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月14

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

我们认为，金融工作会议的

多项举措有利于明确风险底线，

扩散龙头白马股效应与结构化

行情。 未来非理性下跌后，做多

机会的基础将更加牢靠。与此同

时，创业板权重个股中报业绩纷

纷卸妆，技术指标不成为抄底进

场信号，资本套利退潮恶化仍在

继续，中长线避免题材股与伪成

长。

行业主题推荐：1. 龙头蓝

筹：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

理和保障的功能，利于业绩结构

合理且管理层优异的龙头险企

（新华、平安、人寿、太保等）；2.

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部分低

估值周期板块受益，业绩估值双

修复，钢铁、地产、重卡行业主题

推荐：方大炭素、陕西煤业、中国

神华、宝钢股份。 3.政策面与基

本面共振见底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与特斯拉量产受益股：新能源

行业底部已明，MODEL3 放量

在即。中游设备电池受产能以及

补贴影响， 整体难有超预期表

现，还是放在上游资源型和加工

型锂电材料的身上。推荐雅化集

团、诺德股份、华友钴业、赣锋锂

业、中科三环、天汽模等。

华创证券禧阳理财财富管

理团队 竹间生

根据东方财富网提供的数

据， 上周 （7 月 10 日 -7 月 14

日）沪深港通资金依然为净流出

状态。 南下资金合计 132.28 亿

元，北上资金合计 52.46亿元，资

金净流出内地市场 79.82亿元。

受美国股市再创新高影响，

恒生指数上周上涨 4.14%。

虽然北面 A 股走势如雾里

看花，欲跌还羞，但港股涨势不

改，南下资金也频频出击。上周涨

幅前十名的港股通个股依次是：

东方海外国际（0316）涨 20%，

中国燃气（0384）涨 13.39%，瑞

声科技（2018）涨 12.2%，融创

中国（1918）涨 12.16%，淮柴动

力（2338）涨 11.94%，微创医疗

（0853） 涨 11.65%， 宝胜国际

（3813） 涨 11.64%， 北京控股

（0392） 涨 11.13%， 中国重汽

（3808）涨 10.78%，中石化冠德

（0934）涨 10.69%。

相对 A 股， 港股是估值洼

地，目前南下资金的涌入会对港

股估值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 尤

其是一些大型私募基金也在挖掘

港股配置，作为个人投资者，需引

起重视。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本报讯 光大银行 《2017 年

中国便民缴费产业白皮书》 近期

正式发布， 这是该行连续第三年

开展 《中国便民缴费产业白皮

书》研究项目。

今年， 白皮书研究范围延伸

至港澳台地区，并新增行业指数、

重点行业解决方案以及个人画像

展示等方面的研究。 通过运用大

数据技术、 访谈和在线抽样调查

的研究方法， 对便民缴费行业发

展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消费者

行为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形成更

前瞻、更全面的认知，从而助力更

广泛、更深入、更立体的普惠金融

体系的实现。

据悉， 作为开放便民缴费行

业的探索者， 中国光大银行从十

几年前就开始陆续接入单个缴费

项目， 到 2008 年创新系统集中、

开放输出，再到 2014 年正式推出

“云缴费” 品牌，所有碎片化的缴

费项目、缴费渠道和缴费时间，才

被一一整合。

目前“云缴费” 已发展成为

中国最大的开放式缴费平台，可

为客户提供水、电、燃气、交通罚

没、教育考试、物业管理等 1500

余项缴费服务， 向 200 余家知名

支付公司、电商、银行等合作机构

输出缴费服务， 覆盖 300 余个城

市，服务 5 亿人群。 （王蕾）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 14 日发

布公告， 按照法定程序核准了 9

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筹资总额不

超过 42亿元。

9 家企业中， 有 4 家拟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包括江

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公高科养

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 家拟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为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4

家拟在创业板上市， 为深圳市智

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证监会信息显示， 本次将有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4 家企业直接定价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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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发布新版“便民缴费产业白皮书”

