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发展回购预案出炉

广州发展20日晚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形成了《关于同意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决议》，公司股票于21日起复牌交易。此前

公司因筹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股票于15日停牌。

《决议》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每股不超过4.90元，拟回购股

份不超过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约7.29%。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上限

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十个交易日或者前三十个交易日

（按照孰高原则）该股票平均收盘价的150%。

截至1月14日时，广州发展报收于4.81元。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

金最高不超9.80亿元，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行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

额或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戴小河）

大有能源前高管被公开谴责

上交所于1月20日对大有能源前任董事李永久、 前任董事长田

富军予以公开谴责。此谴责将抄报河南省人民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

诚信档案。

上交所查明，2012年11月，大有能源使用募集资金57.27亿元购买

了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下属的天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100%股权， 其持有的聚乎更矿区一露天煤矿首采区采矿权被评估作

价23.8亿元。2013年1月25日，天峻义海与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采矿权转让合同》，将上述采矿权以零元价格转让至木

里煤业。 公司对该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亦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经核实，2012年底， 青海省木里煤田整合工作领导小组以木里

矿区“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的资源整合政策为由，要求天峻义海

将采矿权转让给木里煤业，天峻义海于2012年12月20日向公司上报

了《关于对天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有限公司采矿权变更的请示》，公

司于2012年12月26日下发了 《关于同意天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有

限公司采矿权变更的批复》。 该批复是在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情

况下，由义马煤业集团副总经理、公司时任董事李永久审核后做出，

同时根据相关证据资料，“签发人”一栏显示为时任董事长田富军。

上交所表示，大有能源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时任董事李永久未能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对公司的违规行为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田富军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对公司的内部控

制机制失灵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对公司上述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违

规亦间接负有责任。 李永久和田富军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

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

承诺。 （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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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简称

2014-1-21 2014-1-22 2014-1-23 2014-1-24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02705.SZ N

新宝 上市

300357.SZ N

我武 上市

300358.SZ N

楚天 上市

002706.SZ N

良信 上市

300360.SZ N

炬华 上市

300362.SZ N

天保 上市

300359.SZ N

全通 上市

002708.SZ N

光洋 上市

603555.SH

贵人鸟

300368.SZ

汇金股份

300365.SZ

恒华科技

300371.SZ

汇中股份

300373.SZ

扬杰科技

300375.SZ

鹏翎股份

002707.SZ

众信旅游

300366.SZ

创意信息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72.SZ

欣泰电气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77.SZ

赢时胜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21.SZ

金一文化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601225.SH

陕西煤业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78.SZ

鼎捷软件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80.SZ

安硕信息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11.SZ

欧浦钢网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76.SZ

易事特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16.SZ

金贵银业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14.SZ

牧原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81.SZ

溢多利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19.SZ

麦趣尔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25.SZ

跃岭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79.SZ

东方通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82.SZ

斯莱克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18.SZ

友邦吊顶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22.SZ

金轮股份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002723.SZ

金莱特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69.SZ

绿盟科技 网上申购，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67.SZ

东方网力 网上申购，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63.SZ

博腾股份 网上申购，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300383.SZ

光环新网 网上申购，网下申购 中签率 中签结果，资金解冻

603288.SH

海天味业 询价 网下申购 网上申购，网下申购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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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主攻河北项目

