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龙虎榜

周三机构买入12股
抢筹御家汇3090万元

□ 热股观察

网红“带货”疯狂 长城影视一字涨停

长城影视(002071)公司此前因推迟年报披露时

间收关注函。最新消息，公司宣布进军“网红+直播+

短视频”领域。二级市场上，该股一字涨停，网红“带

货”逐渐疯狂，参与仍需谨慎。

资金对倒出货 泉峰汽车放量回调

泉峰汽车(603982)公司 3144 万股限售股将于 5

月 22 日上市流通。二级市场上，该股解禁前夕股价

飙涨，近两日放量回调，沪股通资金对倒出货。

□海雪峰

市场进入两会时间相关概念股投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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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晓春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 证券投资

两会开幕之际，各大券商机构纷纷发布投资前

瞻看点。招银国际预测政府将继续广泛地支持内需

及消费，同时针对性地推动基建投资和就业。历年

数据显示，消费股在两会前后大多跑赢大市。考虑

到今年的政策支持以及外围风险，今年消费股有望

继续受惠两会，成为赢家。

此外，基建投资仍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预计

两会后政府将批核更多基建项目。招银国际预期今年

下半年工程机械及重卡车需求持续上升。相关标的包

括三一重工、恒立液压、潍柴动力、浙江鼎力等。

华创证券指出，逆周期持续加码，基建复工加

快，水泥需求逐步释放，重点推荐海螺水泥，建议关

注祁连山、天山股份、塔牌水泥、冀东水泥。

中信证券指出，把握两条主线：1)推荐需求稳

健，且在赶工潮下出货维持高位、库存偏低、价格率

先回升的华东、华南区域，继续推荐海螺水泥(A/H)、

华润水泥控股(H)，关注上峰水泥等；2)需求与基建相

关性更高、价格仍有上升空间的部分北方(西北、京

津冀等)区域，关注祁连山、西部水泥(H)、冀东水泥、

天山股份。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医药板块同样是最受关

注的一大焦点。华西证券认为医药主题有两大值得

关注的投资主线：

一是医疗设施建设：疫情推动医疗设施补足，加

上未来新基建下医疗设备采购，推动医疗设施建设。

在中国医疗装备协会颁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急需

医学装备目录中，涉及到18家上市公司，包括万孚生

物、迈瑞医疗、理邦仪器、万东医疗、鱼跃医疗等。

二是疫苗：从疫苗行业的投资要点和重磅品种

未来市场空间来看，产品管线对公司愈发重要，尤其

是有重大改进和独家优势的重磅非免疫规划疫苗。

A 股上市公司标的包括：智飞生物、康泰生物、华兰

生物、长春高新、沃森生物等。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全国两会，将于今日拉开大幕，股市正式进入两会时间。从历史数据来看，股市
呈现出了一定的“两会效应”。数据统计，过去十年中，上证指数在两会期间共有6次上涨，近五年两会期间上证指
数全部取得正收益。两会结束后大盘的上涨趋势仍短期延续，相关政策的出台形成的利好在会后持续发酵。在两
会结束后5天和10天，大盘上涨概率分别达到60%和70%，且涨幅不断扩大。创业板在两会期间的表现更为优异，
胜率达三分之二。整体来看，两会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对股市走势起到正面催化作用。 □杨晓春

□ 新股看台
德马科技5月21日（周四）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申购，股票代码：688360，申购代码：787360，总发行

数量2141万股，发行价格25.12元，单账户申购上限

为0.6万股，发行市盈率40.02倍。

三峰环境 5 月 21 日（周四）在上交所上市申购，

股票代码：601827，申购代码：780827，总发行数量

37826 万股，发行价格 6.84 元，单账户申购上限为

11.3万股，发行市盈率22.67倍。

宇新股份 5 月 21 日（周四）在深交所上市申购，

股票代码：002986，申购代码：002986，总发行数量

2834 万股，发行价格：39.99 元，单账户申购上限为

1.1万股，发行市盈率19.31倍。

德马科技、三峰环境、宇新股份今日申购
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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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德马科技、三峰环境、宇新股份在5月24日晚间发布中签号，投资者可查询是否中签，若中签，

