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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策影视参股演艺公司

□本报记者 姚轩杰

5月8日，华策影视宣布投资舞台剧

生产公司JDF金典工场2000万元，占股

19%，并与JDF金典工场联合投资出品

国内目前投资额最大音乐剧《上海滩》。

这是华策影视首次涉足演艺市场。

根据演出产业报告分析，2012年我

国演艺行业市场规模达300亿元，2014

年超过400亿元。 据悉，华策通过与JDF

金典工场搭建演出行业产业链条，完成

三个中国题材的剧目生产，并以合资、合

营、租赁等多种方式，与剧院进行常年深

度合作。 另外，在版权储备上，华策将利

用自身影视作品的版权，支持新剧目的

创作。

业内人士认为，在对演出市场进行

抢滩登陆后，华策的娱乐版图再次得到

扩张，其提升衍生业务比重，丰富收入来

源，优化收入结构的战略又迈进一步。

深圳惠程

转让部分长春高琦股份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深圳惠程公告，5月8日与第一大股

东吕晓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持

有的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

33.63177%的股权转让给吕晓义， 转让

总价款为1.61亿元。 深圳惠程原持有长

春高琦84.63%股份，转让完成后仍持有

51%股权，仍是长春高琦第一大股东；吕

晓义将持有长春高琦33.63177%股权，

成为长春高琦第二大股东。

长春高琦经营聚酰亚胺纤维材料及

制品、高分子材料、无石棉摩擦材料、特

种工程塑料制品加工及技术咨询、 技术

开发。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3年长春

高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2911.81万元，

净利润亏损876.29万元。

深圳惠程称， 聚酰亚胺工艺虽是国

内首创、国际领先的先进技术，但由于新

材料的特性、 理念和应用还处于市场认

识阶段，产品完善、客户接受还需要相当

长的过程， 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方面

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预计公司聚酰亚胺

产品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盈利。

为了避免出现股权转让后长春高琦

经营情况出现好转、 公司股东利益受损

的情况，深圳惠程与吕晓义5月8日还签

订协议， 约定五年内如长春高琦经营情

况出现好转， 公司有权以转让原价加期

间利息（年利率8.8%）的价格回购上述

33.63177%股权。

中国南车

推出船舶电力推进系统

□本报记者 陈静

中国南车株洲所宣布， 成功推出首

套船舶电力推进系统， 并已成功装载在

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 海洋综合考

察船上，奔赴南海执行科考任务。作为轨

道交通装备行业巨头， 中国南车此次首

套船舶电力推进系统的成功研制及装

船，将为公司全力进军船舶领域，开展船

舶核心设备自主品牌技术创新奠定坚实

基础。

中国南车株洲所有关人士透露，船

舶的电力推进系统关键在于变频控制，

而该项技术正是该公司的强项。此前，中

国南车株洲所已成功将变频控制技术应

用到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

中石化油品销售改革脚步渐近

油改概念公司业绩“贫富不均”

□本报记者 汪珺

“拟6月底完成油品销售板块的审计评估，

公布引资方案。”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今年

3月公司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了公司下

游业务引进民资的时间表。 随着6月脚步将近，

市场关于改革落地的神经也越绷越紧。

靴子未落地， 油改概念股已在资本市场上

掀起多番热炒潮。 不过，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

WIND数据发现，20只油改概念股业绩总体显

现疲态， 包括两桶油在内的共14家公司一季度

业绩下滑，不少甚至出现亏损。而大部分公司盈

利仅一两千万元，行业“油水” 仍主要集中在中

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手中。

业内人士认为， 中石化下游油品销售改革

仅打响了油气行业改革的重要一枪， 但上游油

气勘探领域放开、下放原油进口权、油气管网建

设市场化等改革重要领域目前未动 “真刀真

枪” 。 油改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达到民企

为国企输送活力、 国企为民企打开更大市场这

样双方“如虎添翼”的混合，考验智慧和魄力。

两桶油“两条腿走路”

在此次“油改风暴” 中，中石化动作最为迅

猛，披露的信息也最为明晰。 继2月20日宣布将

引入社会和民资参股下游油品销售业务板块

后，中石化便“一步一个脚印” 地开始推进油

改，并对外公布了较为明确的“时间表” ：拟6月

底完成油品销售板块的审计评估， 公布引资方

案；力争第三季度前完成融资。

根据公司相继发布的公告， 目前中石化已

将所属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资产整体移交给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拥有、 管理

