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9日，竞技世界（北京）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龙湖、首
开地产在金牛宾馆正式签署合
作协议，这意味着竞技世界项
目正式落户成都金牛区。同
时，西宸天街揭幕典礼也在此
成功举行。

据悉，竞技世界（北京）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竞技
棋牌为发展起点，集研发、运营
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络游戏公
司。目前已成为公认的第一棋
牌竞技平台。本次竞技世界与
龙湖、首开地产的合作由金牛
区政府牵头促成。竞技世界将
在金牛区环交大智慧城“西宸
天街”建立“游戏产业研究院”。

金牛区的创新创业活力指
数日益攀升。环交大智慧城区
域科研院所众多，拥有西南交
大、中电10所、29所等高水平
科研机构，科技水平和人才储
备丰实；区域内二环、三环、金
牛大道等主干道形成“三横五
纵”的地上交通网，2号、5号、6

号、7号、27号等已建和在建地
铁线路正织密成网，交通出行
便利。

此次签约合作，是金牛区
依托产业化项目，优化产业布
局、完善“145”产业体系的一
件大事。竞技世界项目的落
成，将成为金牛区游戏产业发
展的助推剂，极大地带动游戏
产业发展。同时，也将推动金
牛区实现传统地产转型升级。
未来，金牛区产城融合发展的
势头将进一步加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谢燃岸

随着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上市公司一季报也纷至沓来。截至3
月9日，两市共有97家公司发布了一季报预告，其中78家公司预喜，
占比超过八成，33家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最大增幅超过100%。而
这些一季度业绩向好的公司也吸引了大批机构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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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已经展开白 杰 品 股

追 涨 杀 跌

次新股两极分化

掘 金 龙 虎 榜

研 报 精 选

超八成预报公司预喜
来自同花顺的数据显示，截至3

月9日，两市共有97家A股发布了一
季报预告。其中，预增公司35家，续
盈4家，扭亏11家，略增28家，业绩
报 喜 公 司 合 计 78 家 ，占 比 达 到
80.41%。

在这80余家公司中，在预告净利
润最大变动幅度方面，33家公司有望
实现一季度净利润翻倍。其中，坚瑞
沃能扭亏为盈，预计今年一季度实现
净利润2.48亿至2.53亿元，同比变动
164447.25%至167760.70%。成为目
前两市一季报预增幅度最大的公司。

此外，乾照光电、*ST江化、露笑
科技等3家公司预计一季报净利润同
比增幅超10倍，分别为7300.00%、
2101.14%、1094.35%。寒锐钴业、华
灿光电、易尚展示等12家公司预计一
季报净利润同比增幅也均在200%以
上。

从行业来看，医药生物、基础化
工、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和电气设备
板块的一季报较为亮眼。

机构提前布局19股
A股向来喜欢“靓女先嫁”，一季

报也不外如是。从此批业绩预喜的
公司来看，主营业务的向好成为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业
绩预喜的一季报公司也更容易受到
机构的追逐。

以蓝晓科技为例，受益环保化工
业务增长，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增幅
在40%—70%。而去年四季度，便有
公募基金和险资双双进入公司的十
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合计买入156.51
万股。同样，因传统业务高增长，亿
纬锂能今年一季度有望实现净利润
5270.51万至6399.91万元，同比变动
40.00%至70.00%，去年四季度机构
新进275.32万股。此外，澳洋顺昌、

华伍股份、汤臣倍健等17家公司也获
得了机构青睐。

“率先发布一季报预告的公司，
其主营业务或所属行业的景气度都
较高，这对公司全面的业绩也有预示
作用。”某基金经理表示，面对震荡的
市场行情，布局一季报业绩较好的公
司，其安全性更高也更容易受到资金
的追捧。

两条主线优中选优
面对众多绩优股，如何“优中选优”？
分析人士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

布局一季报绩优股。一是结合公司
以往的定期报告，寻找业绩持续向好
的公司，这类适合稳健型资金中长期
布局；二是公司通过资产注入、并购

重组等方式使基本面得到改善，这可
以大幅提升二级市场的预期。

同时，华融证券高级分析师徐广福
表示，目前发布一季报预告的公司整体
数量还偏小，再加上第一批发预告的公
司一般来说业绩靓丽的相对较多。投
资者对于一季报预告公司应仔细甄别，
对于一季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预
增较多的公司，如果股价处于相对低
位，投资者可以积极予以关注。

