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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 月 10 日，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专家在线》 栏

目与投资者交流的嘉宾有东莞证券

分析师方亮、 大同证券分析师王志

宏， 以下是几段精彩问答回放。

时报网友： 豫园商城（600655）

后市如何？

方亮： 豫园商城是商业股， 主

要销售黄金珠宝， 近期跟随黄金概

念股走出了一波反弹行情，

9

月

21

日收长上影线， 之后虽有反弹但未

能创出新高， 加之上方有

250

天线

压制， 可利用反弹适当减持。

时报网友： 隆华传热（300263）

是否需要卖出？

方亮： 隆华传热连续

2

天涨

停， 属于地热能概念股， 周三较早

封住涨停， 且盘中没有打开， 可能

还有上冲的惯性， 可以暂持， 周四

再择机高抛。

时报网友： 三峡新材（600293）

8.61元的成本， 后市如何操作？

方亮： 三峡新材主营平板玻璃

以及玻璃深加工， 业绩波动较大，

2010

年开始每股收益下滑， 玻璃

主要用于房地产和汽车等， 在稳增

长的预期下， 可能会有一定的回

暖， 可暂时持股， 待反弹至

120

天

线附近适当减持。

时报网友： 兴化股份（002109）

现在可以介入吗？

方亮： 兴化股份主营硝铵， 最

近

3

年业绩递增，

2012

年中报也

同比增长， 目前动态市盈率仅

14

倍， 有一定的估值优势， 此外非公

开增发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有望成

未来利润增长点， 可以低吸。

时报网友： 招商证券（600999）

后市如何操作？

方亮： 招商证券是券商股，

最近

3

年每股收益递减。 券商是

强周期性的行业， 这几年低迷的

行情对券商的各项业务都有较大

的不利影响。 该股股价已经创了

上市以来新低， 尚未脱离下降通

道， 短期股价刺激因素是券商创

新业务， 可暂持， 待反弹至

120

天线附近适当减持。

时报网友： 岷江水电（600131）

后市能否介入？

方亮： 岷江水电所处电力行业

的景气度回升， 该股在

5

月底到

6

月上旬出现了密集放量， 但股价未

能向上突破而是逐步走低， 预计当

时密集放量区

5.8~6.3

元将成为反

弹的重要阻力区域， 观望为宜。

时报网友： 康得新（002450）

成本价是 26.83 元， 怎么操作？

方亮： 康得新主要生产预涂膜、

光学膜、 覆膜机等， 年报每股收益

近

3

年递增，

2012

年中报也有大幅

增长， 相对应的是股价复权已经创

历史新高，

26.83

元的成本是除权以

前的， 实际上已经获利不少， 可依

托

5

天线持股或逐步高抛。

时报网友： 鑫龙电器（002298）

可以买吗？

王志宏： 鑫龙电器受益于农网

改造及国网集中招标， 储能电池将

成为公司未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结

合动态估值情况， 可以适量介入。

（万健祎 整理）

与更多专家交流， 请登录证券

微博（t.stcn.com）

公告引发市场猜想

长航凤凰连拉

5

涨停

� � � �异动表现： 经过两个月的低位

横盘整理， 股价已在 2 元边缘的长

航凤凰 （000520） 启动了一轮猛烈

的攻势。 继 9 月 27 日、 28 日连续两

天在早盘直拉涨停之后， 长假后该

股再度接连涨停。 昨日， 该股经过

早盘的剧烈震荡之后， 再次封住涨

停， 成交也出现明显的放量， 当天

换手为 10.67%。

点评： 受行业低迷影响， 公司运

营陷入困难格局， 毛利率水平较去年

同期降幅已达

15.56%

， 半年报的每

股收益报

-0.6617

元， 同时预计

2012

年前三季度业绩仍为亏损。 面对行业

窘境， 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 已开展

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调机构、 强营

销、 减费用等多举措增收节支， 同时

对低效的拖驳资产进行了处理， 加大

了租船的力度， 从公司进入

9

月来频

发的公告也可见其做出的种种努力。

就在该股启动之际，

9

月

28

日， 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连续发布了数条公

告， 内容涉及多项股权转让， 还公告

了与湖北宜化集团合资组建航运公

司， 因此引发市场猜想， 加之受波罗

的海干散货指数 （

BDI

） 连续上涨的

影响， 公司股票被市场游资接力爆

炒，

5

个交易日连续涨停， 累计涨幅

达

62.50%

。

周三该股的强势涨停与此前缩量

上行有所不同， 涨停的同时伴有较大

的成交量且换手率较高， 短期震荡风

险加大， 投资者需谨慎。

(恒泰证券 鲁晓君）

天津磁卡：让股民幸福的大牛股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如果你向手中持有天津磁卡的

股民问一句： 你幸福吗？ 这位股民