中讯四方产能有望大幅提升

□本报记者 傅嘉

“短期内没有大规模融资的需求了，公

司今年主要的工作就是夯实前期增发实施

的河北项目。 河北生产基地达产后，预计将

形成年产1000万只声表器件的生产规模，公

司的产能将得到大大提升。 ”中讯四方董事

长董启明日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道。

经过9年的发展， 这家主要从事声表

器件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已经在业内初步站

稳脚跟。当然，面对国外企业近乎垄断的局

面，中讯四方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董启明

坦承，这需要企业既有的战略规划，也需要

借助资本的力量做大做强。

行业规模超过百亿

中讯四方成立于2005年，2010年登陆

新三板，现有职工140余人，主要从事声表

面波器件的相关滤波器和集成终端的研发

和生产，下游客户主要来自于军方。

声表器件是电子行业的基础零部件，

大量用于智能手机、移动通信基站、车载电

子等通信领域。与其他滤波器相比，声表面

波滤波器具有损耗低，可小到1dB，带外抑

制高， 可实现不平衡输入到平衡输出间的

转换。此外，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牢固可

靠等特点。由于采用半导体平面工艺制作，

适合大批量生产，因而成本较低。当前智能

终端的普及使得声表器件的市场容量已经

明显放大。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全球声表

器件的规模已经超过百亿。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讯四方了解到，

公司目前的产品仍然没有进入消费级的市

场， 公司的声表器件主要仍围绕军品雷达

和导弹中的声表器件， 与消费级的产品相

比，军品对产品的可靠性要求更高，因此该

类声表器件的售价也远远高于消费级声表

器件的价格， 一个达到30-50元甚至几百

元，这也成为中讯四方的主要利润来源。

产能扩张势在必行

作为创业型公司， 中讯四方与许多中

小科技企业一样属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产

物， 而研发资源的质量将成为公司创业和

发展的基石。 虽然中讯四方所从事的行业

在电子行业并不属于“高大上” 的领域，声

表器件在行业中同样处于偏冷门的干支，

但公司研发资源的实力毋庸置疑。 资料显

示， 公司的技术主要来自中科院声学研究

所， 这已经是国内目前最为顶级的声学研

究机构。

中讯四方的声表器件过往几年处于低

位放量阶段， 公司过去三年业绩的复合成

长率高达60%，显示出较高的成长性。进入

到2013年， 由于前期的产能基本饱和，公

司的业绩增长步入稳步区间。

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收入

8023.45万元， 已经出现增幅放缓的现象。

2013年公司上半年实现收入3868.16万

元，同比下降9.24%；实现净利润389.62万

元，同比下降2.44%。

董启明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报

的收入并不能完全反映公司全年业绩的

全貌，因为军方订单确认的时间主要在下

半年尤其是四季度， 根据目前的情况测

算， 公司全年收入的增长仍然可以达到

10%左右。

若最终的实际数据与董启明的预测互

相吻合， 这意味着中讯四方的业绩成长确

实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

早在2011年，中讯四方便启动了产能扩张

方案。公告显示，当年公司以5元/股的价格

定增发行600万股， 融资额不超过3000万

元， 用于投资在河北的民用高端及军工配

套微电子器件生产基地项目。董启明表示，

河北生产基地有望在2014-2015年逐步

达产， 达产后将形成年产1000万只的规

模，将为公司未来的长期成长奠定基础。这

意味着中讯四方今明两年的产能有望在现

有基础上扩大四倍， 公司的销售收入过亿

已基本没有悬念。

外资垄断短期难变

从事的行业极度细分， 产品线相对单

一，行业的竞争态势较为集中，是新三板公

司的主要特征，中讯四方也不例外。

以声表器件为例， 民用市场领域呈现

寡头竞争格局， 主要厂商集中在日本，村

田、TDK、 京瓷在内的三大厂商合计占市

场的80%以上， 其中村田一家的市场份额

接近40%。日本厂商如此高度的垄断，主要

是由于日本厂商掌握了包括上游材料在内

的全产业链，同时掌握器件的核心技术，能

够将器件尺寸做到足够小， 应用到智能手

机这样对空间要求、 集成度要求高的民用

领域，同时具备极大的规模优势。

董启明表示， 目前国内能从事声表器

件生产的只有中电科55所、航天长峰和公

司三家，日本厂商的先发优势过度明显，中

国企业短时间进入消费级市场难度较大。

在这一细分领域打破外资垄断， 是一个美

好的愿景，但短期内并不现实。

董启明认为， 中讯四方目前的规模仍

然不大，200万只声表器件对于半导体行

业而言属于“手工作坊”的级别，并不利于

对下游客户的开拓， 因此短期内力求产能

突破， 在下游仍然锁定军工客户是比较实

际的选择。 就国内而言，中电科55所占有

国产声表器件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公司当

务之急是赶超国内的竞争对手。

（公司具体调研纪要详见新三板定增网

www.xsbdz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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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营业收入1200亿元

格力电器净利增长46%

格力电器1月20日晚发布2013年度业绩快报，2013年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1200.3亿元，同比增长19.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8.13亿元，同比增长46.53%；基本每股收益3.60元。

业绩快报还显示， 格力电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5.61%，

比上年同期增加4.23个百分点。

格力电器表示，2013年公司坚持以消费者为导向，在创新技术、

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等驱动下，以创造精品为着力点，通过集团化

管控、采购以及集团化资金运营提升管理效益，通过生产自动化、信

息化建设提高运营效率，不断进行品质升级、优化产品结构，充分发

挥公司全产业链、规模成本以及渠道优势，使得公司综合盈利能力进

一步提升。（王锦）

中兴通讯

预计去年净利12-15亿元

中兴通讯1月20日晚间发布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2013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15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0.35-0.44

