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9

■ 责编：郭宏 电话：010－63070383�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4月28日 星期一

公司新闻

ompanies

C

中金黄金一季度业绩环比上升

中金黄金今年一季报实现营业收入79.17亿元， 同比增长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0亿元， 同比下降66.15%， 但环比

2013年四季度上升约151%。

根据公司测算，报告期内黄金和铜价格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71.59

元/克和6388元/吨。公司加强对生产过程控制，销售和管理费用分别较

上年同期下降2%和4%，部分抵消了价格下跌对公司利润的影响。一季

度冶炼企业扭亏为盈，后期经营情况将进一步好转。 2014年，中金黄金

将继续开展“降本增效” ，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王婷）

正和股份拟自筹资金收购马腾公司

定增募集资金到位后进行置换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蒋文革

正和股份4月26日公告，将以自筹资

金先行收购马腾公司95%股权，待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再用募集

资金进行置换。值得注意的是，公告显示，

定增过程中的风险将由大股东承担。

正和股份董秘樊辉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先期投入资金完

成马腾公司股权的交割， 既体现出大股

东的资金实力和对上市公司业务平台的

呵护， 也表明了正和股份向油气领域转

型的决心。随着转型的深入，公司专业团

队的技术实力和较为娴熟的并购手段开

始逐步凸显优势。

自筹资金先行收购

按照相关议案，公司以自筹资金先

行支付全部或部分马腾公司股权收购

款项，自筹资金来源包括：公司自有资

金、银行借贷资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香港中科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的借资，

或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借资等。 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用募集资金进

行置换。

马腾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位于哈萨克

斯坦滨里海盆地的三个在产油田区块。

滨里海盆地是国际公认的油气富集而勘

探开发程度较低的区域之一。樊辉表示，

正和股份本次跨国并购马腾公司95%股

权，是公司转型的里程碑式事件。 按照原

有规划， 并购资金来源主要为二级市场

的定向增发。2013年12月，正和股份发布

定增预案，拟以6元/股发行5.2亿股，募资

31.2亿元收购马腾公司95%股权。

公司在收购过程中需要获得境外审

批与境内备案和核准。 2014年2月，此项

收购获得哈国竞争保护署批准， 境外审

批环节结束；此外，发改委、商务部、外汇

管理等部门的国内备案与审批也顺利完

成，除证监会的核准外，境内手续已全部

完成。

按照收购协议， 若正和股份在2014

年6月1日之前未能完成对马腾公司95%

股权的收购， 且公司与马腾公司股东未

就延长截止日期达成一致并修改该协

议，本次收购存在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为了尽快促成本次股权交割， 保证马腾

公司优质油田资产如期注入上市公司，

正和股份拟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马腾公

司95%股权。

大股东承担风险

樊辉对记者透露，与国内其他民营

企业所收购的海外油田不同，马腾公司

的三个油田均已经进入稳产开发阶段。

“作为成熟的开发区块， 马腾油田每天

开采获利高达30万美元。 公司越早交

割， 越有利于财务并表和上市公司获

利，同时为正和股份向油气产业转型奠

定基础。 ”

对正和股份而言，先行筹资实现交

割虽然有利于加快并购节奏，但将面临

若干不确定性风险。 一方面，先行完成

对马腾公司95%股权收购之后，若中国

证监会不予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公司为收购马腾公司借入的资金

将产生大额财务费用，从而对公司业绩

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若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未取得证监会核准，公

司收购马腾公司的最终资金来源将为

自筹资金而不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由此公司收购马腾公司将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对此， 公司实际控制人HUI� Ling

（许玲） 及香港中科石油天然气有限公

司出具了《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前实施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有关风险的承诺函》，对公

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收购马腾公司股权产

生的特定风险及损失进行补偿或承担。

“大股东担责成为公司自筹资金进

行先行并购的关键点。 ” 樊辉对此表示，

“上市公司层面通过大股东担责成功实

现了风险转移， 这体现出大股东的资金

实力和对上市公司业务平台的呵护。 ”

