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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宝典

信立泰(002294):我们预计公司硫酸氢

氯吡格雷高增长将延续，新产品比伐芦定目

前为国内独家，未来期待放量。而公司头孢

类产品负面影响渐弱。预计信立泰 2012 年

到2014年EPS分别为1.22、1.41、1.62，公司估

值仍有提升空间。 华泰证券

每周金股

长春高新(000661):金赛药业生长激

素旺季继续高增长，重磅新药豪华梯队临

近登场。我们预计，金赛药业 1～9 月实现

收入 5～6 亿元，增长 40%以上。三季度是

中小学暑假生长激素销售旺季，公司

独家水针剂型销售强劲增长和生长激

素市场整体快速扩容是主要推动原

因。长效生长激素、重组促卵泡素、重

组胸腺素 a1 构成的豪华新药梯队可

能在未来 1～2 年陆续登场，3 个重磅

新药都具有市场独特性，同时目标市

场都是潜力巨大的细分治疗领域。

百克生物水痘疫苗有所恢复，狂

犬疫苗工艺改进开始上量。百克生物

水痘疫苗市场份额和价格有所增长，

1～9 月实现批签发 207 万人份，预计

水痘疫苗收入增长将恢复。狂犬疫苗开始

上量：生产技术与工艺得到进一步改善和

提高，初步实现了生产工艺的突破和生产

管理的全面升级，狂犬疫苗 1～9月实现批

签发 48万人份，预计全年狂犬疫苗收入有

望达到 7000万元。

华康药业销售稳定，公司整体迎来辉

煌年代。华康药业增长平稳，预计全年净

利润将达到 3000万元，房地产业务结算净

利润超过 3000 万元。预计母公司的费用

可基本于地产业务利润相抵掉，上市公司

主要盈利均为制药主业所贡献。

公司高增长持续超预期，将成为大市

值生物制药公司，建议增持。金赛未来将

在3个重磅生物药上市及生长激素高速增

长的推动下持续高成长，完成从 50 亿到

200亿的成长晋级，成为生物制药领域下一

轮成长的“带头大哥”,我们预计2012-2013

年 EPS 为 1.45 元、2.21 元，目标价 70 元，建

议增持。 国泰君安

千山药机(300216):2012 年，公司

年产30条塑料安瓿注射剂生产自动线

建设项目、年产 30 台全自动智能灯检

机建设项目陆续建成，将成为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

公司今年上半年将是比较困难时

期，下半年在产能释放以及 GMP 改造

终点接近的作用下，业绩开始向好，明

后年由于产品的推陈出新，以及投资外

延开始贡献利润，整体盈利将维持向上

趋势，公司管理层持股较多，持续的研

发创新能力愈发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

逢低关注。

财通证券

跑马场 千山药机:整体盈利将维持向上趋势

红日药业(300026):发布三季报预增公告，

2012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61～1.85亿元，同比增长100～130%。根据公

司公告与既往业绩情况，我们预计三季度单季度

业绩同比增长约85%，高于此前预测三季度单季

度业绩同比增长约70～75%的市场预期。我们

推测血必净销售量的增长、康仁堂中药配方颗粒

业务继续高增长及康仁堂并表因素影响是公司

三季报业绩表现优异的主因。 中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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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土科技(300353):根据公司在上市公

告书中对 1～9 月收入增长 30～35%，净利润

增长 40～55%的预告，我们判断公司年内加

速增长的拐点已至。预计公司2012～2014年

EPS分别为0.88 元、1.17元和1.53元，增速分

别为 24.68%、32.29%和 30.76%。 国金证券

东土科技:增速拐点已现

热门股

1、股市永远是心理和资金的博弈场

所，没有好的心态，没有资金保护意识，必

然要在股市中惨败。

2、买股票之前忍一忍，卖股票的时候

果断一些，“贪”和“怕”是股市最锋利的两

把尖刀。

3、股市中大部分亏损不是因为技术不

过关，而是因为不遵守纪律，给自己定的止

损位和止盈位多半是形同虚设。

4、任何时候都不要依赖别人，股市里

最可靠的是自己。与其为机构折腰，不如

自己好好去学习研究，完善自己。

5、股市里面没有专家，只有输家和赢家。

6、大盘分析固然重要，但我们买卖的

是个股，我们不能买大盘。因此，少花点时

间分析和讨论大盘，多花点时间了解自己

买的公司，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了解公司

的发展情况，了解公司的股东情况，了解股

票的技术面，了解股票有哪些机构参与

……这些直接关乎到我们盈亏的事情，才

是最重要的。

7、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父，会空

仓的是师爷。

8、散户的实力是无法和机构比的，因

此，我们需要灵活作战。第一，我们要用游

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第二，我们

要用持久战，盯住一只股票后，不要轻易放

弃，任何一只股票每一年都会有一到两次

主升浪，只要能抓住主升浪，赚钱不是难

事。 和讯

潜力股

炒股心法8条

健康快讯：由著名中医药
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西安国医医院院长余文新
教授根据二十余年的临床经
验，潜心研究十余年，成功研
制出食道癌新药——食道平散
（国药准字 Z20025080） 已获
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运用于临
床治疗，是我国治疗食道癌、
贲门癌的重大突破。