在投资布局上，广发证券指出，
涨价、基建、电子是2016年业绩加速
最快的三个领域，但其中很多行业已
被机构超配。综合业绩、仓位、相对
收益等角度来看，建议关注煤炭、旅
游、营销传播、装修装饰、医疗器械领
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网达软件（603189）：3 月 9
日涨停。春节后的次新股行情，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刚上市没多
久的次新股。网达软件是去年9
月上市，去年底开始调整的次新
股，春节后却没有怎么涨。现在，
次新股出现两极分化，近期上涨幅
度大的个股开始调整，而网达软件
这类调整充分的，则出现大涨。此
外，公司主营业务还不错，为移动
互联网多媒体软件及服务，以及商
业智能应用软件及服务。

赛为智能（300044）：3 月 9
日涨停，3月6日涨停。人工智能
是近期出现的热点，3月6日曾经
大热，当日科大智能、机器人等
也涨停。3 月 9 日，赛为智能涨
停，科大智能和机器人也跟风，
但收出了上影线，说明市场资金
比较谨慎。赛为智能目前在底
部平台的高位，能否突破是日后
行情发展的关键。

德新交运（603032）：3 月 9
日跌停。次新股，1月24日打开
上市后的一字板，当日收盘价
25.69 元，9日跌停，当时收盘价
34.25元，累积涨幅33%。由此可
见，次新股自春节后展开的一波
行情，个股累积涨幅挺大，此时
面临相当的兑现压力。德新交
运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客运收
入，属于传统产业。后市若次新
股没有整体行情，它的股价也没
有太大空间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雷

两个股获机构净买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5个行

业资金净流入，其中保险、交运
设备、酿酒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
入居前。56个行业资金净流出，
其中有色金属、机械行业、化工
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两只个股获机
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广州发展（600098）公司主

要从事综合能源业务的投资、经
营和管理，是广州市国有资产授
权经营机构。9日获机构净买入
2980万元。

同达创业（600647）公司是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海市的平台单位。目前
主要经营有文化传媒广告业务、
数字电视网络、房地产开发、国
内贸易以及餐饮业务、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实业投资及资产管
理。9日获机构净买入396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东吴证券：
精锻科技（300258）

投资要点：公司是具有多项
核心技术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毛
利长期维持在38%左右，高于汽
车零部件行业平均水平。目前
国产自主车型销量不断超预期，
在变速箱齿轮完成进口替代后，
未来国内高端汽车零部件市场
空间广阔，公司将受益于高端进
口车型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趋
势。此外，公司目前的乘用车精
锻齿轮产销量长期保持行业第
一，全球市场份额占比10%，未来
有望成为国际齿轮龙头。

投资评级：目前公司估值被
低 估 ，预 计 2017 年 收 入 增 长
40%，净利润增长 50%（约 2.8 亿
元），对应 2017 年估值为 23 倍
PE，维持“买入”评级。

兴业证券：
华东医药（000963）

投资要点：公司作为国内内
分泌和免疫抑制剂领域的双料
龙头企业，产品竞争优势明显，
销售能力强大，未来持续较快增
长的确定性高。随着募集资金
到账，困扰公司多年的资金瓶颈
有望解除，公司有望迎来发展新
纪元。同时，受益于医保目录调
整，公司现有两大品种增长动力
强劲，新进入品种有望较快放
量，产品梯队逐步完善，支撑公
司长期发展。

投 资 评 级 ：预 估 公 司
2016-2018 年 EPS 分别为 2.91/
3.73/4.68元，对应估值分别为27/
21/17倍。公司估值水平偏低，业
绩快速增长的确定性强，产品线不
断丰富，维持对其的“买入”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震
荡走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预期中的回落出现，两
市均低开低走，不过在 11 点
之后市场维持横向震荡直到尾
盘，部分权重股在尾盘出现大
单护盘，截至收盘，两市涨停个
股为30只。技术上看，收盘时
各股指均失守5日、10日均线，
说明短期调整已经来临，而沪
指盘中跌破上周五低点，标志
着向下空间已经打开；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同样失守5小
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也呈
现死叉状态，深成指60小时均
线也在盘中一度失守，而沪指
一开盘便失守60小时均线，标
志着短期走势已经转弱。期指
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
明显增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
水平整体明显扩大，持仓数据