一定不会说“我姓曾”， 而会说“我

很幸福”。 天津磁卡， 这只大牛股，

从 8 月 20 日的收盘价 2.30 元， 经

过短短 28个交易日， 截至昨日， 股

价已蹿升至 6.99 元， 涨幅高达

203.91%！ 天津磁卡到底是何方神

圣， 居然拥有如此大的上冲动力？

资料显示， 天津磁卡是中国

“银联” 标识卡、 万事达卡国际组

织、 中央国家机关、 金融票证和民

用航空运输凭证的国家定点生产企

业， 联合国、 国际航协（IATA）的

注册供应商和国际制卡商协会

（ICMA） 会员， 公安部第二代身份

证确定制造商之一。 公司以卡类产

品及其配套机具和应用系统、 有价

证券产品、 各种包装装潢等三大类

产品为主业。 在制卡领域， 公司于

1989年成功研制出“神州第一卡”，

开创了中国信用卡制造业的先河。

天津磁卡 2011 年的年报显示，

随着子牙厂区主体建筑完成封顶，

津南厂区 5 项目建成投产， 产业结

构从单一制卡材料向制卡材料、 工

业胶带和纳米材料的调整取得重要

进展； 在数据卡方面， 公司继续加

大对具有高附加值的各省市社保集

成电路（IC） 卡项目的承揽。 7 月

下旬， 央行公开表示， 从明年 1 月

1 日起， 全国性商业银行均要开始

发行金融 IC 卡， 2015 年 1 月 1 日

起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合作行业

领域， 商业银行发行的、 以人民币

为结算账户的银行卡均应为金融

IC卡。

正是受这一消息的刺激， 天津

磁卡被市场赋予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而另一方面， 8月 31日， 天津磁卡股

票简称由“ST磁卡” 变更为“天津磁

卡”， 复牌当日该股早盘即快速拉升至

涨停。

摘帽加上金融 IC 卡的双重概念，

使得天津磁卡的股价犹如拥有了隐形

的翅膀， 一飞冲天。 9 月份， 天津磁

卡的股东人数较 8 月份足足增加了

13000多户。

天津磁卡牛气冲天的缘由， 一是

因为该股股价低， 游资最喜欢的就是

低价股； 二是该股题材概念多， 比如

今年炙手可热的摘帽概念、 央行推进

的金融 IC卡概念。 金融 IC 卡属于新

兴消费和新科技的结合体， 代表了未

来的某一类消费趋势和生活方式， 具

有极大的市场想象空间， 这给游资炒

作该股提供了充足的基本面想象空间。

不过， 记者查阅券商研究报告，

发觉天津磁卡最近一期的研究报告，

居然要追溯到 2006 年 11 月、 12 月，

至今已过去 6 年之久！ 这也难怪， 毕

竟过去中国经济以投资驱动为主， 钢

铁、 银行、 地产、 有色、 煤炭等周期

性和央企占绝对主力的行业， 成为过

去一个经济周期的明星行业。 像磁卡

这类“小儿科” 的细分行业， 确实不

太容易引起券商研究员的重视。

但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

升级的过程中， 会有不少过去不为

人知的 “小儿科” 细分行业， 由于

拥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代表了一种

新的消费形态， 就会从 “矮子” 成

长为“巨人”。

毫无疑问， 天津磁卡的股价在经

过游资的疯狂炒作后， 出现了明显的

泡沫。 但透过天津磁卡这只牛股的炒

作逻辑， 投资人能否发现第二只“天

津磁卡” 呢？

券商评级

Stock Rating

山西汾酒（

600809

）

评级：推荐

评级机构：国信证券

公司公告自

9

日起上调部分汾酒产品出

厂价格， 平均上调幅度为

20%

左右。 其中国

藏汾酒、 青花汾酒及玻汾系列产品出厂价格

暂不进行调整。 公司上一次提价是在

2011

年

3

月， 主要是提高了

30

年老白汾的价格以及

青花瓷的价格。 与之相比， 本次提价完全集

中于中高端的老白汾系列， 占公司总销售额

的

50%~60%

， 显示出腰部发力的特征。 这也

反映出公司顺应市场变化， 调整产品重心的

意图。

今年以来， 公司

20

年老白汾出现快速增

长， 上半年增长在

40%

左右， 显示出经济疲软

和政府控制高端白酒消费， 对中高端白酒一线

品牌带来的市场机遇。 公司

7~9

月销售额呈现

出步步高升的情况， 其中中秋所在的

9

月份，

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

200%

以上， 其中部分原

因是公司去年三季度控量， 导致三季度尤其是

9

月份基数较低。 我们预计公司前三季度销售

额有望突破

52

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

46%

， 单

季度增长超过

100%

， 超越市场预期。 和公司

之前全年

60

亿元

~61

亿元的计划相比， 突破

计划基本已成定局， 股份公司全年收入有望实

现

65

亿元

~70

亿元。

科力远（

600478

）

评级：买入-B

评级机构：安信证券

近日， 湖南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组建方案获得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批复。 湖