■银行资讯

一周沪深港通资金流向统计

数据说股

证监会核发 9家企业 IPO

A股市场又将迎来一只黔股

鹏辉能源（300438）是一家以锂

离子电子制造并提供服务为主营业

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亦是国内少数

实现动力电池软包化应用的电池企

业之一。

公司 13 日发布半年度业绩预

告。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上市股东的

净利润为 8735.04-10045.3 万元，同

比增长 100-130%。

公司业绩积极变化的原因在于：

公司积极开拓市场，销售收入持续增

长，同时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控制成

本费用。 随着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升

级，鹏辉能源将继续受益，经营业绩

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此外， 公司于 6

月 30日实施股份回购共 353973 股、

成交金额 8820454.79 元， 后期将继

续回购； 控股股东计划增持不低于

5000万的股份，这体现了管理层对公

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二级市场上， 公司股价低位徘

徊，走势也弱于同行业板块，近日成

交量逐步放大有突破箱体的趋势，股

价有望在行业发展带来的预期及公

司回购股份、控制人增持的刺激下获

得支撑并走高，投资者可保持关注。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段平剑

■本周新股申购

申购股票 申购代码 发行价

华扬联众 ———732825

7月 21日

市盈率

———

申购股票 申购代码 发行价

大 参 林 ———732233

7月 19日

市盈率

———

电连技术 ———300679 ———

申购股票 申购代码 发行价

岱美股份 24.92732730

7月 18日

市盈率

22.92

禾望电气 ———732063 ———

东方嘉盛 ———002889 ———

申购股票 申购代码 发行价

绿茵生态 42.01002887

7月 20日

市盈率

22.98

设计总院 ———732357 ———

朗新科技 ———300682 ———

禧阳理财财富管理团

队依托华创证券研究所强大的

宏观经济与行业研究实力， 由总部

财富管理团队统筹主导，营业部高级投

资顾问团队协助联合推出，面向高端客户

提供的买方研究支持和财富管理咨询服

务。 服务标准包括标准化与定制化服务两

大类别。

禧阳理财财富管理团队的核心成员

来自于一线券商、 知名基金公司等，

在投资研究与财富管理咨询服

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鹏辉能源

有望价值修复

业绩增长，股东增持

沪深港通资金仍为净流出

一周潜力股

当前 A股频频出现个股闪崩，

一言不合就给你一个跌停，不服气

就再来一个。

市场存在跌停股并不奇怪，有

涨停有跌停乃是常态。连续下跌也

正常，比如重组失败后有几个跌停

不奇怪， 业绩公告与预期相差甚

远，送几个跌停也不奇怪。

如果消息大白于天下，大家都

在同一个平台上琢磨，对前景有分

歧，空方碾压多方，这是市场行为。

比如正虹科技， 公司 7 月 12 日公

布业绩预告， 预计上半年亏损，当

天就跌停。 中核科技 13 日大跌也

同样如此，其上半年业绩预告净利

润同比下降 95%至 85%。

上述这些个股，都在利空消息

公布之后股价出现大跌，这实属正

常。奇怪的是很多股票在没有缘由

地下跌后，再公告一个利空，这难

免让人怀疑。

比如毅昌股份 7 月 12 日晚发

布业绩修正公告，公告上半年亏损

2000万元至 5000 万元， 原来预计

上半年净利润是 0 万元至 -3000

万元。 公司业绩出了问题，股价调

整很正常，所以 13 日开盘就大跌，

收盘跌 7.22%。但不正常的是，毅昌

股份的卖盘似乎早有准备。毅昌股

份在 7 月 10 日出现大涨， 并突破

近期新高，收光头阳线，而到 7 月

11 日则直接大幅低开， 到 7 月 12

日就直接跌停。 如此来看，7 月 10

日的光头阳线大有拉高诱多之嫌。

上述股价走势比较像被称为

“温州断魂刀” 的出货手法，“温

州断魂刀” 是连续快速拉升，股价

上涨 50%以上， 然后连续几个跌

停， 经常就有投资者看到价格便

宜，主动买入。 当然这个便宜是相

对于高点，炒作者趁着这个机会跑

路走人。

毅昌股份股价在业绩修正公

告之前就大幅下挫，很有可能是业

绩不达预期消息提前被获悉，而 7

月 10 日的大涨， 完全有可能是为

了接下来的甩卖做准备。

目前来看，多数闪崩股还有待

时间来给出原因，肯定有相当一部

分会公布出利空消息，当然大部分

应该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今年股票

市场被分为“漂亮 50” 和“要命

3000” ， 那些基本面比较脆弱的个

股很可能风向一转就出现闪崩，投

资者对此应保持警惕。 余胜良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

龙头白马股扩散效应将继续

闪崩之后出利空

总有资金更“聪明”

7 月 14 日晚，乐视网发布业绩

预告称，报告期内，受乐视体系资金

流动性紧张的影响，公司品牌受到一

定冲击， 随之客户粘性出现波动，公

司的广告收入、终端收入以及会员收

入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二季度未

对外进行版权分销业务， 导致版权

分销收入同期也大幅下滑； 公司资

产减值损失计提规模较大约为 2.3

亿元， 其中无形资产版权减值准备

1.30 亿元、 存货跌价准备 0.02 亿

元 、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0.98 亿

元———这一切使得公司 2017 年上

半年净利润为 -6.42 亿元～-6.37

亿元， 上年同期为 2.84 亿元， 同比

下降 325.64%-323.88%。

华龙证券副总经理邓丹认为，乐

视网复牌或有四五个跌停。

乐视网

复牌或有 5个跌停

中报预亏 6.4亿元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