投资者应在5月25日收盘前保证账户内有足够的缴款资金。 □ 杨晓春

和县香泉镇张家集聂秀村其它草地开发项目已实施完成，并已通过验收，根据省国土
资源厅（皖国土资）［2013］122 号）文件要求，现将该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若有异议请向
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联系电话：0555-5307563，联系人：司金龙。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规模（亩）

实施前地类

项目区涉及的土地权利人

项目新增耕地（亩）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公示日期：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29日

和县香泉镇张家集聂秀

村其它草地开发项目

项目位于和县香泉镇张家集聂秀村

4.9110

其它草地4.9110 亩

和县香泉镇张家集聂秀村村委会

4.9110

和县香泉镇人民政府

和县香泉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号

实施后地类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0523027-2019

水田4.9110 亩

1.3378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规模（亩）

实施前地类

项目区涉及的土地权利人

项目新增耕地（亩）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公示日期：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29日

和县西埠镇枣林村

坑塘复垦项目

项目位于和县西埠镇枣林村

2.7015

坑塘水面2.7015亩

和县西埠镇枣林村村委会

2.7015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号

实施后地类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0523029-2019

旱地2.7015 亩

1.1724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规模（亩）

实施前地类

项目区涉及的土地权利人

项目新增耕地（亩）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公示日期：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29日

和县西埠镇熊官塘村坑塘复

垦及其它草地地开发项目

项目位于和县西埠镇熊官塘村

23.5800

坑塘水面14.2560亩

其它草地9.3240亩

和县西埠镇熊官塘村村委会

23.5800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号

实施后地类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0523032-2019

水田21.4980 亩，

旱地2.0820 亩

8.7927

和县西埠镇枣林村坑塘复垦项目已实施完成，并已通过验收，根据省国土资源厅（皖国
土资）［2013］122号）文件要求，现将该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若有异议请向和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反映，联系电话：0555-5307563，联系人：司金龙。

和县西埠镇熊官塘村坑塘复垦及其它草地地开发项目已实施完成，并已通过验收，根
据省国土资源厅（皖国土资）［2013］122 号）文件要求，现将该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若有
异议请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联系电话：0555-5307563，联系人：司金龙。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规模（亩）

实施前地类

项目区涉及的土地权利人

项目新增耕地（亩）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公示日期：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29日

和县西埠镇鸡笼山村

其它草地开发项目

项目位于和县西埠镇鸡笼山村

23.9115

其它草地23.9115 亩

和县西埠镇鸡笼山村村委会

23.9115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号

实施后地类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0523028-2019

水田23.9115亩

6.5116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规模（亩）

实施前地类

项目区涉及的土地权利人

项目新增耕地（亩）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公示日期：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29日

和县西埠镇娘娘庙村坑塘

复垦及其它草地开发项目

项目位于和县西埠镇娘娘庙村

127.8255

坑塘水面11.1720亩

其它草地127.8255亩

和县西埠镇娘娘庙村村委会

127.8255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号

实施后地类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0523031-2019

水田18.3180 亩，

旱地109.5075亩

37.6493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项目规模（亩）

实施前地类

项目区涉及的土地权利人

项目新增耕地（亩）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公示日期：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5月29日

和县西埠镇腰埠村坑塘与沟

渠复垦及其它草地开发项目

项目位于和县西埠镇腰埠村

56.3100

坑塘水面1.6845亩；沟渠

10.9890亩；其它草地

43.6365亩

和县西埠镇腰埠村村委会

56.3100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和县西埠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号

实施后地类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0523033-2019

水田30.9975亩，

旱地25.3125 亩

18.5553

和县西埠镇鸡笼山村其它草地开发项目已实施完成，并已通过验收，根据省国土资源厅
（皖国土资）［2013］122号）文件要求，现将该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若有异议请向和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联系电话：0555-5307563，联系人：司金龙。

和县西埠镇娘娘庙村坑塘复垦及其它草地开发项目已实施完成，并已通过验收，根据省
国土资源厅（皖国土资）［2013］122 号）文件要求，现将该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若有异议
请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联系电话：0555-5307563，联系人：司金龙。

和县西埠镇腰埠村坑塘与沟渠复垦及其它草地开发项目已实施完成，并已通过验收，
根据省国土资源厅（皖国土资）［2013］122 号）文件要求，现将该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若
有异议请向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联系电话：0555-5307563，联系人：司金龙。

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补充耕地项目实施情况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