南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首期注册资本

3

亿元， 公司性质为国有控股有限公司， 其

中， 国有单位 （企业） 占股

51%

， 民营企业占

股

49%

。

根据组建方案， 科力远直接参股

30%

， 拟

收购的益阳鸿源稀土将参股

14%

， 而公司参股

35%

的子公司湖南先进储能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占注册资本的

1%

。 显而易见， 公司在湖南省

稀土产业集团的股权占比很高， 未来将拥有较

多的发言权。 同时， 公司正在进行收购益阳鸿

源稀土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旦收购成功， 公司

将拥有从稀土资源到稀土分离 （鸿源稀土） 和

稀土深加工 （镍氢动力电池负极） 的一体化产

业链。 而且， 对稀土资源的参股， 将保障公司

未来发展镍氢动力电池负极的稀土储氢合金材

料供应， 为日本湘南工厂以及国内新能源电动

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支持， 有利于

新能源业务的发展。

安洁科技（

002635

）

评级：买入

评级机构：东方证券

公司公告， 拟收购昆山光丽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及昆山信光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各

75%

的

股权。 公司已与

NOVEL IDEA CO.,LTD

签署

了 《昆山光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及昆山信光泰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指引性条

款》， 拟以现金人民币

2.57

亿元收购， 本次收

购资金来源以超募资金 （不超过

6500

万元）、

自有资金等方式筹集。

我们认为， 公司此前就有玻璃盖板及触摸

屏的相关技术储备， 通过此次收购将能缩短产

品量产上市时间， 对于被收购方来说， 有望把

产品通过安洁打入其核心客户， 未来公司发展

有望迎来快速增长期， 或将为双赢局面。

智飞生物（

300122

）

评级：增持

评级机构：万联证券

2012

年

9

月

27

日， 公司与默沙东药厂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美国默沙东药厂有

限公司就四价人乳头状瘤病毒重组疫苗 （简称

“宫颈癌疫苗” 或 “

HPV

疫苗”） 签署了 《供

应、 经销与共同推广协议》。 约定协议产品上

市后， 公司负责该产品在中国内地进口、 推广

及销售工作。 我们认为此次合作一是为公司带

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是强化了公司与默沙东

的合作。 我们坚持认为

2011

年是公司最坏的

时期，

2012

年是公司的复苏之年， 公司拥有

国内最完善的二类疫苗销售网络， 通过内生性

增长与外延式合作的路径， 有望成长为二类疫

苗的龙头企业。

（钟恬 整理）

“地热能”概念引爆

汉钟精机连续上攻

� � � �异动表现： 周三“地热能” 概

念个股继续演绎涨停潮， 其中， 被

提及与该概念有染的汉钟精机

（002158）， 尽管刊登了《关于公司

产品与地热能的情况说明》， 但并

不改其一字涨停的格局， 该股昨日

开盘继续以大单直封涨停板， 强势

格局依旧。

点评： 公司主营业务为螺杆式

制冷压缩机、 空气压缩机以及各类

真空泵的生产和销售。 在 《关于公

司产品与地热能的情况说明》 中，

公司特别强调， 其生产的制冷压缩

机产品可应用于地热能空调机组设

备中， 但只是设备中的一个主要零

部件， 不直接涉及地热能概念。 不

过， 公告中有关 “据了解， 公司目

前制冷压缩机的客户中有清华同方

人工环境有限公司和山东富尔达空

调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央空调涉

及地热能产品” 的表述， 还是加重

了市场对其与眼下新兴的 “地热

能” 概念相关的遐想， 该股周三再

报一字涨停， 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

录得一字涨停。

二级市场上， 公司股价自

2010

年

12

月高点

40.81

元处一路下滑，

直到今年的

9

月

27

日最低报

8.17

元， 期间跌幅之大令投资者深受套

牢之苦。 “十一” 长假后， 受 “地

热能” 概念引爆， 该股终一改颓

势， 连续一字涨停， 而能否就此

“咸鱼翻身”， 仍有待市场检验， 追

涨者尚需保持一分谨慎。

游资接力 洛阳钼业上市次日涨停

换手率达到了罕见的

73.17%

，振幅也达

16.61%

，居两市之首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上市首日因暴涨

221%

而备受

瞩目的洛阳钼业 （

603993

）， 次日

走势如何仍是市场焦点。 事实上，