一方面， 先行筹资完成交割可以提

早锁定马腾石油的利润；另一方面，大股

东主动担责又可以化解定增不确定性风

险。由于对股价或将产生较大影响，按照

上交所要求， 正和股份将于28日停牌一

天，举行投资者说明会，自发布投资者说

明会相关情况后复牌交易。

海外并购能力凸显

正和股份新一届管理层上任以来，

积极推进向油气业务转型。 公司管理团

队在国内外石油项目管理运营和跨国并

购整合两方面均有丰富的运作经验。 随

着转型的深入， 公司收购马腾公司95%

股权看作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悉，若本次收购成功，公司将在稳

定现有产量的基础上， 通过应用系统的

增产手段，提升马腾公司的原油产量。未

来一段时间， 公司仍将以海外尤其是中

亚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业务作为核心业

务， 同时也将着力拓展包括北美地区在

内的其他海外地区的合作机会。

同时，公司未来业务扩展正紧锣密鼓

地布局和实施。记者获悉，正和股份1个月

前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上海油泷公司，作为

与海外石油合作项目的孵化器，主要负责

正和股份海外项目投资期、过渡期和整合

期的相关工作。 除本次收购马腾石油，上

海油泷日前在收购NCP公司75%股份中

同样运用了较高的并购技巧。

根据正和股份4月8日发布的公告，

全资子公司上海油泷与MTA签署框架

协议， 拟以3750万美元收购其哈萨克斯

坦全资子公司NCP公司75%已发行股

份，并与MTA共同为NCP未来勘探提供

贷款融资。 其中，MTA将3750万美元资

金贷款给NCP， 上海油泷后续将根据勘

探的进展陆续帮助NCP公司筹集1.425

亿美元贷款。 这也意味着，正和股份本次

的并购款将全部用于并购标的NCP公司

的业务发展。

“实际上这是一种交易结构的创

新，” 樊辉对此表示，“确保了合作双方

对于NCP项目的一致利益和高度投入，

为双方在下一步勘探和开发过程中紧密

合作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 ”

公开资料显示，NCP与马腾油田同

属哈萨克斯坦滨里海盆地，拥有近10000

平方公里的五个区块内勘探石油的权

利，资源量高达约15亿吨。

此外， 记者还从正和股份获悉，上

海油泷发起设立能源产业基金的工作

正在有序展开，公司和上海油泷的投资

并购团队正在继续积极拓展中亚地区

和北美地区等海外油气富集区域的优

质项目来源。

万科推广室内PM2.5解决方案

由万科倡议、以中城联盟为核心，联合包括海尔、格力在内的20多

家设备厂商和研发机构的“除霾行动” 4月26日在南京举行发布会，将

针对室内PM2.5污染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明年将在万科等中城联盟企

业中大范围应用。

万科集团总裁郁亮表示，健康的环境是构成好房子的最重要因素。

“室外空气改善是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是我们力所

能及的范围。 ”

中城联盟是各主要城市多家品牌开发商组成的行业策略联盟，其

成员包括万科、建业、万通、华远等60余家开发商。 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负责人介绍，新一代技术体系能保证引入室内的空气中PM2.5含量小

于35μg/m

3

， 达到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一类环境功能区对空气质量的

要求。

由于采用了全产业链协同研发，设备供应商在设计阶段，就针对性

能、使用寿命、噪声控制、安装要求等制定了高等级的标准，配合以万科

为代表的开发商的装修交付战略，省去了客户自行安装调试的成本。

中城联盟将与设备厂商在5月份启动相关产品的试制生产， 下半

年开始样机测试， 除霾系统预计今年可面世， 万科等中城联盟企业在

2015年将尝试大规模应用。（张昊）

瑞泰科技发力节能耐材

□本报记者 陈光

在下游水泥、玻璃、钢材等行业连续

两年低迷期之后，位于上游的炉窑耐火材

料供应商瑞泰科技也迎来连续两年的调

整阵痛期。 瑞泰科技2013年实现营收

18.64亿元，同比增长23.4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亿元。 由于湖南

瑞泰股权控制权的争夺，公司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5288万元。

“随着节能环保标准越来越严格，耐

火材料行业将随之洗牌。 ”瑞泰科技董事

长曾大凡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公司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凭借

