-03-19~2012-04-23 

基金上市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本次上市份额（万

份） 
上市日期 

    

【今日停复牌】 

【沪市停牌】 

 停牌一小时： ST 黑化、ST 申龙、香溢融通、ST 力阳 

 停牌一天：亚盛集团、国金证券、*ST 福日、天津松江、景谷林业、羚锐制药、烟台万华、上海家化、冠豪高

新、洪城水业、天富热电、丰华股份、飞乐音响、飞乐股份、首商股份、实达集团、保税科技、宝信软件、宝

信 B、岳阳林纸、ST 宝龙 

【深市停牌】  

 停牌一小时：天业通联 

http://bond.hexun.com/2009-02-09/114174022.html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050024.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160216.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161506.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161613.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165516.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166013.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200015.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206012.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481017.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510410.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660012.OF')
http://122.96.62.234/corpeventsweb/!Page('F9','710002.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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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牌一天：  盾安环境、晶源电子、横店东磁、东源电器、中泰化学、莱宝高科、利欧股份、报喜鸟、梅花伞、

武汉凡谷、东晶电子、濮耐股份、江南化工、新华都、日海通讯、杰瑞股份、神剑股份、伟星新材、天汽模、

永大集团、台基股份、华平股份、国联水产、晨光生物、安居宝、元力股份、长荣股份 

 其他：*ST 大地、启明星辰、汉缆股份、尚荣医疗、成都路桥、三五互联、豫金刚石取消特停。 

【股票和基金开户数（周）】 

 指标名称 单位 2012-03-02 2012-03-09 2012-03-16 2012-3-23 

新增股票户数 户 237,445.00 200,677.00 226,526.00 13,678.95 

新增股票户数 A 股 户 237,050.00 200,353.00 226,182.00 225,026.00

新增股票户数 B 股 户 395.00 324.00 344.00 224,703.00
期末股票账户数 万户 16,656.68 16,675.76 16,697.05 323.00 

期末 A 股账户数 万户 16,404.34 16,423.39 16,444.65 16,718.56
期末持仓 A 股账户 万户 5,698.32 5,706.63 5,690.89 16,466.13

本周参与交易的 A 股账户 万户 1,261.51 1,228.09 1,363.17 5,704.38
期末 B 股账户数 万户 252.34 252.37 252.40 1,124.77

期末有效股票账户数 万户 13,613.89 13,633.96 13,656.47 252.43
期末休眠股票账户 万户 3,042.79 3,041.80 3,040.58 3,039.61
新增基金开户数 户 80,536.00 97,782.00 77,956.00 84671 

封闭型基金 户 3,988.00 4,467.00 4,404.00 6110 

TA 系统开放式基金（户） 户 76,548.00 93,315.00 73,552.00 78561 

沪深合计 

期末基金账户（万户） 万户 3,750.55 3,760.32 3,768.11 3776.57 

【本周限售股解禁一览】 

本周 A股流通统计 

本期开始流通股数合计(亿股) 6.03 
本期开始流通市值合计(亿元) 39.60 
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亿股) 38.32 
无限售条件股份市值(亿元) 314.40 
限售流通股份数量(亿股)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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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流通股份市值(亿元) 228.89 
A 股总股本(亿股) 60.00 
A 股总市值(亿元) 543.30 

本周 A股解禁明细统计 

序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量 

(万股) 

已流通数量

(万股)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1 000899.SZ 赣能股份 2012-4-5 3,233.39 33,731.17 30,936.6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2 000581.SZ 威孚高科 2012-4-5 2,836.38 40,901.12 15,620.2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 002206.SZ 海利得 2012-4-5 7,258.05 33,033.99 11,724.06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

4 002100.SZ 天康生物 2012-4-5 2,374.96 28,968.80 507.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

5 600734.SH 实达集团 2012-4-5 3,515.58 27,338.94 7,816.9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6 600225.SH 天津松江 2012-4-5 1,105.50 18,221.54 44,418.63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7 600190.SH 锦州港 2012-4-5 29,520.00 133,898.04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

8 600510.SH 黑牡丹 2012-4-5 5,184.10 30,685.96 48,866.31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9 002649.SZ 博彦科技 2012-4-6 500.00 2,500.00 7,500.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10 002650.SZ 加加食品 2012-4-6 800.00 4,000.00 12,000.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11 600353.SH 旭光股份 2012-4-6 3,176.54 25,824.63 1,361.3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

12 002651.SZ 利君股份 2012-4-6 800.00 4,100.00 36,000.00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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