昨日该股不负众望， 演出了先跌后

升、 尾盘狂飙的戏剧性一幕。

昨日开盘后， 该股明显回调，

盘中一度大跌近

6%

， 此后持续震

荡， 至午后

2

时左右， 该股开始发

力拉升， 量能放大， 一口气冲上涨

停位。 虽然此后迅速打开涨停， 但

至尾盘仍封住涨停， 收报

10.59

元， 涨停板上封单接近

1

万手， 换

手率达到了罕见的

73.17%

， 全日

振幅也达到

16.61%

， 居两市之首。

到底是谁在炒作该股呢？ 上交

所盘后公开信息显示， 游资仍是幕

后推手。 前日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4

家游资席位昨日出逃， 包括国泰君

安顺德东乐路证券营业部、 西藏同

信证券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 申

银万国湖北武汉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和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

心证券营业部， 总共抛售

6540

万

元， 而这

4

家营业部前日总共买入

6184

万元。 只有前日的买五、 吸

纳

1251

万元的国泰君安上海打浦路

证券营业部未见出逃迹象。 昨日

其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5

名仍全部

为游资， 金额超千万元的是买一

席位的国泰君安成都北一环路证

券营业部和买二席位的方正证券

台州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不过承

接力度有所减弱， 分别为

1455

万

元和

1106

万元。

在首日狂飙、 次日再度涨停之

后， 该股动态市盈率已达

37.3

倍， 后

市还能否再续升势， 抑或恐高回落呢？

事实上， 其

H

股并没有受到其再度涨

停影响， 昨日仅微涨

0.87%

至

3.49

港

元， 其

A

、

H

股的价差进一步拉大。

而据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

2008

年以来， 除洛阳钼业外， 共有

90

只新股上市首日涨幅超过

100%

，

这些新股中多数上市次日录得跌幅，

达

66

只， 其中

30

只次日跌停。 不

过， 首日涨幅超过

100%

而次日涨停

的股票也有

10

只， 包括大连重工、

科大讯飞、 恒邦股份、 拓维信息、 博

云新材等。 另外， 统计还显示， 这

90

只强势新股在

1

个月后， 也是多

数升势难继， 跌多涨少， 录得跌幅的

有

73

只， 只有

17

只仍能保住升幅，

如珠江啤酒、 冠昊生物、 博云新材

等。 洛阳钼业到底能归入哪个阵营，

我们拭目以待。

“汽车下乡”即将启程 金杯汽车强势拉升

� � � �异动表现： 受益于汽车下乡有

望出台的消息， 昨日汽车板块涨幅

居前， 金杯汽车（600609） 在早盘

略高开后， 在资金推动下快速拉升

到涨停板， 且全天涨停封单较大，

市场追捧热情较高， 同时量能也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大。

点评： 公司是辽宁省最大的汽

车生产企业， 也是国内最大的轻型

客车制造企业。

昨日有消息称， 为刺激消费、

扩大内需， 新一轮 “汽车下乡” 政

策有望近期出台。 消息人士表示，

此次政策和之前相比有望 “扩容”。

随着 “汽车下乡” 消息再现市场，

汽车板块整体受到了鼓舞而出现快

速上涨， 尤其是国内汽车品牌由于

价格优势， 对需求刺激更大。

2009

年发布的 《汽车行业调整和振兴规

划》 提出，

2009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安排

50

亿元资金开展

“汽车下乡”。 据

Wind

统计， 在此

期间汽车板块上涨

164.20%

， 而上证

综指期间涨幅仅为

57.34%

。 此消息

的出现， 激发起市场对汽车板块的追

捧热情。

金杯汽车是

1992

年

7

月

24

日上

市的老牌公司， 运营历程可谓坎坷，

从自主上市， 到一汽接手， 再到华

晨， 再回到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经营起起落落， 盈利亏损

反反复复， 两次被 “

ST

”， 又两次成

功 “摘帽”， 同时该股也是市场中

20

年未曾分过一次红的 “铁公鸡”。 不

过该股在近期表现非常强势， 自

8

月

21

日公司摘帽以来， 股价连续三涨

停， 接着强势整理。 昨日受此消息的

影响， 早盘高开后快速拉升到涨停，

量能略有放大， 且涨停封单较大。 如

果新一轮 “汽车下乡” 政策得以出

台， 对该股无疑是重大利好， 而在从

管理层到市场都高度重视向投资者分

红的背景下， 该股分红也将会是必然

的趋势， 后市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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