和控制。此外，公司还于近期确定了项目的财务

顾问，分别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德意志银

行集团、中信证券和美国银行集团。

中石油在此次油改中显得较为低调， 但动

作亦在加快。今年两会期间，中石油董事长周吉

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对油改作出首

次回应，称已在油气管道、未动用储量、非常规

油气资源开发、炼化业务、海外业务、天然气终

端利用等方面搭建六大合资合作平台， 推进和

社会、民营资本的合作。

在此后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业绩发布会

上，周吉平进一步披露，公司已在一些方面推进

了混合所有制，包括：上游领域和延长石油成立

了延安石油公司， 在陕北的共同勘探开发会进

一步扩大；与新疆自治区、兵团共同勘探开发的

新疆红山油田会积极推进； 与重庆市企业在页

岩气勘探开发方面的合作已开始实施。 4月17

日， 中石油集团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召开， 被认为正式吹响了中石油全面深化

改革的冲锋号。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备受关注的“上游勘探

开发领域” 的放开，两桶油均持开放态度，但略

有不同。媒体曾引述周吉平的话称，在上游油气

开发领域， 中石油将采用 “产品分成合同” 模

式，组建联合管理委员会，在当地注册成立作业

公司来进行项目执行， 中石油所占股份将不少

于51%，控股地位不会改变。

傅成玉则对包括页岩气开发在内的上游勘探

开发引入混合所有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上游勘

探开发属于高风险，做混合所有制非常难，国际通

行做法是签署产品分成合同，而非成立合资公司。

“中石化会把尚未开发的区块拿出来， 对外进行

勘探开发的合作，但不会做混合所有制。 ”

业绩疲软“贫富不均”

油改靴子尚未落地， 油改概念股却已在资

本市场上掀起了一轮轮热炒。不过，中国证券报

记者根据WIND数据进行不完全统计后发现，

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内的20只油改概念股，一

季度多数业绩显现疲态， 与一度高涨的股价形

成反差。

“两桶油”首当其冲，业绩双降。 其中，中石

化一季度净利润134.77亿元， 同比下降14.9%，

中石油一季度净利润342.48亿元， 同比下降

4.9%。在下降原因中，两桶油不约而同地提到了

上游板块的效益下滑。 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

行以及上游成本上升等影响， 中石化一季度勘

探及开发板块实现经营利润132.06亿元， 同比

下降18.63%， 中石油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

利润527.10亿元，同比下降7.5%。

除两桶油外，其余18只油改概念股的业绩也

多显疲态。 其中，7家公司一季度出现亏损，仪征

化纤更是因为连续两年亏损“披星戴月” 。另有7

家公司虽实现盈利，但业绩均现不同程度下滑。

一些热门油改概念股的业绩也不尽如人

意。 如一度被市场热议将成为中石化改革受益

者的上海石化，一季度净利润亏损7297万元，而

去年同期盈利1.73亿元， 转盈为亏主要是因为

原油加工量下降，炼油板块盈利减少，主要化工

产品价格下降，该板块亏损扩大；因油改概念股

价一度飙升的泰山石油一季度微利180万元，同

比下降48.48%，公司2013年全年净利润亦下滑

48.55%，全年仅实现盈利1217.86万元；因收购

国外油田而备受市场关注的正和股份、 美都控

股，今年一季度业绩均由盈转亏，其中正和股份

一季度亏损2587万元， 美都控股一季度亏损

2179万元。两者亏损原因类似，一方面原有的房

地产业务等未产生利润， 另一方面收购油田尚

未产生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 油改概念公司的盈利规模

均不大，一季度净利润多在百万至千万元之间，

而仅中石油一家的净利润便达到342.48万元。

可见，行业利润仍集中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

大巨头手中。

油改路径悬而未决

油气改革究竟能为中国的石油市场吹来怎

样一股春风？ 油改的靴子何时能够落地。 在4月

18日召开的新一届国家能源委首次工作会议

上，有关油改的公开信息寥寥，仅有一句“要放

开竞争性业务， 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有序进入能

源开发领域公平竞争。 ” 这在一些业内人士看

来，有些低于预期，虽明确要改，但如何改仍然

没有明确的思路。

今年以来， 油改领域最受关注的除混合所有

制改革以外，还包括原油进口权的放开、进口原油

使用权的放开以及国内上游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放

开等。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前述两项的放开指

日可待。另一方面，常规油气区块放开的标准也在

酝酿之中，思路是两桶油旗下一些未开发的区块，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未开发或者投入没有达到一定

标准的，需要拿出来面向社会招标，但竞标者需具

有常规油气区块的勘探开发资质。

尽管油改路径尚未形成明确思路，但一些原则

性思路则可从行业大佬的一些表态中隐约可见。

“引资将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既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又防止大股东圈钱、小股东没

有话语权的现象发生。 ” 傅成玉指出，“官方和

大众关心的是混合的过程有没有国有资产流

失，基金关心的是进来怎么增值，民营资本关心

的是会不会被公平对待，买的价格会不会贵，以

后有没有话语权。从我的角度看，就是必须要公

平、公正、公开，让投资者自己判断，自愿进来。”

