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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重卡公司业绩抢眼

客车厂商期待新能源市场发力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从已发布2013年业绩预告和2013年12

月产销数据来看，乘用车和重卡类上市公司

2013年年报业绩亮点纷呈。 比亚迪预计

2013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70%-619%，长安

汽车预计净利润增长121.24%-162.72%。

不过，客车上市公司2013年业绩亮点不多。

其中由于总销售规模下降、有关新能源汽车

推广补贴降低等原因， 安凯客车料2013年

出现亏损。

乘用车企业亮点纷呈

长安汽车业绩预告称，预计2013年实现

盈利32亿元-3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1.24%-162.72%。 报告期内合营企业长安

福特新车型翼虎、翼博、新蒙迪欧投产上市，

成为新的盈利贡献点，投资收益大幅增加，致

使公司报告期业绩大幅度增长。 长安汽车

2013年12月份产、 销快报显示，2013年公司

合计产量为2110403辆，销量为2120018辆，

而2012年产销分别为1742436辆和1755555

辆，2013年产销同比均实现增长。 2013年度

公司自主品牌轿车实现销售38.7万辆， 其中

逸动、CS35和悦翔系列轿车分别实现销售

8.22万辆、7.56万辆和12.91万辆。 根据计划，

公司2014年经营目标为产销汽车超过233万

辆，销售收入超过1750亿元（其中合并报表

收入约409亿元）。

比亚迪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4510万至58510万元，同比

增长570%至619%。公司称，第四季度为汽车

行业的传统旺季， 预计公司速锐、S6等主力

车型仍将保持较好的销售， 汽车业务销量及

盈利环比将有所增长。

乘用车企业2013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多实现

增长，金杯汽车、海马汽车、一汽轿车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倍， 长城汽车同比增幅为

60.67%。 2013年四季度，车市销售保持增长

态势， 乘用车企业2013年全年业绩得以保

障。虽然多家乘用车企业尚未公布业绩预告，

但是产销快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2013年的业绩。广汽集团2013年汽车合计产

销量分别为1007453辆和1004615辆， 同比

分别增长43.25%和41.05%。 上汽集团2013

年合计产量为5148024辆，同比增长14.93%；

合计销量为5105836辆，同比增长13.71%。

莫妮塔近期发布的研报指出，2014年汽

车消费环境大体稳定， 部分2009年汽车销

售高峰期的购车者在经历了4-5年后有望

进入换车时点， 这些因素将支撑2014年汽

车销量增速在10%以上。 SUV2014年仍有

望领先整体乘用车市场增速，但幅度有可能

会出现收缩。

重卡企业需求回暖

中国重汽公布的四季度生产及销售重型

卡车数据显示， 四季度产销量分别为19719

辆和21526辆，2013年产销量分别为82257辆

和 84037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20% 和

12.54%。

美晨科技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00万元-3300万元，比

上年同期上升50.86%-77.80%。 业绩增长的

主要原因为： 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商用车特

别是中重卡领域，2013年受商用车产销持续

回暖影响，公司主要客户的需求增加，使得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近几年来，重卡销量表现出极大的波动

