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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回撤整固，持股等待

1、做多能量不足。

A股纳入MSCI名单确定后，市场情绪一度升温，陆港通南向北资金加速流入，但这种热情没有持续，

主要是场内投资者情绪没有被完全调动起来。原因有二，一是机构投资者仓位普遍偏重，加仓余地不

大，看多难做多，只能持股等抬轿；二是在监管持续高压背景下，一些活跃游资大户投机行为收敛，

主动营造热点的能力下降。现在，大部分场内外投资者对于A股寄予乐观的预期，在有限的增量供给

下，资金基本上还是在蓝筹白马真成长这个主线时不时的有一些配置动作，通过基金发行、陆港通渠

道以及直接开户买股形成的购买力还是不足。

2、防御类个股强者恒强。

从宏观经济背景角度看，是投资者看淡经济增长前景的一种选择，大致方向就是弱周期或者可以穿透

行业周期的领域，偏消费的居多；另外，从盈利驱动逻辑看，医药、食品饮料依旧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行业经过一些利空洗礼后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与此同时，一些细分龙头公司重新焕发了增长活力，

部分公司更是出现季度层面盈利的超预期增长，所以，这吸引了资金有限关注。在这种持续抱团行为

之后，我们认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估值驱动逻辑的有效，两市不可能一直是那些高股价高估值的公司

逞强，一些相对低估值，增长依旧稳健或者增长提速的行业公司同样也会继续上行。对于上述逻辑演

变，我们持有乐观态度。

3、淡化趋势，侧重个股。

当市场情绪无法持续发酵，那么短期内会进入一个震荡整固，以时间换空间，同时继续等待增量资金

的驰援，我们近期一系列的观点也指数，近期A股的核心矛盾就是资金面，资金供给充沛，市场情绪

就会升温，赚钱效应就显著，否则，市场会进入一个平衡格局。策略上，我们建议大家看好市场慢节

奏震荡上涨大趋势的同时，对于短期的停留也要接受并保持耐心。眼下的操作节奏可以慢一些，投资

的重点继续放在个股的甄选上来，淡化趋势的干扰。

（刘海杰 A0430611030006）



个股信息精粹
（一）公告点评：润达医疗（603108）拟11.37亿元控股多家医疗服务公司

事件：公司公告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神光分析

1、根据公告，公司拟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作价11.37亿元收购苏州润赢70%股权、上海润林70%股权、

杭州怡丹25%股权、上海伟康60%股权及上海瑞美55%股权，同时配套募资不超5.35亿元。交易后将分

别持有上述公司70%、70%、70%、60%及100%的股权。这些公司为医疗服务行业中的体外诊断产品流通

与服务企业、医疗器械仓储物流服务商和医疗卫生信息化软件企业。

2、标的公司的情况介绍。本次标的公司中苏州润赢、上海润林、杭州怡丹均从事医学实验室综合服

务业务，均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服务团队，在各自服务的区域市场及专业化领域中均具有一定的市

场占有率。标的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未来前景可期。

标的公司上海伟康作为专业的仓储物流配送服务商，已经拥有超过 20 年的相关服务经验和必备的经

营资质，在其主要经营区域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突出。上海伟康作为专业的物流服务提

供商，未来将在第三方物流服务方面加大投入，力争将上海伟康打造为上海地区最专业的第三方物流

服务供应商之一。标的公司上海瑞美在医疗卫生信息化软件行业拥有较为丰富的客户资源，尤其在实

验室管理系统（ LIS）细分领域， 上海瑞美已成为全国领先的 LIS 系统供应商之一，市场占有率名

列前茅。 在现有软件产品的基础上，上海瑞美为全面满足客户的需求，适应市场潮流，针对区域检

验结果互认政策的执行，已着手研发新一代的区域检验信息化系统，旨在实现区域内检验系统全面信

息化及系统的统一化，为区域检验结果互认奠定了良好的信息化基础，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3、润达医疗作为国内领先的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继续完善服务范围及服务内容，充分满

足医学实验室的现代化需求，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积极应对市场竞争格局， 润达医疗在医学实验室

综合服务领域方面制订了全面扩张服务区域及不断提升服务能力的发展战略，同时，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的力量，巩固行业领先者的地位。因此，润达医疗一方面积极通过资本市场手段扩张服务区域、增

