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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近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经过周

密准备， 原油期货上市的各项工作已

经基本完成。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原油

期货将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 在上海

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我国推出原油期货意义重大。 原

油期货产生的“石油人民币” 将回补

中国经济，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并提

高中国在全球石油市场的定价权。 对

实体经济来讲， 原油期货将为国内企

业提供套期保值渠道， 减少企业的石

油现货库存和资金占用， 为炼厂降低

汇兑损失风险和交易成本。 随着原油

期货的正式起航， 国内相关炼厂及龙

头期货公司有望直接受益。

【影响个股】

上海石化 中国中期 弘业股份

原油期货上市获批

热点事件聚焦

事件

开盘：3128.37点 最高：3168.13点

最低：3113.61点 收盘：3154.13点

涨跌：24.27点（0.78%）

成交：1710亿元

开盘：1604.56点 最高：1654.65点

最低：1604.56点 收盘：1648.07点

涨跌：55.56点（3.49%）

成交：535亿元

开盘：6842.28点 最高：7050.59点

最低：6842.28点 收盘：7029.77点

涨跌：233.97点（3.44%）

成交：713亿元

开盘：10059.86点 最高：10325.68点

最低：10059.86点 收盘：10291.88点

涨跌：290.66点（2.91%）

成交：1787亿元

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飙升逾 3%

周一， 两市展开强反弹，深

市大幅拉升 3%，中小创领涨。 盘

面上，园林工程、软件服务、材料

行业、造纸印刷、电子信息、电子

元件、通讯行业涨幅居前。 高送

转、3D 玻璃、次新股、锂电池、草

甘膦、大数据、苹果概念等大涨。

市场呈现普涨格局。

从技术上看，沪指形成连阴

后的反弹阳线走势，距离 5 日线

仍有空间。 深成指昨日阳线涨幅

较大，已经触碰 5 日线，表现较

强。 创业板上周先于主板市场反

弹， 昨日再度大涨， 已经冲过 5

日线压力，表现强势。

巨丰投顾认为，多家上市公

司公布 2017 年业绩快报， 业绩

地雷集中释放，加之外围市场连

续大跌，A 股出现非理性杀跌。

上证 50 指数， 短短 4 个交易日

跌幅高达 14%，沪指 10个交易日

内跌幅超过 13%。 周五外围市场

巨震，美股收涨，利于市场情绪

的稳定。 本周只有 3 个交易日，

且并未核准新的 IPO，多重因素

作用下，市场转暖。

源达投顾认为，沪指小幅反

弹以阳线报收， 结束了连阴走

势，成交量大幅萎缩，周末利好

不断， 后市有望连续反弹，“红

包” 行情有望延续。

天信投顾表示，就节前走势

而言， 经过连续的下跌之后，已

经展开修复行情走势。 操作上，

整体还是建议保持谨慎，注意回

避目前还在高位没有回调的个

股， 这种个股存在补跌风险；逢

低考虑近期连续大跌的个股，但

要注意控制仓位，整体仓位不建

议超过 5 成，同时具备政策 + 超

跌 + 业绩等这种类型的个股可

重点关注。

天风证券徐彪团队建议投

资者，将注意力放在优选一季报

高增长低估值的成长股之上。 方

向上，天风证券看好受益于消费

升级、制造升级、创新发展等方

面。 落实到具体的行业，其更加

偏好性价比突出的传媒、工业软

件以及未来可能发生重要变化

的军工和工业环保。

分析师：“红包”行情有望延续

事件

阿里入股居然之家

【解析】

近日， 主营家居建材连锁的居然

之家宣布引入逾 130 亿元战略投资。

其中， 阿里巴巴及关联方投资约

54.53 亿元，以获得居然之家 15%的股

份。 这不仅是国内家居业今年首单百

亿级战略融资， 也为阿里的新零售战

略开辟了一条新战线。至此，阿里形成

了覆盖快消商超、 服饰百货、 餐饮美

食、家装家居的新零售全业态布局。

新零售从单点破局， 已发展到跨

界融合、全产业聚力的新阶段。不仅是

阿里， 腾讯也在近期接连牵手永辉超

市、步步高、海澜之家，将触手延伸至

服饰百货的垂直场景。 与电商平台相

比， 线下门店具备用户体验和物流配

送渠道的优势，无法被简单取代。

【影响个股】

美凯龙 家家悦 永辉超市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港股直通车

港股大跌

买还是卖

由美股大跌引爆的全球“股灾” ，

造成资本市场大量财富的灰飞烟灭。

面对突如其来的“股灾” ，及时止

损还是越跌越买？ 我们不妨看看市场

上的专业投资者是怎么应对 “股灾”