性。在2010年的高增长之后，2011和2012年

出现负增长。 莫尼塔研究报告指出，重卡产

能过剩消化可能已经告一段落。随着产能逐

渐消化，2013年的重卡销量处于逐渐恢复

之中。

业内人士认为，在2013年重卡市场实现

77万辆销量的基础上，2014年市场容量不会

再有大幅增长。 乘联会商用车分会秘书长杨

再舜认为，2013年市场景气有虚火的成分，

预计2014年重卡市场较难出现大幅增长的

机会，不确定因素太多。 2013年东风商用车

和一汽解放重卡销量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两

家公司对2014年市场持谨慎态度，一汽解放

认为重卡市场总销量将下滑10%， 东风商用

车则认为会下滑5%。

客车企业难言乐观

客车在三大车种中增速最为平滑。 从

2013年客车板块增速来看，全年增速改善幅

度明显弱于重卡和整体汽车市场。 2013年前

三季度，安凯客车、金龙汽车、曙光股份、亚星

客车、宇通客车、中通客车等客车企业中只有

中通客车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客车企业

2013年业绩难言乐观。

安凯客车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2800万元-3000万元。

公司把亏损主要原因归结于2013年总销售

规模下降、有关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降低等。

公司称，产品销售结构变化较大，营利能力较

强的营运车比重较2012年同期下降；出口量

及盈利水平较2012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下

降。 根据宇通客车产销数据，2013年客车产

量57711辆， 同比增长12.20%； 销量56068

辆，同比增长8.47%。

机构多认为， 客车市场需要新能源汽车

发力，尤其是新能源公交车。 渤海证券近日发

布研报指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雾

霾天气频发将促使黄标车加速淘汰以及城市

新能源公交车加快普及。 随着后续第二批试

点城市名单的公布、 试点城市相应地方补贴

政策实施细则的陆续出台以及普通混动汽车

补贴的推出， 看好今年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的

快速发展。 莫尼塔认为，预期客车整体销量增

速2014年难以成为各车种中的亮点， 可能的

主题机会来自于环保压力不断加大后对于新

能源客车的推广。 长城证券认为，新能源公交

进入黄金发展期。 从新能源汽车推广进程看，

产品高价和充电局限是新能源汽车推广的主

要障碍，而公交运营属性（固定线路和财政补

贴）能够有效规避以上两大难题，因此公交将

成为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优突破口。

2013年汽车产销双超2000万辆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2013年12月汽

车工业产销情况。 12月， 汽车生产213.79万

辆，环比增长0.17%，同比增长19.78%；销售

213.42万辆， 环比增长4.42%， 同比增长

17.92%。 继11月产销创新记录后，再次刷新

月度产销新记录。 2013年，汽车产销分别为

2211.68万辆和2198.41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4.76%和13.87%。 其中乘用车产销1808.52

万辆和1792.89万辆， 同比增长16.50%和

15.71%；商用车产销403.16万辆和405.52万

辆，同比增长7.56%和6.40%。

根据统计分析，2013年12月， 乘用车市

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销量刷新月度历史最

高记录。 12月，乘用车共销售177.70万辆，环

比增长4.76%，同比增长21.47%。 2013年，乘

用车共销售1792.89万辆，同比增长15.71%，

创历史新高。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销售

1200.97万辆，同比增长11.77%；运动型多用

途乘用车（SUV）销售298.88万辆，同比增长

49.41%；多功能乘用车（MPV）销售130.52

万辆， 同比增长1.6倍； 交叉型乘用车销售

162.52万辆，同比下降27.98%。

特变电工拟配股募资40亿元

□本报记者 周浙玲

特变电工14日公告， 公司将启动配股再融资，

配股价格6.9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40亿元，以改善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此次配股拟以目前总股本263555.984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配售，每10股配售2.2股，共计可配股

份数量为57982.3165万股。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一大股东特变集团和第

二大股东新疆宏联承诺， 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可配

售股份。

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本

次配股募集资金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后， 公司

资金实力和负债融资能力将大幅增强， 有利于公司

加大对输变电业务和国际成套业务的投入， 进一步

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同时大大增强公司防范

财务风险的能力。

业内专家表示，“十二五”规划的逐步实施将带

来超特高压输电设备的结构性增长， 作为行业龙头

的特变电工具有突出的发展优势。 但近年来随着经

营规模和营业收入不断扩大， 公司对资金需求量不

断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

将得到有力的保障。

政策利好推动

民间资本办医有望提速

□本报记者 刘兴龙 实习记者 戴小河

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9日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 提出