加服务内容，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的投资及建设分别以外延和内生的方式提升公司的服务能力。本次

标的公司中，苏州润赢、上海润林及杭州怡丹均为区域或专业化领域中领先的企业，通过对其收购，

润达医疗将进一步增强在相关区域或专业化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上海伟康及上海瑞美均为专业的服务

商，通过本次交易，润达医疗将进一步提升仓储物流服务能力及实验室信息化服务能力，加强综合服

务的内容和服务能力。最终全面提升上市公司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业务，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盈利

能力，完善全国市场布局。

刘亮亮（执业证书编号A0430617060001）



（二）公告点评：江河集团(601886)收购光正眼科医院股权

图片来源：江河集团官网

事件：江河集团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江河维视与南京泽明拟分别受让东台光正眼科医院有限公司30%

股权、40%股权，转让完成后再共同以增资方式最终持有标的公司70%的股权。

神光分析：

1、公司致力于提供绿色建筑系统和高品质医疗健康服务，坚持“双主业，多元化”发展战略，在建

筑幕墙、室内装饰、室内设计、眼科等专业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公司目前为澳大利亚上市公司Primary

第一大股东，Primary是澳洲领先的医疗服务上市公司之一，主要从事医疗中心、病理学和影像业务。

目前拥有75个医疗中心、2396个病理学站点、142个影像站点，业务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

利亚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等。

2、公司的医疗健康业务板块，以眼科、第三方检测等专科领域为主要方向，其中，眼科业务包括澳

洲最大连锁眼科品牌Vision和苏皖地区知名品牌南京泽明。Vision作为国际高端品牌，主要从事眼科

咨询及日间手术室业务，拥有15家专业眼科医院、9家先进的日间手术室、6家激光眼科手术中心，眼

科治疗服务主要包括角膜手术、屈光类手术、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治疗手术,玻璃球视网膜手术、黄

斑变性疾病治疗等，业务分布在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等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国内以南

京泽明为苏皖区域总部，2017年通过新开、并购等方式新增常州泽明、靖江光明医院等医院，主要开

展屈光、视光、眼底病等眼科全科诊疗业务，进一步推进了公司国内眼科医疗业务在长三角区域的布

局。目前，公司的全飞秒及全激光治疗近视、超声乳化治疗白内障、玻璃体切割治疗玻璃体视网膜疾

病以及医学验光配镜四大业务均处在区域领军地位。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受让东台光正眼科医院有限

公司70%的股权，将进一步加快公司眼科医疗业务的开拓及布局，为公司扩展国内眼科医疗业务市场

带来协同效应。

3、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叠加“健康中国”、医保商保体系完善、生育政

策放开等战略性政策支持，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未来市场前景广阔。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健康产业总规模将超过8万亿元。随着电子产品应用的扩大，现代社会学

习、工作、娱乐用眼强度大幅增加，导致各种眼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及年轻化趋势，特别是近视人群

向低龄化、高发化方向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年龄相

关性眼病持续增长，眼科诊疗市场容量将不断扩大。公司汇集了一批知名眼科专家，引进国际最新的

眼科诊疗技术和先进设备，依托Vision品牌优势，已成为区域领先的知名眼科医疗品牌、地区百姓最

信赖的医院之一，通过新开、并购等方式快速复制，做大做强医疗健康业务，未来将实现跨越式发展。

4、简单估算，目前股价对应2018年动态市盈率约为17倍，估值较低。

（栾丽萍A0430611030002）



（三）公告点评：东材科技（601208）拟2000万元增资入股星烁纳米公司

事件描述：东材科技拟以2000万元向星烁纳米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材科技将持有星烁纳米

4%的股权。星烁纳米专注量子点制备、LCD 背光源、QLED 量子点墨水、以及全色彩QLED喷墨打印等

技术开发。

神光分析：

1、星烁纳米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荧光纳米材料（量子点）的新型结构设计、可控规模化制备和应用

关键技术开发的科技型企业，在量子点技术应用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市场

应用空间广阔，并已与多家显示龙头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近年来，全球量子点显示技术