的。

数据显示，在“股灾” 发生的上周

内，易方达恒生国企 ETF 基金，从 2 月

5 日的 71.08 亿份增加到 2 月 9 日的

84.81亿份， 在市场大跌的情况下，这

只 ETF 基金被大举买入， 一周增长

19.3

2%

。

ETF 的申购者向来是市场上

最为专业的投资者， 他们的持仓变动

值得投资者重视。

易方达如此被大举买入的背后，

是资金看好内地企业的盈利预期。 易

方达恒生国企 ETF 主要持仓的是在港

上市的内地顶尖公司，如中国银行、中

国太保、中国神华、中国电信、海螺水

泥、万科等。 这轮港股暴跌，为持币观

望者带来了良机。 目前，一方面港股估

值跟各主要资本市场比较， 尚属于价

值洼地。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强劲增

长，更增强了跑步入场者的信心。

华创证券飞山街营业部 张静

▲ ▲ ▲ ▲

本报综合消息 根据交易所安

排，华宝股份和润建通信今日进行

网上和网下申购。

华宝股份(300741)此次发行

总数 6159 万股， 网上发行为 1847

万股，发行市盈率 22.99 倍，申购

代码为：300741， 申购价格：38.60

元， 单一帐户申购上限 1.8 万股，

申购数量 500股整数倍。

公司主营：香精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同时经营少量的食品配料

业务。

润建通信(002929)此次发行

总数 5519 万股， 网上发行为 2207

万股，发行市盈率 22.99倍，申购代

码为：002929，申购价格：23.95 元，

单一帐户申购上限 2.2 万股，申购

数量 500股整数倍。

公司主营： 通信网络建设服

务、通信网络维护及优化服务。

二只新股今日申购

以“全球最大代工厂” 著称的

富士康，正在撕掉“代工” 标签转

型工业互联网，有望成为 A 股市值

最高的科技股龙头。

2月 9日晚间， 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在证监会预披露招股说

明书（申报稿），拟在上交所上市。

一位基金经理表示，考虑富士

康发展成熟， 保守估值给 15 倍市

盈率； 考虑富士康在 A 股的稀缺

性，估值市盈率达 30倍左右。 所以

富士康如果 A 股成功

IPO

，

市值或

达 3000亿元 -�5000亿元。

有分析认为，国内科技类最大

公司海康威视市值 3400 多亿元，

360借壳后市值达 3400多亿元，富

士康股份很可能成为 A 股市值最

高的科技股龙头。

富士康拟登陆 A 股，哪些 A 股

小伙伴最受益？ 业内人士整理出了

一份概念股名单，投资者不妨多多

留意。 据《中国证券报》

巨无霸富士康拟登陆 A股

这些小伙伴最受益

富士康概念股

类型 证券简称

参股

安彩高科 鹏鼎控股

类型 证券简称

供应商

京 泉 华 光 韵 达

奋达科技 胜宏科技

劲拓股份 新亚制程

华东科技 沃特股份

广信材料 金龙机电

昊志机电 博威合金

东尼电子 东阳光科

顺络电子 云海金属

今年以来截至上周五， 共有

30 家公司实施了定向增发， 以上

周五最新收盘价与增发价相比，共

有 19 家公司股价跌破增发价，其

中，沪市有 4 家公司，深市主板有

3 家公司， 创业板有 5 家公司，中

小板有 7家公司。

具体来看， 在上述 19只最新

收盘价跌破增发价的个股中，股价

较增发价的跌幅超过 10

%

的
个股

有 15 只，其中，万润科技、津膜科

技、世嘉科技、远光软件、中孚实业

等 5 只个股的股价跌破增发价幅

度均在 20

%

以上。

从市场表现来看， 在上述 19

只股价跌破增发价的个股中，1 月

29日以来股价累计跌幅超过 20

%

的个股共有 8 只，分别为：津膜科

技、濮阳惠成、博深工具、石化油

服、深天马

A

、

远光软件、世嘉科

技、万润科技。

对此， 分析人士表示，

A

股市

场的持续低迷也让定增市场陷入

动荡，已实施定增的上市公司股价

开始频频跌破增发价，从参与成本

看，破发价格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

确定的安全垫， 在市场调整的时

候，基本面优秀且有较大成长动力

的部分破发优选股更显投资价值。

截至上周五， 剔除负资产公

司， 沪深两市共有 70只个股市净

率低于 1倍， 其中， 悦达投资、ST