领先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公司将对现有资

产进行整合，并针对下游行业主推节能环

保耐材产品，以抢占市场未来高点。

瞄准节能产品

由于瑞泰科技所服务的玻璃、水泥、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导致市场需求不足，

特别是玻璃耐材业务板块， 主要原料价

格成倍上涨，订单大幅减少，使得行业效

益严重滑坡。 曾大凡表示，行业的共性因

素，再加上公司近三年投资力度大，公司

银行贷款居高不下、资金成本高企，贷款

利息侵蚀了公司大部分利润； 公司经营

管理团队以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为班

底，科研型人才居多，市场型人才不足，

导致市场嗅觉不够灵敏， 风险管控能力

不足。“这正是瑞泰科技近两年效益下滑

的主要原因。 ”

曾大凡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公司

服务的是产能过剩行业， 市场总容量已

趋饱和。 产能过剩必将迫使企业转型升

级， 这样就对上游产品的技术提升提出

了新的要求。 这种情况下谁有更快的反

应能力，谁就能抢到蛋糕。 这取决于技术

储备、产品覆盖、客户资源等。 产能过剩

带来行业的重组，使得行业集中度提高，

更多的大型企业出现。 这些企业的集中

采购将提高准入门槛， 具有竞争力的供

应商将更有优势。

曾大凡介绍，未来的高温耐材市场会

更加看重节能环保型产品，在这方面占领

优势就占据了市场的制高点。 2013年3月

工信部颁布了“促进耐火材料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 强调严格控制耐

火材料总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

后和兼并重组，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

环境等。

目前瑞泰科技已掌握了环境友好碱

性耐火材料、余热发电专用捣打料、垃圾

焚烧炉用高强耐磨浇注料等多个符合国

家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政策的高端耐火材

料专利技术,�先后设立了熔铸耐火材料、

余热发电专用耐火材料、环境友好耐火材

料等多个成果产业化基地。

据了解，水泥熟料中铬离子含量标准

有望推出。 该标准推出后，占据目前水泥

行业耐火材料近半数市场的含铬材料将

会被替代。 此外，单位GDP能耗标准也将

会进一步提高，高温炉窑耐火材料对降低

能耗至关重要，标准的提高对于公司来说

将是重大利好。

经营模式转型

曾大凡介绍，2014年瑞泰科技将从以

前重投资转向轻投入重资源整合，同时倡

导绩效文化和数字化管理；公司将适时处

置一些低效资产，进一步优化现有产业布

局，提高资产收益率；推动瑞泰科技从单

一耐火材料销售向耐火材料总包和综合

服务方向转型。

据了解，经营模式的转型，瑞泰科技

已迈出了第一步，如新成立了窑炉工程公

司，可以向客户提供窑炉砌筑和维修服务

等。 瑞泰科技业绩已经开始好转。 公司预

计今年一季度盈利400万-500万元，同比

增长88.12%-135.15%。 2014年计划实现

营业总收入2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000万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00