不断突破，以其显著提升屏幕色域，降低使用能耗，成为全球 LCD 电视换代升级的大势所趋。作为

量子点显示技术的核心载体，量子点膜的市场需求也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东材科技深耕于特种聚脂薄膜制造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薄膜制造经验，同时拥有自主研发的聚

酯切片合成及改性技术。2015 年，公司投建的 2 万吨光学级聚酯基膜生产线正式投产，经过近 3 年

的沉淀积累，目前正处于产品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未来重点发展光学膜材料是公司重要的战略举措

之一。基于双方在技术储备和制造经验的协同互补，公司拟与星烁纳米共同开发量子点树脂高分子光

学膜、量子点和纳米粒子树脂高分子光学膜的配方及制备技术，在显示、照明等领域应用和实施。本

次，东材科技投资 2,000 万元增资入股星烁纳米，拟通过股权合作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

（肖乐健 执业证号：A0430617070001）



（四）公告点评：济川药业（600566）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药品纳入安徽医保目录

图片来源：公开网络

事件：济川药业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药品纳入安徽医保目录

神光分析：

1、济川药业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药品产品线主要围绕儿科、呼吸、消化等领域，

主要产品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其中，蒲地蓝消炎口服

液为独家剂型，临床上主要用于腮腺炎、咽炎、扁桃体炎、疖肿等；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是新一代质

子泵抑制剂，主治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为独家品种，主治小儿

风热感冒。除药品业务外，公司子公司蒲地蓝日化及蒲地蓝药妆主要从事蒲地蓝牙膏、药妆等日化产

品业务，康煦源主要从事保健品业务。

2、济川药业坚持“大品种战略”，核心产品蒲地蓝消炎口服液、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以及小儿豉翘

清热颗粒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以及市场领先规模优势。其中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为公司独家剂型，具有清

热解毒、抗炎消肿及抗菌、抗病毒的作用；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为公司首仿产品，近几年在国内雷贝

拉唑类市场占有率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为公司独家品种，不仅能清热、消炎、抗菌、

抗病毒，而且能调理肠胃、保护脾肺。

3、济川药业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药品纳入安徽医保目录。济川药业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全资子公

司济川有限的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健胃消食口服液、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溶液、川芎清脑颗粒及东科制

药的仙蟾片被纳入安徽省医保目录。其中，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健胃消食口服液属于独家剂型，蛋白

琥珀酸铁口服溶液属于首仿产品，川芎清热脑颗粒、仙蟾片属于独家品种。

（张生国 A0430611040001）



（五）公告点评：东江环保（002672）6亿投建涉县循环经济示范中心

图片来源：东江环保官网

事件：东江环保16日公告，公司与邯郸市涉县龙西工业聚集区管委会签订合同书，就推进涉县循环经

济示范中心投资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神光分析：

1，本次项目名称是涉县循环经济示范中心，项目地址在邯郸市涉县龙西工业聚集区内，项目年处理

工业固体废物总规模约 15 万吨，拟建设含资源化利用、焚烧、填埋、物化固化、研发中心、检测中

心、应急中心、培训中心。项目总投资预计 6 亿元，分期投资、分期建设。邯郸市为河北省重要城

市之一，工业门类较为齐全，产业经济基础雄厚，为全国重要的冶金、电力、煤炭、建材、纺织、日

用陶瓷、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其中涉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矿产资源丰富，多次

被评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本协议项目所在地在邯郸市涉县龙西工业聚集区内，该

工业区为省级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北省承接京津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功能的

40 个重要平台之一。本协议的签署对方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龙西工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是龙西工

业聚集区的综合管理机构，具备良好的信用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

2，东江环保致力于工业和市政废物的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理，配套发展水治理、环境工程、环境

检测等业务，构建完整产业链，铸造废物资源化为核心的多层次环保服务平台，为企业的不同发展阶

段定制和提供一站式环保服务，并可为城市废物管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3，近年来，邯郸市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随着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预计未来几年，该区

