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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推荐

2014年以来公司并购动作频频，无论是现金收购

方达医药（ 海外市场垫脚石）还是北京康丽华（ 主要从

事GMP认证），包括最新公告的收购北医仁智（ 强势领

域在心血管）以及公告成立的并购基金，都是作为一个

CRO公司发展之必然。同时本次流动资金的补充也为

未来的其他合适标的收购提供了潜在的弹药。并购仍

将继续。维持“ 买入”评级。 推荐机构：中信建投

泰格医药（ 300347）

外延式并购仍将继续

公司公布2014年年报业绩预告，基本每股收益为

0.56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9.15%。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电

梯控制系统配套供应商，幵且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

内一直为国内第一。2014年，公司逐步将研发重点转移

至机器人领域。预计未来公司机器人销售增长率将保

持在年率25%以上。工业4.0的时代来临将进一步增厚

公司业绩。给予“ 推荐”评级。 推荐机构：爱建证券

新时达（ 002527）

机器人产能开始释放

积成电子与北京久远共同设立“ 久成军工产业并

购基金”。久成基金的投资领域将集中于军工信息化

领域。积成电子拥有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技术及产业

化经验，而北京久远作为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

单位中物院的下属公司，积累有丰富的军工产业资源

和军转民项目储备，双方在军民融合方面具有良好的

互补性。维持“ 推荐”评级。 推荐机构：平安证券

积成电子（ 002339）

成立军工并购基金

峨眉山发布业绩预告：预计2014年归属上市公司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50%-80%，实现每股收益约0.65-0.78

元，业绩高增长来自于客流反弹和费用控制两方面。成

绵乐高铁已投运，交通辐射半径的扩大将反映在游客

规模增长方面。公司作为传统国有自然景区，也面临国

企改革预期下的激励机制改善以及产业链外延式扩展

的诉求，维持“ 买入”评级。 推荐机构：中银国际

峨眉山A（ 000888）

关注高铁开通后效应

江铃汽车发布业绩快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21.08亿元，同比增长24.4%。净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