万元。

对于计提了5288万元的湖南瑞泰

“失控” 事件，曾大凡表示，这一事件并没

有结束，去年出于市场谨慎性原则进行了

计提。 目前大的前提是国资不能流失，但

与对方再度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正协

商处置、友好分家。

据了解，由于湘潭瑞泰的停工，市场

上高品质硅砖稀缺，瑞泰科技已与当地政

府沟通， 在妥善解决湖南瑞泰的问题之

后，尽快恢复湘潭瑞泰的生产。 曾大凡表

示，公司对于妥善解决湖南瑞泰之事已做

好了充分准备，将尽最大努力去维护投资

者权益。

“今世缘”预披露招股书申报稿

4月24日，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证监会网站预披露IPO

招股书（申报稿），公司拟发行不超过5180万股，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

包括酿酒机械化及酒质提升技改工程、信息化建设及科技创新、营销网

络建设三大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9.31亿元。

据了解，今世缘酒业是江苏省内第二大白酒企业，拥有“国缘” 、

“今世缘” 、“高沟” 三个白酒品牌，高、中、低档产品线齐全。 今世缘酒

业产品占江苏市场10%以上份额。

2013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显示， 与A股13家白酒上市企业相比，今

世缘酒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指标均位居中游，净资产收益率排第2名。

作为区域酒企，推进全国化市场战略成为今世缘酒业的重要目标。

此次公司IPO募投项目中，对全国营销网络的布局是重要内容之一。 今

世缘酒业称，新的营销网点可以有效补充现有营销网点，还将为公司创

建O2O营销模式打下基础。 （王锦）

永大集团预计上半年业绩大幅下滑

永大集团预计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1034万与1572万元之间，同比大幅下滑21%-48%。公司主营业务大幅

度萎缩，经营情况继续恶化。

一季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91万元，同比下降29.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9万元，同比下降14.92%；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383万元，同比下降22.5%。 根据合并利润表，公司一季度财