信通、湖北宜化、皖能电力、亚光科

技、海马汽车、华茂股份、赣粤高

速、中煤能源等 9只个股的最新市

净率均在 0.8倍以下。

从行业角度来看，破净的公司

主要集中在公用事业、银行、房地

产、汽车、化工等行业，在 70 只破

净的个股中有 13 只公用事业股，

占破净个股的比例为 18.57

%

，

这

13 只破净公用事业股分别为：皖

能电力、郴电国际、华电国际、豫能

控股、吉电股份、哈投股份、银星能

源、深圳能源、粤电力 A、漳泽电

力、赣能股份、通宝能源、福能股

份。

上述处于破净状态的 13只公

用事业股，1 月 29 日以来股价均

出现下跌， 并且调整幅度普遍较

高，哈投股份、银星能源、郴电国际

等 3 只个股期间累计跌幅均在

20

%

以上。 进一步梳理发现，上述

13 家公司中，已披露 2017 年年报

业绩预告的 8家公司均表现不佳，

2017 年业绩呈现预减或首亏的情

况。

与此同时，银行业的破净股也

比较多，截至上周五，共有 11只银

行股破净， 占破净个股的比例为

15.71

%

。

这 11只破净银行股分别

为：华夏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

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上海银

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

行、江苏银行、北京银行。

但与破净的公用事业股不同

的是，2017 年上市银行业绩普遍

预喜， 中原证券指出，2017 年，银

行营业收入与资产质量环比大面

积改善，乐观预期逐步兑现，并坚

持认为 2018年银行业绩与资产质

量改善范围将逐步扩大，由大银行

逐渐蔓延至中小银行。

以上周五最新收盘价与首次

发行价相比，沪深两市共有 220家

公司股价跌破发行价， 其中，有

127 只个股的破发幅度超过 20%，

而金杯汽车、*ST 锐电、华谊集团、

神奇制药、庞大集团、贝因美、吉鑫

科技等个股破发幅度均在 7

0%

以

上。

从业绩角度来看，在上述 220

家股价跌破发行价的公司中，有

181 家公司已披露 2017 年年报业

绩预告， 业绩预喜公司达到 113

家，占比 62.43

%

。

从预计净利润同

比最大增幅来看，23 家公司有望

实现 2017 年净利润同比翻番，丰

华股份 (1058.32

%)

、 山东矿机

(601.7

6%)

、精艺股份(575.07

%)

、

益盛药业 (400.00

% )

、 郑煤机

(374.20

%)

、乾照光电(342.31

%)

、

中远海发 (252.00

%)

、 宏达新材

(217.0

7%)

、中国石油(203.00

%)

等

公司 201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均在

2 倍以上。 而包括昊华能源、林州

重机、协鑫集成、氯碱化工、天龙光

电、天沃科技、金杯汽车、华电重工

等公司在内的 26家公司也有望实

现 2017年业绩扭亏为盈。

从市场表现来看， 在上述

2017年年报预喜的破发股中，1月

29 日以来， 累计跌幅超过 20

%

的

个股有 31 只，其中，科融环境、通

达动力、海航创新、精艺股份、海南

矿业、申科股份、雷柏科技等个股

期间累计跌幅均在 25

%

以上。

据《证券日报》

“三破” 股中寻找投资机会

截至上周五，沪深两市共有 19 只个股股价跌破定增价格，70 只个股股价跌破每股净资产，还

有 220 只个股股价跌破上市发行价。

分析人士认为，正所谓“不破不立” ，“三破”股大量出现往往是市场筑底反弹的标志，在“三

破股”中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破增股

破净股

破发股

科森科技 (603626)2 月 12 日

晚发布年报， 公司 2017 年营收为

21.65 亿元，同比增长 66

%

；

净利为

2.22亿元，同比增 17.74

%

。

公司拟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2.50 元（含税），同时每 10 股转增

4股。

科森科技

拟 10 转 4 派 2.5 元

■公司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