严控公立医院规模，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

院改制，留出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

在政策利好下，民营医院将迎来资本大佬

的竞逐。 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下半年以来，已经有独一味、复星医药等6家

上市公司通过并购或成立子公司等方式布局

14家民营医院，掀起医院并购盛宴。

扶持细则出台

本次出台的《意见》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

卫生领域提供了三大实质性利好。首先是严控

公立医院规模，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

制；其次是独资医院审批权下放到省级；第三

是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保障非公机构享有平等

权益。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发展规

模，留出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 公立医院资源

丰富的地区，在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情况

下，支持并优先选择社会信誉好、具有较强管

理服务能力的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部

分公立医院（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的改制

重组。

《意见》要求，进一步放宽境外资本在内

地设立独资医院的范围，将香港、澳门和台湾

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

扩大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鼓励社会资本直接

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举办

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机构或向医院集团

化发展。 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保障非公立和公

立医疗机构在政策知情和信息占用等公共资

源共享方面享有平等权益。

知名医药投资专家姜广策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此次《意见》出台一方面有利于破解

非公立医疗机构面临的资源“瓶颈” ，比如在

重点科室建设、 资金扶持方面可以分配到一

些“硬指标” ；另一方面能倒逼公立医院提高

效率。

此前非公立医疗机构 “姥姥不疼舅舅不

爱” 。 以开元投资旗下的高新医院为例，其强

势科室包括神经内科、产科、心内科和普外科，

是国内首家民营三甲医院，但由于属于民营性

质，并未获得政府的相关扶持基金。

民营医院受青睐

近几年各路资本加大在医院市场 “跑马

圈地”的步伐。 目前我国非公立医院系统处于

“三足鼎立” ：包括从“赤脚医生” 起家的福建

莆田帮；其次是上市公司系，如复星医药、爱尔

眼科、康美药业、马应龙等先后延伸产业链至

医疗服务板块；第三是外资医院，如台湾台塑

集团的长庚医院，联新医疗的禾新医院等。

据Wind统计数据，2013年共有30家上

市公司宣布进入民营医院市场，其中已有6家

通过并购或成立子公司等方式布局14家民营

医院。

势头最猛的属独一味。 2013年独一味接

连完成对5家民营医院股权或部分经营收益

权的收购。 复星医药旗下也收购了济民医院、

广济医院、钟吾医院、广州南洋肿瘤医院等民

营医疗机构。贵州百灵收购了贵阳市天源医院

100%股权，并计划收购后以超募资金对天源

医院增资。康美药业则与吉林梅河口市政府签

订了《医疗产业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并购

梅河口市妇幼保健院、市友谊医院、市中医院

三家公立医院。

姜广策表示， 目前肿瘤类专科医院的平

均利润在30%左右，综合类医院在15%左右，

如果以连锁店的方式铺开规模， 其效益更为

可观。

在三屋集团大石创投副总裁戴伟国看来，

投资民营医院最重要的是获得了销售渠道。在

国内药品销售市场上， 医院占据了80%的份

额，对制药企业而言，医院这一渠道显然关系

着其命脉。

此外， 据Wind资讯金融情报所预计，到

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接近3亿，老人的医疗

费用较高，将催生更多的刚性医疗需求。 同时

伴随着单独二胎政策放开，新的“婴儿潮” 将

来临，但现存的儿童医院基数小，因此专科妇

产医院以及儿童医院发展空间巨大。

日出东方董事长徐新建：

“大光热” 推动太阳能光热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郭力方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第

七次会议上，国内太阳能热利用行业龙头之一

日出东方四季沐歌董事长徐新建表示，国内太

阳能热利用行业处在十字路口，未来行业转型

升级的核心理念是“大光热” ，即综合热水系

统、热采暖系统以及热发电系统于一体的系统

工程。 “这是太阳能光热的大方向，足以支撑

这个产业向千亿元、万亿元目标迈进。 ”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产业大国，总

集热面积位居世界之首。 但与年产值超千亿

元的光伏行业相比， 光热产业如何在新能源

领域更有作为， 进一步打开上升空间成为业

界热点。

有太阳能热利用行业人士提醒，光热行业

零售市场已经连续三年增速放缓。尽管现在工

程市场表现不错，但仅依靠热水产品的规模扩

张，成本优化、市场营销已经难以提高产品边

际效益。

对此，日出东方积极谋求在产业“逆境”

中实现突围。 去年，日出东方四季沐歌全球首

款融合光热、光伏技术的“光动能热水系统”

上市。 此后，公司投建的国内最大季节性太阳

能储热采暖项目在河北经贸大学落成。徐新建

表示， 这都是日出东方四季沐歌践行 “大光

热” 理念，推进产业升级的力举。 这一理念推

动产业升级涉及多个方面，从热水系统、热采

暖系统到热发电系统；从单一能源、辅助能源

到复合能源；从低温、中温到高温；从间歇式、

短期储存式到跨季性蓄热式；从家用、商用到

工业的产业融合、扩张、升级。

对于这一理念，日出东方四季沐歌总裁李

骏表示，以光热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为客户创

造有价值的服务，行业将从产品制造到价值创

造、从单一产品单一模式创品牌到以大光热为

核心的相关产业多元化进行变革。

数据显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光热

行业年产值已达千亿元，太阳能集热器年产量

超过4200万平方米，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

太阳能的安装保有量达1.45亿平方米，占世界

80%以上。 同时，太阳能光热的产能95%是在

国内消化。

工信部下发的 《关于促进太阳能热水器

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太阳能

热水器行业优化升级，以发挥产业集群规模效

应。到2015年，培育3家年产销量250万台以上

的龙头企业。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四季沐歌

2012年销量第一。 行业集中度、优势资源向龙

头企业聚拢已成趋势。

有太阳能专家表示，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今后十年预计每年将有一亿个家庭进行舒适