域危废产生量将会快速增长；此外邯郸市特别是涉县龙西工业园为承接河北省雄安产业转移的重要区

域，未来将引入较多化工企业，工业危废市场前景广阔。而目前河北省特别是邯郸市仍缺乏较为成熟

大型的工业危废综合处置基地，处置能力较为不足。本次签约项目规划拟建成大型工业危废综合处置

示范中心，年处理工业固体废物总规模为 15 万吨，将会分期建设，一期建设预计规模为 7 万吨/年，

包括焚烧 2 万吨/年、填埋 4 万吨/年、物化 1 万吨/年。通过实施本项目，可承接邯郸市乃至河北

省的工业废物处理业务，提升公司在京津冀区域的市场占有率；此外，该项目包含危废填埋处理方式，

属于市场稀缺产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京津冀区域的业务链条及核心竞争力，同时将与公司于河北

省衡水市、唐山市危废处理项目形成有效协同，完善公司在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布局，为公司未来长远

发展积聚后劲并打下坚实基础。

（张栓林 A0430617010001）



（六）公告点评：合盛硅业（603260）拟44亿投资年产20万吨硅氧烷项目

事件：合盛硅业（603260）5月16日晚间公告，为实现热电联产，节能降耗，公司全资子公司拟投资

20万吨/年硅氧烷项目，项目总投资44.1亿元。项目选址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

业园区。

神光分析：

1、公司主营工业硅和有机硅等硅基新材料的生产和销售，工业硅现有产能35万吨，新增40万吨产能

即将投产，产能规模居全球第一，行业市场占有率有望超30%。公司有机硅单体现有产能33万吨，募

投新增10万吨硅氧烷项目正有序建设，公司有机硅规模处于行业第一梯队。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22.45亿元，同比增长55%，主要系本期销售数量及销售单价同比增加;净利为6.3亿元，同比增长132%。

由于公司主导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预计2018年半年度将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为13亿元至15亿元。

2、公司拟44亿投资年产20万吨硅氧烷项目，有利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业供给能力，打造有机硅材

料加工制造产业链，进一步提升公司有机硅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工业硅的自用比例，增强产业链的抗

风险能力。

（鞠延军 A0430617010002）

http://stockpage.10jqka.com.cn/603260/
http://stockpage.10jqka.com.cn/603260/


（七）公告点评：九典制药(300705)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获注册批件

事件：九典制药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获注册批件。

神光分析：

1、根据公告，公司收到国家食药监总局下发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名称为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

功能主治荨麻疹、过敏性鼻炎、湿疹、皮炎、皮肤瘙痒症等。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3 年 4月 27

日。临床上治疗荨麻疹、过敏性鼻炎、湿疹、皮炎、皮肤瘙症均首先口服抗组胺药物，其治疗效果好，

改善症状迅速且明显。抗组胺药按其作用分为三代，第一代代表药物如氯苯那敏、赛庚啶、羟嗪等；

第二代代表药物如西替利嗪、氯雷他啶、咪唑斯汀、阿司咪唑、特非那定等，但此类药物都有轻微的

中枢抑制作用；第三代抗组胺药物，如非索非那定、地氯雷他定、盐酸西替利嗪、盐酸左西替利嗪等。

盐酸左西替利嗪是高效、高选择性外周 H1 受体拮抗剂。无镇静副作用、无心脏毒性。且剂量小，治

疗剂量仅盐酸西替利嗪 0.5 倍，减少了服用的副作用，增加了适用人群，在美国于 2009 年 8 月已

批准了 6 个月以上的儿童使用，为儿童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药物。盐酸左西替利嗪作为一种新型

的 H1受体拮抗剂，它较其他 H1受体拮抗剂在治疗荨麻疹、过敏性病炎、湿疹、皮炎、皮肤瘙痒等症

方面效果好，是一种较安全、有效、剂量小、给药时间间隔长的抗组胺药物。开发制成口服溶液，较

片剂、胶囊（规格 5mg）分剂量更准确，服药更便利，更利于 6 个月以上儿童患者使用，具有较重

要的临床意义。

2、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药品制剂、原料药、药用辅料及植

物提取物四大类别。公司制剂产品分为化学药和中成药。公司产品涵盖抗感染药、抗过敏药、消化系

统药、呼吸系统药、心脑血管药、妇科药、补益类、贴剂等领域，主导产品盐酸左西替利嗪、奥硝唑、

地红霉素等原料药及口服制剂市场份额位居行业前列。公司冠心病动脉斑块治疗新药降脂消斑片研

发、奥硝唑及分散片技术改造项目相继被国家科技部立项成为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

椒七麝巴布贴、镇眩通络胶囊相继获得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左羟丙哌嗪及系列制剂、地红霉素及肠