显示，各期指主力合约多头主
力减仓力度略强。综合来看，
短期调整已经展开，后市将陆
续考验各个支撑，预期沪指会
在60日均线上方获得支撑。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2.6
元卖出梅泰诺1.6万股，之后
以43.2元买回1.6万股，未能
实现降低成本。目前持有城投
控股（600649）0.1万股，广东鸿
图（002101）3万股，多伦科技
（603528）1.2 万 股 ，梅 泰 诺
（300038）1.6 万股，中国神华
（601088）4 万股。资金余额
3155320.97 元 ，总 净 值
6038840.97元，盈利2919.42%。

周五操作计划：城投控股
停牌中，广东鸿图、多伦科技、中
国神华拟持股待涨，梅泰诺拟先
卖后买做差价，长城电脑买回价
格不高于10.35元。 胡佳杰

A股“靓女先嫁”
近百份一季报八成预喜

新政要求
网约车必须有证经营

早在 2016 年 11 月 5日，
成都市交委正式在官网公布
《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简称“网约车新政”）。

记者注意到，新政明确，在
成都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
在成都设立服务机构，具有相
应的线上线下服务能力，并向
所在地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

其次，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应对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交
的申请进行审核。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的，应当明确其经营范
围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区域为全市行政区域范围，经
营期限为5年，并发放《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成都首张
滴滴成都拿到经营许可证

8日下午，成都市交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日下午5点
过，成都市锦江区建交局给“滴
滴出行”正式颁发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据悉，这是成都首张网约
车经营许可证，在全国范围内，
也是首次将网约车平台分公司
纳入线下规范管理，标志着成
都在网约车经营和服务规范管
理工作中迈出坚实一步。

记者看到，成都市交委颁
发的成都第一张《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业户名称
为滴滴出行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经营范围为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客运，并附有滴滴公司总
部和成都分公司地址。

此次成都市交委向滴滴成
都分公司颁发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可以说是将网
约车新政予以付诸实际。

网约车平台
须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资质

其实在3月 2日，滴滴出
行便宣布，滴滴拿到天津市颁
发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
营许可证》。这是继神州专车、
首汽约车相继获得网约车牌照
之后，第三个获得网约车经营
许可证的网约车平台。

按照交通部要求，网约车
平台在某城市获得线上运营牌
照后，可全国通用，无需再申请
线上运营牌照。但是，具体到
全国各城市时，还需获取线下
运营资格证。

此次滴滴成都公司获网约
车经营许可证，意味着滴滴在
成都已获得线下服务资质。

按照成都市交委此前发布
的网约车新政，网约车司机和车
辆还必须分别取得《网络预约出
租车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运输证》，以实现对网约
车驾驶员和车辆的准入和管理。

据了解，目前成都首张《网
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和《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尚未
发出。

滴滴获成都首张
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竞技世界项目落户成都金牛区

3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交委获悉，按该委此前发布
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当天下午，成都市锦江区建交局
向“滴滴出行”正式颁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成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成都首张网约车
经营许可证，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是首次将网约车平台分
公司纳入线下规范管理。

8日晚，滴滴成都公司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滴滴出行在
成都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许可证》，而这也意味着滴
滴出行在成都通过了线下“考
试”，成为首家在成都具备线下
服务资格的网约车平台。

据了解，按照交通运输部
等7部委发布的《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具备

线上、线下服务能力。
此前，滴滴在天津获得的

网约车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可在
全国范围通用。此次在成都获
得的《网络预约出租从汽车经
营许可证》是成都发出的首张
地方许可。

滴滴出行方面表示，下一
步将配合各地方主管部门的各
项要求，尽快完成相关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滴滴回应：
为成都首家获线下服务资质的网约车平台

制图 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