性的消费升级，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将迎来爆

发式发展，节能低碳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热采

暖系统、太阳能制冷系统融入人居生活将成为

常态。

恒大冰泉订货额逾57亿元

□本报记者 王锦

“经初步统计，1月12日的全国经销商订货会共

接到订单27亿元，加上此前30亿元的销售额，恒大

冰泉全国订货额已经超过57亿元。 ” 恒大集团副总

裁刘永灼表示。

2013年11月， 恒大集团宣布进军矿泉水产业。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1月12日介绍， 恒大矿

泉水集团全国建立了销售分公司363个。 自推出恒

大冰泉至订货会之前的1个多月时间内合同销售额

超过30亿元，全国网点布局达到20多万家。

许家印同时表示， 恒大矿泉水集团今年销售

额力争过100亿元，明年增加1倍，3年销售额达到

300亿元。 随着民众用水理念的改变，整个矿泉水

行业的前景较为广阔， 对恒大冰泉的发展抱有很

大期待。

恒大地产7日公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恒大

地产年度合约销售额约1003.97亿元， 较2012年增

加约8.8%。 2014年全年合约销售目标为1100亿元。

不过，山东德州经销商张民表示，目前恒大冰泉

铺货量较大， 但动销不佳， 除了跟季节因素有关之

外，同恒大冰泉目前的中高端定位也有一定关系。

北京新建住宅库存跌破6万套

一季度迎来供应淡季

□本报记者 于萍

由于供应低迷， 北京新建住宅可售库存再次跌

到6万套以下。 根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统

计， 截至1月12日北京可售商品房住宅库存58436

套，这是2013年年底连续两个月库存出现回升后再

次下调。

新增供应低迷是导致库存量下滑的重要原因。

亚豪机构数据显示，1月1日至1月12日，北京商品住

宅共成交3122套，与2013年12月同期相比缩减了三

分之一。 继1月首周仅2个项目开盘之后，上周北京

楼市没有住宅项目开盘， 延续了1月份以来供应的

低迷现状。

中原地产分析师认为， 当前土地供应中大部分

是保障房及自住房，商品房土地价格明显上涨，房企

对商品房项目有涨价预期， 开发商放缓入市节奏成

为主流。 受春节因素影响，预计1-2月楼市供应将非

常少，库存量会继续下调。

目前已有部分开发商将推盘计划安排到一季度

以后。 据了解，远洋万和四季样板示范区将于今年5

月亮相，首期产品预计8月18日开盘，售价约60000

元/平方米。 该项目位于亚奥北五环边， 户型为

110-240平方米全家庭住宅， 配套4.3米客厅面宽、

3.1米层高，均超过同区域其他住宅标准。

业内人士预计， 北京住宅市场库存缓解将要等

到2014年下半年。随着2013年下半年大量供应的住

宅地块上市，整体市场价格上涨的趋势有望趋缓。

与楼市供应低迷相比， 土地市场在开年后便迎

来火爆成交。 1月份的第二周，北京土地市场共成交

了8宗土地， 其中住宅用地成为成交主力，5宗住宅

用地累计土地出让金达到113亿元。

中国建筑

去年新签合同额增长33%

□本报记者 陈静

中国建筑1月14日公布2013年1-12月经营情

况简报。 2013年中国建筑主要经营业务平稳增长，

从数据上看，公司2013年业绩情况值得期待。

公告显示，公司全年建筑业务新签合同额近1.3

万亿元，同比增长近33%；在手施工面积7.6亿平方

米，同比增长25%；全年新开工面积2.5亿平方米，同

比增长33%；完成竣工面积0.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超过13%。

同时，公司地产业务继续保持强劲销售态势。旗

下中海地产和中建地产合计实现销售额约1426亿

元，同比增长29%；实现销售面积1237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28%；期末，公司拥有土地储备7599万平方

米。 12月份，公司大手笔购置土地，全年新购置土地

储备近1600万平方米。

市场人士认为，在建筑工程领域，政府未来投资

重点将集中于高铁、城轨、能源基础设施及环保节能

等，中国建筑的新型业务拓展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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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汽车公司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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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公司简称 业绩预告摘要 所属行业

比亚迪 净利润约

54510

万元

~58510

万元

,

增长

570%~619%

乘用车

长安汽车 净利润约

320000

万元

~380000

万元

,

增长

121.24%~162.72%

乘用车

安凯客车 净利润约

-3000

万元

~-2800

万元 商用载客车

亚夏汽车 净利润约

5396.47

万元

~7709.24

万元

,

下降

0%~30%

汽车服务

庞大集团 净利润约

40000

万元

~50000

万元 汽车服务

云内动力 净利润约

14500

万元

~15500

万元

,

增长

114.04%~128.81%

银轮股份 净利润约

8268.54

万元

~9095.39

万元

,

增长

100%~120%

汽车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