溶片、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协日嘎四味汤胶囊等产品相继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项目"。塞克硝唑及系列制剂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左羟丙哌嗪及系列制剂、奥硝唑及分散片、

地红霉素及肠溶片、协日嘎四味汤胶囊、复方南五加口服液、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分别获湖南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公司地红霉素肠溶片等22个品规进入2012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盐酸左西替利嗪片、盐

酸左西替利嗪胶囊、泮托拉唑钠肠溶片、肝复乐胶囊等45个品种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能面向医保报销

客户销售，销售覆盖面广。已产在销的复方南五加口服液、参苓口服液、十八味补肾益气口服液、蓝

荷明合剂、开胃理脾口服液等为国内独家品种，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塞克硝唑分散片等为独家剂型，

能够避免市场中的同质化竞争。公司此类产品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3 家

（含公司）企业取得了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的药品注册批文，该药品注册批件的取得进一步丰富

了公司制剂产品品种，对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有着积极意义。

（王钧政 A0430616110001）



（八）公告点评：金健米业（600127）子公司拟2.17亿投建油脂产业园项目

事件描述：5月1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金健植物油（长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长沙油脂产

业园项目的议案》，全资子公司植物油长沙拟在长沙市金霞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长沙油脂产业园项目，

总投资21,693.85万元，主要用于建设年产18万吨中小包装食用油生产加工灌装线及配套设施等。

神光分析：本次项目拟由全资子公司金健植物油（长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21,693.85

万元人民币。建设内容包括油脂生产车间、油罐区、包装成品库及配套设施区等。此前，子公司植物

油长沙公司于2017年7月通过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竞拍获得了长沙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金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挂牌号为[2017]长土网 022 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

次项目将在该区域上进行建设，项目占地约98.295亩，建设工期18个月。

本公司被誉为“中国粮食行业第一股”，在国内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公司主营以优质粮油、新型

健康食品和药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主，主要产品包括大米、面粉、面条、植物油、牛奶、米粉、糖果、

果冻等。近年随着包装食用植物油市场需求量的扩大，公司现有油脂板块产能已不能满足市场发展需

要。本次项目，公司将在现有植物油产能近10万吨的基础上，大幅扩产18万吨，可匹配后市快速增长

的植物油需求。同时借助长沙的区位优势，将实现对华中地区的销售覆盖，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行

业影响力。项目预计内部财务收益率为14.64%。

（汪学成 A0430617060002）



（九）公告点评：山河药辅（300452）参与新兴（铁岭）药业股权竞拍

事件：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参与竞拍新兴（铁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75.74%股权。该部分股权性质为

国有股权，挂牌价格为人民币1.47亿元。

神光分析：

1、公司是专业的药用辅料生产企业，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口服固体制剂药用辅料生产供应商。公司主

要产品涵盖填充剂、黏合剂、崩解剂、润滑剂、包衣材料等常用口服固体制剂类药用辅料。

2、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医药制造行业，产品还可用于保健品及食品行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

与客户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遍布全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常年客户达1500多

家医药生产企业和部分保健品、食品加工企业的庞大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并将产品出口至德国、英

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公司有客户资源优势。

3、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微晶纤维素生产企业。和国外相比，微晶纤维素和进口价格差别1-2倍，原因应

该主要不是原料成本，更多的是运输、营销、人工的成本差异。募投项目计划将于年中建成试产。二

期微晶纤维素新增产能近3000吨左右，总共将达到7000-8000吨，预计未来要达到10000吨。

4、标的公司是专门从事药用油系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大型科研生产型企业。目前拥有药用油

系列产品生产线三条，均已通过国家GMP认证。主要产品有注射级大豆油、口服级大豆油和中链甘油

三酸酯三种。

（张望望 A0430612080003）



（十）公告点评：华钰矿业（601020）与中色地科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事件：5月17日华钰矿业公告称，公司与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双

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另行协商，并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以

明确。

神光点评：

1、华钰矿业从事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地质勘查及贸易业务,主要产品包括锌精矿、铅锑精矿(含银)、