销量上升和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根据2013年政

府补贴1.73亿元估计，政府补贴占净利润比例很少，主

要增长动力来源于销量上升。自2013年开始，江铃汽

车销量增速步入快车道，营收及净利润也开始稳步上

升。维持“ 买入”评级。 推荐机构：民族证券

江铃汽车（ 000550）

净利润开始稳步上升

自从限抗政策执行以来，公司原有主业抗生素受

到抑制，但自2013年已企稳；并购海力生和保灵集团，

进入儿童产品和孕妇保健品领域；2014年收购杭州恩

氏基因，进入基因保存以及环境污染物检测业务。公

司已从传统抗生素企业转型为聚焦于孕妇、儿童产业

的公司，并以制药工业为基础，逐渐涉足健康服务产

业。首次给予“ 买入”评级。 推荐机构：海通证券

仟源医药（ 300254）

绝地转型，扬帆起航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两市股指全线红盘，

沪指早盘一度跌近1%，午间收盘成功

翻红，午后加速上涨，两桶油临近收盘

突然直线拉升,中国石油涨逾2%，沪指

再创本轮上涨行情的收盘新高。

板块方面，题材股全线活跃，体

育概念股探路者、贵人鸟、江苏舜天

均涨停，中体产业涨逾9%，中信国安

涨逾8%，雷曼光电涨8%。

上海本地集体大涨，交运股份、

锦江投资、上海钢联、浦东金桥、上海

建工、龙头股份、豫园商城等7股涨

停，张江高科逾9%，上港集团涨逾7%，

界龙实业涨近7%。

不过，券商股没有因为申万宏源

上市交易而再度活跃，国信证券、国

海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

券等跌幅居前。银行股表现低迷，交

通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

行等下跌。

昨天龙马环卫、火炬电子两家公

司登陆A股市场，龙马环卫收盘报

21 .40元，涨幅为44.01 %，火炬电子收

盘报1 4.95元，涨幅为44.03%。今天晨

光文具、利民股份和健盛集团3家新

股将上市。

截 至 收 盘 ， 沪 指 涨 0.94%，报

3383.1 8 点 ； 深 证 成 指 涨 2.1 9%，报

1 1 686.97点；创业板指数、中小板指

数分别大涨2.50%、2.47%。

市场人士认为，昨天两市绝大多

数题材股表现不俗，共有超过70家个

股涨停，场内赚钱效应显著，虽然两市

成交量有所萎缩，但市场人气不减。

体育概念全线上涨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周一体育概

念再度爆发，板块整体涨幅达5.64%。

个股方面，探路者、贵人鸟、江苏舜天

涨停，中体产业涨9.66%，中信国安涨

8.1 6%，雷曼光电涨8%，浔兴股份上涨

7.84%。

众多消息令A股市场的体育概念

热度不减，上周同期沪深300 指数微

涨1 .86%。上周体育板块表现活跃，上

涨1 2.29%，跑赢沪深300 指数1 0.43

个百分点，行业排名居首。重点个股

方面，受行业板块整体影响，贵人鸟

涨幅居前，涨幅为20.25%探路者涨幅

1 9.1 4%，中体产业涨幅1 5.63%，江苏

舜 天 涨 幅 1 4.05%， 雷 曼 光 电 涨 幅

1 2.94%，中信国安涨幅1 2.08%，金丰

投资涨幅1 0.64%。

周一体育板块再受资金关注。其

中，中体产业净流入1 .99亿元，江苏

舜天1 .06亿元，探路者8801 .75万元，

中信国安7686.09万元贵人鸟5867.66

万元，雷曼光电2825.67万元。

上海证券表示仍然看好基本面良

好的体育概念公司和有热点题材的股

票。重点关注中体产业、探路者、雷曼光

电和江苏舜天。银河证券则表示体育主

题将贯穿201 5 全年，该主题依次推荐

探路者、浔兴股份、贵人鸟。

盘中观察

题材股全线活跃 市场人气不减

申万宏源 上市首日 成为了深市“ 一哥”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作为券商行业迄今为止

最大的并购案例，由申银万国和宏源

证券合并而成的申万宏源昨天登陆

深交所，不出市场意外，申万宏源取

代国信证券成为深市市值最大的上

市公司。

申万宏源上市首日开盘参考价

为 1 4.88 元 ， 开 盘 报 1 7.77 元 ，涨

1 9.42%，迅速冲高1 9.55元，被深交所

临时停牌一小时。深交所发布公告，

申万宏源盘中成交价较开盘价首次

上涨达到或超过1 0!，根据《 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对

股票实施临时停牌。申万宏源复牌后

再度拉升，一度拉高21 .1 0元，收盘时

涨32.06%，报1 9.65元，总成交金额达

237.6亿元，换手37%。盘后数据显示，

买一宏源证券深圳福华一路证券营

业部，买入金额2.1 7亿元，买五出现

了机构席位，买入1 .1 99亿元，国泰君

安证券上海江苏路证券营业部、国泰

君安证券成都顺城大街证券营业部、

国泰君安交易单元分列卖出前三位，

分别卖出1 1 .66亿元、7.88亿元、7.75

亿元。

截至昨天收盘，申万宏源总市值

高达291 9.35亿元，成为了深市总市

值的“ 一哥”，逼近沪市最大市值券

商公司中信证券的总市值31 52亿元，

而此前深市市值最大的国信证券昨

天总市值为1 880.26亿元。

申万宏源本次重组由申银万国

证 券 以 换 股 方 式 吸 收 合 并 宏 源 证

券，即申银万国证券向宏源证券全

体股东发行股份，以取得这些股东

持有的宏源证券全部股票，总股本

1 48.5674亿股。开源证券研报认为，

申万和宏源并购案的最终落地，对

未来证券行业并购重组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而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在

整合中采取的“ 金控平台”的组织

构架也将为后续的行业并购提供新

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