务费用为-640万元，资产减值损失是-115万元，若扣除公司因募集资

金而产生的利息收入，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冲回的部分，公司或已陷入亏

损状态。

从一季报和公司对上半年的预计看，公司业绩仍在加速下滑。 有行

业分析人士表示，公司永磁开关的客户群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等传统

周期性行业，铁路、房地产等新行业客户即便有增量，但规模不会大。 鉴

于公司募投项目停滞不前，短期内难以扭转不利的经营局面。（徐光）

百度小米突击入股猎豹移动

□本报记者 王荣

就在猎豹移动上市前夜， 百度和小米

突击入股。猎豹4月26日更新的招股说明书

显示，引入了百度、小米作为基石投资者，

两者将分别获得2000万美元A类普通股。

“看中的是猎豹在移动安全领域的优

势及成长性。”知情人士如此解释。猎豹的

收入在过去两年以每年超过120%的速度

增长，2013年实现营收7.499亿元，同比增

长160.4%。

突击入股

猎豹移动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

1200万股ADS， 发行价区间为12.50至

14.50美元/ADS， 最高融资金额为3亿美

元。而4月26日更新招股说明书则透露出巨

头的身影。 继腾讯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之

后，百度和小米将作为公司基石投资人。

按照产业发展规律， 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安全领域依然占据系统最底层，再往上

走才是社交、浏览器等。分析人士指出，在移

动安全这块必争之地，腾讯旗下有电脑管家

和手机管家，百度也发布了手机安全卫士。

而猎豹移动的高速增长有些另类。猎

豹移动原名金山网络，自金山软件分拆而

来，与巨头相比算是小公司。资料显示，猎

豹移动2013年营收为7.499亿元， 同比增

长160.5%；净利润为6200万元，同比增长

530%。 过去两年公司的营收增速均在

120%以上。

目前猎豹移动旗下主要产品包括猎

豹清理大师、金山电池医生、猎豹安全浏

览器、新毒霸“悟空” 等。 其中，猎豹清理

大师是核心产品， 今年3月的月活跃用户

为1.399亿，平均日活跃用户高达7290万，

在全球30多个国家免费工具榜排名第一。

分析猎豹移动的收入来源，在线营销广

告、在线游戏增值服务和互联网安全服务为

三大主要收入来源。 2013年，这三项服务营

收分别为6.123亿元、8315.5万元和5419.1万

元，营收占比分别为81.7%、11.1%和7.2%。

海外市场发力

“海外市场是一片蓝海。 ” 猎豹移动

人士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公司从巨

头竞争中突围的原因。 该人士介绍，2012

年9月猎豹清理大师首次在海外市场推

出，随后这款产品出现了爆发式成长。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猎豹移

动海外月活跃用户约有2.14亿， 占比达

63%，较去年年底提升了十二个百分点。

在猎豹所有工具产品中，猎豹清理大

师类似于“火车头” ，积累的海量用户逐

渐延伸至移动安全、浏览器、桌面锁屏，再

到应用分发、系统优化等。 未来猎豹移动

主要通过移动应用分发和游戏联运、广告

等业务盈利。

猎豹移动正加强手游业务，从2012年

第三季度开始发布游戏，截至2013年12月

31日，有超过400个游戏在游戏中心运营，

其中大部分为联营模式。 一年间猎豹移动

的手游收入提升了5倍多， 收入占比自

3.22%提升至15.6%。

此外， 基于云计算数据分析引擎，猎

豹搭建了网址导航页、 个性化推荐引擎、

游戏中心、移动APP商店、Kingmobi移动

广告网络等平台。

京东携手獐子岛做生鲜O2O

4月26日，京东集团与獐子岛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活

鲜领域展开O2O深度整合。 5月中旬，獐子岛的海鲜产品将在京东平台

售卖。

京东首席物流规划师侯毅介绍，京东与獐子岛合作打造的生鲜

O2O，并非简单的源头商品采购，而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上下游

采购整合，充分利用线上和线下的全渠道销售通路和零售商高效低

成本的物流体系，建立起服务与成本最佳平衡的生鲜扁平化供应链

模式。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京东平台上的便利店销售渠道销量有限，不

会对獐子岛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表明公司拥抱互联网的开始。獐子

岛董事长吴厚刚表示， 与京东战略合作， 有利于升级獐子岛的营销渠

道， 促进活鲜产品向标准化商品转型， 打造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

O2O消费者服务平台，实现獐子岛“由食材企业向食品企业” 加速转

型。 侯毅介绍，京东生鲜O2O将按照国际化标准，建立起生鲜和蔬果采

购标准，建立供应链的全程可追溯控制体系。 （王荣）

建行一季度净利增一成

不良贷款率1.02%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建设银行28日公布的2014年一季度业

绩报告显示， 该行今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657.8亿元，同比增长10.41%。

截至3月末， 该行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划分，不

良贷款余额为908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55亿

元；不良贷款率1.02%，较上年末上升0.03个

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260.21%，较上年末

降低8.01个百分点。 存贷比率为69.38%。

3月末，建行资本充足率13.50%，一级

资本充足率11.1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1.11%。 较上年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

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上

升0.16、0.36和0.36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

建行资产总额16.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7782亿元，增长5.07%；客户贷款和垫款

总额8.92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3310亿

元， 增长3.85%。 其中， 境内公司类贷款

5.61万亿元，个人贷款2.55万亿元，票据贴

现852亿元；海外和子公司贷款6598亿元。

报告期末， 建行负债总额14.99万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7048亿元，增长4.93%。

客户存款12.8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6355

亿元，增长5.20%。 其中，境内定期存款5.8

万亿元，活期存款6.74万亿元；海外和子

公司存款3076亿元。 报告期内，该行利息

净收入 103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0%。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1.67%，年

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3.89%，净利息

收益率为2.81%。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3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7%。

联手巨潮资管

新亚制程拟前海设投资公司

新亚制程公告称， 公司拟于深圳市前海地区与上海巨潮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巨潮资管” ）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巨潮嵘坤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双方各出资1000万元，各占巨

潮嵘坤50%股权。

根据公告，新设立公司的业务范围为股权、债权及证券投资、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等。公司表示，本次投资是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平台，促进

金融与主营业务融合发展，推动经营模式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与

巨潮资管合资设立投资管理公司，公司可以借力社会资源，进一步优化

公司产业布局，有效发掘投资机会，创新商业盈利模式，提高和巩固公

司在行业内的地位，壮大公司实力，提升公司形象。

公司同时表示，巨潮嵘坤将秉承较高标准进行项目选择、项目决策

等，但在运作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市场、利率、宏观经济等方面带来的不

确定性，无法完全规避投资风险。（郭力方）

五粮液一季度净利下滑27%

五粮液28日公布的2014年一季度业绩显示，公司今年一季度实现

净利润为26.19亿元，同比下滑27.79%。

受宏观大环境影响，白酒行业2013年遭遇增长逆境，多年来利润

持续高增长势头受到遏制。 数据显示，2013年白酒全行业利润总额同

比降低1.9%。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多重因素导致行业发展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行业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日益凸显。综合来看，白酒行业整体回升时机

仍未到来，但茅台、五粮液等龙头的季节性消费习性依然明显，全年销

售量有望阶段性提升。（郭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