元。 公司2012年巨幅亏损28.41亿元。

对于业绩扭亏为盈，中兴通讯解释称，公司加强了对合同盈利能

力的管理，严格控制低毛利率合同的签订，国际项目毛利率改善，国

内系统项目营业收入占比上升；同时还加强了费用管控，提高效率，

预计报告期期间费用总额（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较上年

同期有明显下降。

此外，2013年度，公司加强了现金流管理，加大了销售收款的力

度，并严格控制各项期间费用开支，实现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公

司资产负债率预计较上年末将有所下降。（王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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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报披露大幕拉开

六成创业板公司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王小伟

21日创业板两公司披露年报， 揭开

了A股2013年年报的大幕。 截至1月20

日，共有14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发布业绩

预告，其中，除了海兰信和易世达预告业

绩不确定之外，87家公司业绩预喜，51家

公司业绩预降，预喜公司占比达62%。

在预喜公司中，29家公司实现业绩预

增，52家公司业绩略增，6家公司实现扭

亏，亦即业绩平稳略增的公司家数占预喜

公司的比例高达60%。在51家业绩预降的

创业板公司中，22家业绩预减，18家公司

略减，9家公司业绩首亏，2家续亏。总体来

看，化工、生物医药、文化传媒三大板块上

市公司运营最为平稳，通信电子板块业绩

大幅预喜公司最多，但行业内业绩滑坡公

司也为数不少，分化迹象最为明显。

通信电子“领涨”

“年报第一股” 原本应花落西藏珠

峰。 公司原计划于2014年1月15日披露

2013年年度报告， 但因相关财务报表的

编制与审计工作不能按期完成，将披露时

间推迟至2014年2月28日。由于西藏珠峰

的“让贤” ，A股首份2013年年报被佐力

药业和双龙股份共同抢得。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业绩预

喜的创业板公司中， 有17家公司预告业

绩增幅超过100%，其中三维丝业绩同比

增幅或超过500%，暂列“预增王” 。 三维

丝1月15日在201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中

表示， 公司预计2013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4750万元到4990万元之间，增幅在496%

到526%之间。

紧随其后的是鼎汉技术， 公司预计

2013年净利润为5000万元-5350万元，

同比增长318%-347%。 公司表示，随着

新建高铁项目的启动和在手地铁订单的

执行，公司业绩仍将稳步提升。

分行业来看，通信电子行业成为业绩

预增的“主力板块” 。 珈伟股份、高新兴、

华星创业、佳讯飞鸿、大富科技、洲明科技

等多家公司业绩预增幅度都在1倍以上。

此外，部分机械设备公司表现抢眼，福瑞

特装、中科电气、隆华节能等公司2013年

业绩增幅也在1倍左右。

十公司预降100%

主营移动终端天线的信维通信不幸

踏上业绩地雷。 公司于2013年11月23日

发布年度业绩预告称，预计2013年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5300万-5800

万元， 公司去年同期净利润为609.43万

元。 亦即信维通信净利润下跌幅度高达

1000%。 对于业绩变动原因，信维通信表

示， 受市场竞争及产品结构变化的影响，

产品综合毛利率水平有所下降，影响了当

期公司获利水平；同时，公司仍处于扩张

及经营调整期，研发及市场拓展投入大。

星星科技、明家科技、科新机电、世纪

鼎利、天立环保、汇冠股份等9家创业板

公司的全年业绩预降幅度均超过100%，

分布在机械设备、公用事业、电子设备、电

子等多个行业。

在退市悬崖命悬一线的万福生科预

计2013年业绩续亏。 万福生科2012年和

2013年三季度业绩均为亏损，倘若其2013

年度业绩不能转正，加上公司财务数据调

整后2011年度也出现亏损，身陷造假上市

的万福生科将因为业绩不达标而面临暂

停上市的风险。

在创业板公司中，文化传媒、化工和

生物医药是业绩表现相对平稳的两大板

块。 在13家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化工类

上市公司中，天龙集团、海达股份等6家

公司业绩略增， 增幅一般在20%以内，新

宙邦、 科斯伍德等3家公司业绩略减，降

幅一般在10%左右。

21公司拟利润分配

目前已有2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布

利润分配预案，21日率先公布年报的佐

力药业“领军” 高送转。

佐力药业早在1月6日就发布公告，预

计2013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盈利7870万元-8180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27%-32%。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