铜精矿等。公司是西藏自治区内的大型矿业企业,拥有的矿权包括:扎西康采矿权、拉屋采矿权、拉屋

探矿权、柯月探矿权、查个勒探矿权和桑日则探矿权。中色地科在全球范围内勘查开发矿产资源， 历

经多年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地质服务、资源勘探和矿业开发三大主业板块；在国内外拥有矿权百余

处，二级投资企业 20 余家，在国内控（参）股矿山 8 座； 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

证券交易有限公司(ASX)，中色地科相对控股 5 家初级上市公司。中色地科拥有一支以中青年为主体、

结构合理、专业齐全的集“科研－勘查－开发－咨询服务” 一体化的科技型地质勘查队伍，专业涵

盖地质、物探、化探、遥感、测绘、水工环、钻探工程、采矿、选矿和矿山管理等；具有固体矿产勘

查及相关专业的甲级资质和对外工程总承包资质，拥有完整的矿产勘查开发产业链。中色地矿主要股

东情况为：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持股 28.8456%，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9.5453%，

招金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持股 4.9588%。

2、合作主要内容：双方同意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领域内进行合作，以提高市场知名度和占用率及企

业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实力为目标。基于中色地科在地质勘查信息、海外地质市场、有色及贵金属矿产

勘查方面的经验及其拥有的矿产资源基础资料和科研成果，以及西藏华钰在矿业开发、资金与投融资

条件等优势，双方同意加强相关资料信息和市场信息的共享合作，加强双方在国外地质勘查方面的合

作，加强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管理水平方面的合作。双方同意在海外选择中色地科拥

有的矿权区开展合作，优先考虑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智利等国中色地科相对控股的公司拥有的采

矿权内开展合作；在国内中色地科拥有的新疆等区域的矿山开展合作；具体合作事宜在充分调研协商

基础上另行签署协议。双方同意西藏华钰在海外（如塔吉克斯坦等）开展地质找矿勘查工作时优先考

虑与中色地科合作。

3、本《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

需要。 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杨红训 执业资格编号 A0430617080001）



公告简读
沪市一览：

王府井：拟不超1亿元参与千百度新股配售

1、王府井(600859)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拟通过下属子公司参与千百度(01028.HK)新股配售，认购

千百度新发行股份，认购金额不超过相当于1亿元人民币的港元。

2、千百度主营中高档女鞋，并拥有全球知名高端玩具品牌Hamleys，千百度在王府井旗下众多门店设

有销售专柜。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合盛硅业：拟44亿元投资新疆年产20万吨硅氧烷项目

1、合盛硅业5月16日晚间公告，为实现热电联产，节能降耗，公司拟投资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20万吨/年硅氧烷项目，项目总投资44.1亿元。

2、项目选址为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天域生态：联合体预中标PPP项目

1、天域生态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所属联合体预中标衢江区沿江景观带PPP项目（第二次）。

2、项目运营期政府付费总额556,010,000元。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大众公用：控股子公司中标污水处理项目

1、大众公用(600635)5月16日晚间公告，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大众中标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青

山泉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运营、二期扩建运营采购项目。

2、中标报价2.46元/吨，预计总投资7000万元。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赣粤高速：前4月车辆通行服务收入10.85亿

1、赣粤高速(600269)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2018年4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44亿元，同比增长

7.95%。

2、2018年1-4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10.85亿元，同比增长4.8%。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华鲁恒升：肥料功能化项目部分装置投产

1、华鲁恒升(600426)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肥料功能化项目部分生产装置近日试车成功，打通流程，

进入试生产阶段。

2、该项目改造提升一套合成氨及尿素生产装置，提高装备和技术水平，优化产业平台。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深市一览：

森马服饰：设立香港子公司收购SofizaSAS100%股权及债权

1、森马服饰（002563）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近期与 Inchiostro SA 签订《关于收购 Kidiliz 集

团的最终约束性报价书》及其附件《股份购买协议》等文件, 收购 SofizaSAS100%股权及债权。为顺

利推进相关协议的执行，公司拟在香港地区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森马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万港币（约合人民币8,100元），通过该公司收购SofizaSAS100%股权及债权。

2、公司表示，香港地区零售业、金融业较为发达，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公司拟通过在香港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在香港地区开展相关业务，并通过该公司收购 Sofiza SAS100%股权及债权。这

