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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
周三市场振荡整理，指数收出带上下

影线的小阳线，成交量较周二略有放大。
盘中，上证综指和创业板指数均创出

了此次调整以来的新低，市况岌岌可危，但
自下午一点半左右开始，以万向钱潮、佛塑
科技、新宙邦、江苏国泰、杉杉股份为代表
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板块纷纷启动，强势
上涨，从而激发了市场人气，其他前期强势
股也纷纷走强，此后市场便呈现了振荡盘
升的态势，从而使市场出现了短期的企稳
迹象。

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转型，大量传统
行业增长乏力，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新股
发行又将重启的背景下，近期市场总体仍
将维持弱势整理格局，此时投资宜继续保
持谨慎，以持币观望为主，但经过前几日的
快速下跌并且又创出了新低之后，短期市
场有望延续反弹行情，此时，投资者可以少
量资金适当参与一些强势热点板块及强势

个股的短线或波段行情。

民生证券：
周三沪深股指强势振荡，沪指收出一

根十字星，两市板块涨跌互现，而绿色照明
板块表现强势，板块指数涨幅达1.72%，位
居两市涨幅榜前列，其中澳华顺昌、歌华有
线涨幅超过5%，而和而泰、方大集团、长方
照明、阳光照明等涨幅也超过3%,板块活
跃度在近两个交易日有所提升，短线资金
关注度也开始增加，行业景气度的回升成
为板块表现活跃的催化剂。

我们看到台湾LED公司2月营收超预
期，在春节工作天数减少情况下,芯片龙头
晶电2月营收逆市环比增长5%，同比大增
57%，订单饱满开工率超9成，且乐观看待
三四月经营。

从行业复苏时间周期看，受多重因素
推动，3月起LED行业有望再现高景气，最
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节后补

库存已启动。其次，据调研照明品牌厂大
多数在3月前后召开经销商大会，并计划二
季度起向渠道大力铺货。最后，五一备货
即将来临，而即将举办的世界杯赛事也将
带动TV销售。从产业细分领域看，LED背
光以及照明仍然具备成长空间，而大尺寸
背光产业转移带来的高成长预计还有2~3
年，而LED照明仍然处于成长初期。从投
资标的上看，我们看好产品品质优质、管理
优秀的上市公司。

相关概念个股：长方照明（300301）：主
要从事LED照明光源器件和LED 照明产
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经过前期连
续弱势调整之后，周三该股温和放量，站上
了5日、60日等中短期均线。

飞乐音响（600651）：公司是集绿色照
明产业、IC卡产业、电子部件产业、计算机
系统集成与软件开发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
公司。周三强势突破，逼近前期新高，短线
资金参与度提升，K线结构形成多头排列。

强势热点板块纷纷启动 激发市场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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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股票池（3月12日 星期三）

国泰君安证券河南分公司投研团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理由

爱康科技 002610 -1.34% 12.54

中航机电 002013 0.07% 15.21

卧龙电气 600580 1.56% 7.15

公司目前的产品广泛运用于电站运营、智能机器、新能源汽
车、高铁等多个朝阳领域，具备多重题材交叉。周三小幅反弹，关
注成交量变化，同时警惕市场加速杀跌的风险。

公司基本面存在以下亮点：一、明确作为中航集团机电板块
资产注入平台的地位。二、公司航空机电产品预计在未来5年内
将保持15%左右的稳健增长。周三维持振荡调整，成交量进一步
萎缩，短线调整或延续，同时警惕市场加速杀跌的风险。

一、A股中首个采用金融创新手段的电站运营商，估值可提
升。二、公司经营模式参照美国Solarcity，Solarcity依托光伏租
赁的商业模式创新逆市发展，并获得市场很高的估值溢价（上市
一年涨幅7倍）。三、收购正式方案提升电站规模实现的确定性。
收购瑞旭投资方案的最终确定提升了公司实现2015年1GW电
站运营目标的确定性。周三振荡下行，短期风险仍在加大，建议继
续控制仓位，同时警惕市场加速杀跌的风险，不盲目补仓。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理由

中国石化 600028 4.97

航天信息 600271 1.50% 21.66

机器人 300024 -0.12% 50.82

华夏幸福 600340 22.32

超级大城市经济圈溢出型房地产公司，主要版图位于环首
都经济圈与环渤海圈。公司业绩极为理想，2013年净利润增长
50%~60%，前三季预收账款是2012年全年营收的2.6倍以上。
直接受益于京津冀共同经济圈。周三冲高回落，不可追高，宜低
吸，继续关注。

-4.79%
国企改革，混合经济发展先行者，估值在改革中提升。投资

者可同时关注中国石油。周三跳空向下，降低仓位，密切留意后
期走势。

工业机器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高端激光领域占
有技术优势。周三振荡整理，略有放量，继续关注。

信息安全为主的优质网络信息公司。与京东商城共建电子
发票，成长性良好。动态市盈率不足20倍，货币资金超过总负
债，在高科技公司中占有明显估值优势。周三振荡整理，略有反
弹，继续关注。

中信建投证券投顾团队：

大河实战账户
（3月12日 星期三）

C账户
资金账号：124679
托管券商：国都证券郑州花
园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3年 11月 11
日
初始资金：100万元
总市值：1517567.04元
收益率：51.76%
持 仓 ：新 大 陆（000997）
36000 股 ，航 天 电 器
（002025）51200股。
操作：10.92元卖出亚太股份
（002284）13200 股 ，20.80
元卖出海康威视（002415）
20000股，17.40元卖出上海
凯 宝（300039）53900 股 ，
19.69 元 买 入 新 大 陆
（000997）36000 股 ，15.40
元买入航天电器（002025）
51200股。
（操作指导：朱江汉）

A账户
资金账号：2509
托管券商：国元证券郑州金
水东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3年12月9日
初始资金：10万元
总市值：95861.68元
收益率：-4.14%
持仓：德豪润达（002005）
2100 股 ，荃 银 高 科
（300087）1500股。
操作：无
（操作指导：楚江华）

爱尔眼科 300015 -2.29% 37.61
国内首家上市医院集团，直接受益于民营医院发展政策，高

度看好前景。周三继续下行，降低仓位，关注后期走势。

大盘出现企稳迹象

0.72%

广联达 002410 -2.61% 36.91
优质工程造价软件平台，电子商务龙头，全年净利润增长

57%，货币资金是负债的8倍以上，技术充分调整后稳健向上。
周三向下突破60日均线，中线有看淡迹象，关注反弹的力度。

开盘 1996.24 最高 2011.06
最低 1974.38 收盘 1997.69
涨跌 -3.46 成交额793亿元

开盘 7187.88 最高 7291.55
最低 7139.35 收盘 7217.02
涨跌 4.45 成交额1078亿元

002274 华昌化工 -10.04%
300023 宝德股份 -10.03%
002579 中京电子 -10.03%
000681 远东股份 -10.02%
002649 博彦科技 -10.01%

600722 金牛化工 10.11%
600246 万通地产 10.07%
600155 宝硕股份 10.06%
601998 中信银行 10.06%
600603 大洲兴业 10.06%

600846 同济科技 -10.02%
601099 太平洋 -10.00%
600446 金证股份 -9.99%
600375 华菱星马 -9.99%
600745 中茵股份 -9.96%

000677 恒天海龙 10.11%
000687 恒天天鹅 10.07%
000923 河北宣工 10.06%
002576 通达动力 10.06%
300377 赢时胜 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