食道平散是国家保密配方
纯中药提取物，采用国际上

最先进的散剂含化法，使药
物 有 效 成 分 能 快 速 到 达 病
灶，药物能内外吸收，有效
提高药物利用度。靶向治疗
使 药 物 直 接 作 用 于 癌 变 组
织，化腐生肌，快速抑杀肿
瘤细胞，有效抑制肿瘤细胞
扩散和转移。

经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
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第
四军医大学等全国多家权威
医院临床证实，能快速改善

食道局部循环，服药后当天
便可进流质。1疗程 （30 天）
治疗后，晚期食道癌、贲门
癌患者的食道不适、滴水不
进、疼痛、吞咽困难、
食道狭窄梗阻的症状得
到缓解。3-5疗程治疗
后多数患者病情稳定。
是晚期食道癌、贲门癌
患者的希望之星！

位于合肥市徽州大
道203号 安徽天健国药

堂 （大 钟 楼 站 点 旁 医 保 定
点） 独家引进此药 ，安徽垂
询电话：0551-3288120， 省
内免费送药，药到付款。

食道癌、贲门癌专用药研制成功

老便秘 国药专治 一用就通

俗话说；家有一老，胜有一宝。但近
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脑萎
缩、老年痴呆，西医又称“阿尔茨海默病”是
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疾率老年性疾
病，已成为严重危害中老年生命健康的第
四大隐形杀手，也给其家庭带来沉重的心
理与经济负担！早防早治脑萎缩老年痴呆
已刻不容缓！

最近省城有一种专治脑萎缩、脑痴呆
的新药让很多患者惊讶，一般患者只要吃
上，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头晕头痛、不爱
说话、神情呆滞、胸闷、四肢麻木等症状明
显改善，2-3疗程治疗口齿清晰、情绪稳
定、四肢有力、走路正常，也不用别人伺候，
生活自理能力大幅度提高。

该药疗效显著已被国家药监局批准
为脑萎缩专用新国药，经北京协和医院
临床证明，该药可促进脑细胞大量产
生，同时改善脑部供血及营养状况，从
而有效修复萎缩性神经元细胞，建立正
常神经传导通路，重塑脑神经网络。全
面恢复大脑自主支配行动、定向、记
忆、语言能力、智力思维能力，治疗脑
萎缩、脑痴呆等各种病症，一般脑萎
缩、老年痴呆患者3个周期治疗后可以
稳定。

详情拨打康复热线：0551-6109929
据悉；位于合肥市徽州大道203号 安

徽天健国药堂（大钟楼站点旁）医保定点 ，
在安徽独家引进该药，省内免费送货 药
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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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便秘20多年了，平时
用泻药或开塞露解决问题，这些东
西一吃就泻，不吃就不排，苦不堪
言。大夫给他推荐了‘润肠通秘
茶’，没想到这国药真好使，基本没
有副作用，吃了以后不腹痛、不腹
泻，全是软乎乎的香蕉便，才用3个
疗程，老便秘好了。

据了解，润肠通便茶（国药
准字 B20020277）, 清火清毒，行
气益血，恢复肠道蠕动能力，是
从源头上治疗老便秘，疗效独
特，而且不含泻药，被国家药监
局批准为OTC国药上市！

经大量实践验证：服用当天，
肚子开始有通气反应；2—7天，排

出成型的、黑褐色、腐臭味的大
便，无腹胀感觉；一个疗程治疗后
每天轻松排出香蕉便；连续服用
3—5个疗程，解决老便秘。

润肠通秘茶问世以来，克服
了传统便秘药及保健品含有（番
泻叶、芦荟及大黄等泻药成分），
副作用大，长期依赖的缺点。现

厂家正在安徽开展“告别老便秘
健康大救助活动”；原价一盒59
元，现价48元，买5盒赠1盒，买
10 盒赠 4 盒（6 盒为一疗程）。

便 秘 患 者 可 拨 打 热 线
0551-5503240咨询，安徽指定经
销：合肥市徽州大道203号 安徽
天健国药堂（南门小学南、大钟
楼站点旁，医保定点单位），全省
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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