周吉平的表态更为简单。 “发展混合所有

制，很重要的是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增强国有

企业的影响力和活力， 发挥社会和民营资本的

优势，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讲，就叫做‘国民共

进’ 。 ” 而对外界普遍关心的油气管网改革，他

认为， 油气管网是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的重要

方面。 在推进过程中，要注重优势互补，进一步

增强国企的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有业内人士认为，改革最主要是改变机制，

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国企公司治理问

题，即建立一个真正市场化的治理，有一个能够

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公司治理和董事会决策。

民企为国企输送活力， 国企为民企展开一个更

大的市场，这样的混合才是“如虎添翼” 。

接连拿下2.16亿元大单

兴源过滤“五水共治”订单兑现

□本报实习记者 欧阳春香

兴源过滤5月8日晚间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浙江

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乐清市乐琯运河清淤工

程施工项目，金额为8608.38万元，占2013年营业收

入总额的26.73%。 而此前两天，公司接连发布公告，

浙江疏浚中标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导流港清淤

工程湖州市区段施工项目， 预中标德清段施工项

目，金额分别为8514.11万元和4474.54万元。

在浙江省“五水共治”行动中，兴源过滤连接中

标河道清淤项目，累计金额2.16亿元。公司董秘办人员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将深度参与浙江省“五水共

治”行动，公司募投项目在产能方面已做好了准备。

五水共治订单释放

2014年被称为浙江全民治水年，“五水共

治”行动如火如荼展开。“五水共治” 计划投资超

过4680亿元，2014年投资超过650亿元， 其中治

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分别为308

亿、200亿、49亿、19亿、76亿元。

五水共治，治污先行。 浙江省省环保厅厅长徐震

此前曾表示，2014年将完成676个重点治理项目，“清

三河”是一大重点，将深入开展平原河网治理。今年基

本消灭垃圾河，有效治理黑河、臭河1500公里以上。

拥有污泥压滤及处理一体化技术以及河

道疏浚技术的兴源过滤被认为将是浙江省

“五水共治” 率先受益公司。 兴源过滤今年3

月份完成收购的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在城市河道、 水源地水库以及湖泊等环保疏

浚方面在浙江省内的份额占到一半以上，收

购完成后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污水污泥处理

领域的产业链。

收购完成后，浙江疏浚今年以来连续获得多

个订单，上述项目金额合计为2.16亿元，占兴源

过滤2013年营收的67.05%， 对公司未来业绩将

有积极提振作用。

分析师认为，随着浙江“五水共治” 的推进，

兴源过滤+浙江疏浚+大股东旗下浙江水美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形成污水污泥处理全产业链平

台，将实现良好的整合效应。

兴源过滤表示，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优

势、环保装备先进制造技术优势和并购浙江疏浚

带来的协同效应，采取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张

并举策略， 争取通过深度参与浙江省 “五水共

治” 行动，加快实现从压滤机制造商到核心环保

设备制造商、环保工程系统集成商和环境治理综

合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此外，为适应浙江省“五水共治” 重大行动

对农村污水处理系统的需求，兴源过滤近期推出

了基于低能耗MBR膜生物反应技术的一体化污

水处理系统。

首季净利翻番

受益污泥处理投资的增长，兴源过滤今年首季

也交出了靓丽的成绩单。公司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7895万元，同比增长33.6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808万元，同比增长108.02%。而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60.14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4.13%。

公司一季度压滤机订单回升，业绩同比大

幅增长。 受益污泥处理投资增长及市场开拓强

化，1-3月压滤机销售回升， 较2013年同期增

长33.63%。

公司新募投压滤机项目产能共两期： 一期

800台套大中型设备年内开始生产， 二期年产

2000台设备临平工厂预计2017年完全达产。

长江证券分析师章诚认为， 公司2015年业绩或

再超预期。 目前压滤机在手订单回升，且新产能募投

建设项目陆续达产， 该板块2014年收入有望持续上

升。 公司将加快外延扩张速度，未来1-2年业绩增长

前景看好。

华谊兄弟计划推32部新片

未来两年票房目标100亿元

□本报记者 姚轩杰

5月8日， 华谊兄弟发布第四季H计

划， 公布了2014/2015年度的32部新片

计划。公司总裁王中磊表示，华谊兄弟已

开启国际化进程， 以电影为核驱动力打

造全方位娱乐帝国， 未来两年公司总票

房有望达到100亿元， 继续领跑国内电

影行业。

2014年华谊兄弟将有14部作品问

世，涵盖了贺岁喜剧、爱情喜剧、动画电

影等电影类型；2015年片单将进一步升

级。目前，华谊兄弟将松散的导演合作关

系构建成有长期合作保障的 “导演矩

阵” ，并形成了签约导演团队、原创系列

电影、 投资及战略合作独立制片公司等

多种合作模式。

2014年，华谊兄弟将向美国Studio�

8公司投资1.2亿至1.5亿美元，从制作领

域进入好莱坞电影链条， 加入到全球电

影市场的竞争格局中。

公司董事长王中军认为， 本土影视

公司借助资本力量开拓海外市场寻求增

量是必然选择。未来两年，华谊兄弟电影

国际化将使得影片水准大幅提升， 国产

电影加上好莱坞电影的总票房目标为

100亿元。

低价药政策出台 市场竞争格局难改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国家发改委8日举行专题通气会， 酝酿多时