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加快公司国际业务发展，促进公司多品牌战略的实施与发展，有助于公

司实现发展目标。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北玻股份：珠海设立子公司生产大屏电子玻璃

1、北玻股份(002613)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北玻电子出资3000万元，在珠海市设立

全资子公司珠海北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开展大屏电子玻璃生产业务。

2、另外，公司拟1233.21万元收购台信风机剩余25%股权，收购后台信风机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九典制药：获得药品注册批件

1、九典制药（300705）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药品注

册批件。药品名称为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

2、盐酸左西替利嗪作为一种新型的H1受体拮抗剂，它较其他H1受体拮抗剂在治疗荨麻疹、过敏性病

炎、湿疹、皮炎、皮肤瘙痒等症方面效果好，是一种较安全、有效、剂量小、给药时间间隔长的抗组

胺药物。开发制成口服溶液，较片剂、胶囊（规格5mg）分剂量更准确，服药更便利，更利于6个月以

上儿童患者使用，具有较重要的临床意义。该药品注册批件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制剂产品品种，

对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有着积极意义。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东方园林：联合体中标18.4亿元全域旅游PPP项目

1、东方园林（002310）5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广西省北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来的《中

标通知书》，公司牵头与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湖北顺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中标广西北流市全域旅游 PPP 项目的联合体。项目总投资18.4亿元，合作期限为15年，其中建设期2

年，运营维护期13年。本项目拟采用 BOT（“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模式，政府方代表股权比例

为30%，社会资本方股权比例为70%

2、公司表示，是公司在全域旅游 PPP 项目的又一进展，有利于公司在全域旅游领域内积累更多经验，

延伸产业布局，有效的发挥业务协同作用。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

支持，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海辰药业：注射用头孢西酮钠进入安徽省医保目录

1、海辰药业（300584）5月16日晚间公告，近日，根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关于印

发<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公司的重点产品注射

用头孢西酮钠新纳入《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8年版）》（以下简

称“安徽省医保目录”）。公司此次新纳入安徽省医保目录的产品属于医保乙类品种，可以按照相关

医疗保险规定报销使用。

2、上述安徽省医保目录从2018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注射用头孢西酮钠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第一代

头孢菌素，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此次被纳入安徽省医保目录将有利于公司该产品的销售，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估计。

3、本次事件对公司影响正面，有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

仅供参考。（山东神光金融研究所）

公司消息一览
今日上市公司利好消息:

中国铁建（601186）签订66.81亿美元铁路项目合同；

东方园林（002310）联合体中标18.4亿元全域旅游PPP项目；

大众公用（600635）中标7000万污水处理厂改造运营项目；

东方电气（600875）获得首个海上风电批量订单；

天域生态（603717）联合预中标PPP项目；

宝新能源（000690）正式列入售电公司目录；

济川药业（600566）蒲地蓝消炎口服液等药品纳入安徽医保目录；

九典制药（300705）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液获注册批件；

海翔药业（002099）回购；

全信股份（300447）实控人承诺不减持；

泛海控股（000046）、美达股份（000782）股东拟增持。

今日上市公司利空消息：

合金投资（000633）终止筹划重大事项；

庞大集团（601258）、山东地矿（000409）信披违规遭证监会处罚；

青岛海尔（600690）、伊之密（300415）股东减持；

中珠医疗、众应互联、力源信息、鲁亿通、会畅通讯、拓斯达、同和药业、秦安股份、金能科技、金

陵体育股东拟减持。



免责条款

1、本产品版权属于山东神光。严禁私自外传。当您能看到此产品时，除非能证明您已经付款，否则可能引致侵权行为。

2、本产品为山东神光的研究成果。本产品的所有数据来自公开信息及本公司研究人员加工，所有结论来自本公司研究人员推

导。我们力求信息和结论的真实、准确，但并不保证其中不出任何差错。

3、如果本产品能说服您，请您参考，仅为您投资决策时起到辅助作用。如果本产品不能说服您，请不要将其作为投资决策的

参考。

4、如果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请您自主决断。

5、无论本产品的相关预期是否达到，本产品一经销售，概不退款。

6、山东神光不对您投资获利或投资损失承担责任，所有投资决策及其后果均由您自行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