俞有强提议2013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400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12股。

卫宁软件、苏交科、瑞普生物等12公司

均提出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的分配

方案，南方泵业、新天科技等6家公司拟每

10股转增股本在5-8股之间。 三六五网和

远方光电虽然没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计

划，但也公布了派发现金红利方案。

提出分红配股方案的多为业绩预增

公司。 数码视讯和GQY视讯两公司虽然

业绩出现下滑，也拟实施高送配，两公司

日前预披露的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均

为10转10派1。

水井坊预亏1.2-1.6亿

受白酒行业低迷不振的影响， 水井坊1月20日晚间发布业绩预

告，预计2013�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24�亿元至-1.60�亿元， 而去年同期公司净利润则

达到3.38亿元。

水井坊称，2013年以来，白酒行业市场环境持续进入低谷，导致公

司全年销售收入大幅下滑；同时为维护品牌及保证市场份额，公司加大

了产品宣传推广力度，销售费用并未大幅减少。 此外，为适应新的市场

格局及消费趋势，公司梳理调整并开发了新的主导产品线，新产品推

出及市场导入需要一定时期，同时需要更多的费用投入。（汪珺）

拟10转12派5�佐力药业净利增长30%

21日， 佐力药业披露2013年度业绩

报告并推出10转12派5元的“慷慨” 分红

方案。 年报显示，公司2013年实现营业收

入41941万元，同比增长22.01%；利润总

额9036.92万元，同比增长30.5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99.75万

元，同比增长30.64%。

乌灵系列产品继续支撑公司业绩。乌

灵系列产品2013年 （主要指乌灵胶囊）

实现收入4.08亿元，同比增长24.05%。 由

于其毛利率高达88.48%， 营收占比达

97%，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其三级医

院覆盖率约为30%（约400多家）， 二级

医院覆盖率约为10%（约700-800家），

市场空白非常大。 公司方面表示，2013年

下力气扩大了乌灵胶囊在二级以上医院

的覆盖率。

公司“年产200吨乌灵菌粉生产技术

升级改造和扩产项目” 和“4.5亿粒乌灵

胶囊生产线项目” 两个募投项目均通过

了GMP认证并正式投产， 两个项目的完

成促进了核心产品的产能扩展，为未来市

场拓展打下基础。

公司称，主要产品乌灵胶囊销售收入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仍较高，若公司不

能把握市场发展机遇、 有效开拓市场，一

旦乌灵胶囊的销售产生波动，将直接对公

司业绩产生影响。

公司发布的利润分配预案是 ：以

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4亿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7200万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1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3.168亿股。

同日， 佐力药业还披露了2014年一

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4年1-3月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50

万元至1920万元，上年同期为1479.06万

元，同比增长25%至30%，增长原因为公

司主要产品乌灵系列销售增长而增加的

毛利贡献。（戴小河）

白炭黑市场低迷 双龙股份净利下降9.77%

21日， 双龙股份发布2013年业绩报

告。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亿6481

万元， 同比增长3.07%； 营业利润实现

2681万元，同比下降17.0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6万元，较

2012年下降9.77%； 基本每股收益为0.2

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元。

年报称， 高档产品销售有所下降，产

品成本有所上升， 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企业库存大幅度增加，报告期

内生产销售形势均未达到预期，业绩有所

影响。 由于白炭黑市场形势低迷，公司的

两条白炭黑募投项目投产，但未满负荷运

转，因而未达到预期收益。

公司表示，2014年公司将通过不断的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降低消耗，节约成本，

提高材料利用效率， 并加快产品的产业化

进程，拓展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大产品新用

途的开发，从性能、质量、功能提升公司产

品的优势，增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公司董事会去年已通过投资1000万

认购四川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股份的议案，四川橡胶增资后将

新增年产700万条高性能绿色环保乘用

半钢子午胎技改项目，四川橡胶承诺生产

料（白炭黑）用量的80%以上由双龙股份

供应。 近年来绿色轮胎需求上升，白炭黑

的需求潜力较大，预计将给双龙股份带来

较好的发展前景。

目前双龙股份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尚在停牌中。

公司同时公布了利润分配方案。根据

相关规定，公司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1亿零765万元。 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公

司拟以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亿

3520万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0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352

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张玉洁）

图为中讯四方公司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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