的低价药清单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中新药业、

天士力、通化东宝、白云山等公司品种均有入选。

本次发布的《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和低价药清单并没有超出预期，

品种数量达到533个，其中化药品种283个、中成

药品种250个、剂型1154个；日均费用标准与此

前颁布的征求意见稿保持一致。现阶段低价药品

日均费用标准为：西药不超过3元，中成药不超过

5元；对因成本、价格或用法用量发生变化导致具

体品种日均费用发生变动的，要及时进入或退出

低价药品清单。

虽然没有超预期的福利，但意外的小惊喜还

是有的。 低价药清单中部分化药出现特殊剂型，

意在鼓励药物创新。这些特殊剂型集中在心脑血

管、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及代谢类等领域，而

其特殊剂型又以缓控释片剂和胶囊为主。

市场格局难改

多家上市公司独家品种如期进入该药品目

录。 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中新药业的清咽滴

丸、速效救心丸，精华制药的王氏保赤丸，通化东

宝的镇脑宁胶囊， 桂林三金的蛤蚧定喘胶囊、三

七血伤宁胶囊、三金片，白云山的消渴丸、乳核散

结片、障眼明片，云南白药的云南白药酊、云南白

药散剂，太龙药业的双黄连合剂，千金药业的妇

科千金片等独家品种均列入其中。

在化药品种中，抗生素药物、循环系统药物

入选品种较多，占到15%左右，妇科、骨科用药等

也有一定占比。而此前征求意见稿虽未纳入抗肿

瘤药物， 但最终公布的品种也新囊括了白消安、

环磷酰胺、甲氨蝶呤3个抗肿瘤药物。

海通证券认为，低价药目录的公布意味着政府

在药品价格管制方面迈出了市场化的一步，未来在

低价药目录之外的产品上可能更多采用市场化的

机制定价。 但是放开价格管制并不意味着涨价，大

部分低价药的价格是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市

场化定价不会改变药品的竞争格局。华润双鹤的降

压0号等少部分独家品种或者准独家品种理论上具

有提价空间，但这些品种的销售重心大部分已经下

沉到OTC渠道，不适用医院渠道“高价药” 好卖的

逻辑，如果大幅提价存在“价涨量缩”的风险。

在市场层面，可适当关注相对弹性大的中新

药业（速效救心丸）、桂林三金（三金片）、华润

双鹤（降压0号）等品种，不过低价药目录未来能

否真正给相关公司带来好处仍需观察。

一家医药上市公司董事长提出了另一种观

点。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入选低价药清单的

题中之意不在于提价，而是低价药清单中的产品

可以不参与地方基药招标，直接进入医院采购行

列。但国家发改委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应询

时，表示对此事暂不知情。

海通证券还认为，未来在药品领域，可以关注

具有新产品梯队的公司， 今年下半年非基药招标

推进后对这些公司可能有机会； 此外中药降价政

策如果出台，中药板块的抑制因素或许可以解除。

部分品种“起死回生”

近两年来，医院和药店药品断货消息不断披

露，低价药“中标死” ，廉价基本药物短缺，导致

患者无药可用或只能选择高价药的困境。

广东药学院临床药系教授陈吉生曾对8个省

市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结果进行分析， 他发现8省

市共有44个目录内的品种没有企业中标；另有87

种剂型没有中标产品。 未中标药物数量排在前3

位的就有心脑血管系统用药。 这意味着患有心脑

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不能购买到白云山低价的

复方丹参片，便只能购买更高价的心脑血管用药

如滴丸等药品代替。

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低价药政策虽然给目录中产品提升价格的空

间，但实际上对于消费者而言，是降低了医疗负

担。 举例说，肠胃不舒服的时候，也许吃个保济丸

就好，但是因为价格太低，没有空间可以做推广，

消费者在药店买不到，于是只能买二三十元的药

物。“低价药价格太低，从出厂价到销售价可能只

有几个点的空间， 但目前药店的经营费用很高，

需要做到40%左右的毛利才能有所盈利。 ”

按目前的价格， 低价药要么进不了药店，要

么得不到推广。“中成药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好的

产品，但由于价格太低，利润空间小，企业没办法

做，哪怕是做了，在终端没有办法做推广。 ” 李楚

源表示，低价药政策实施后，企业可以在规定范

围内按成本匹配价格，这样就有更多的空间做推

广，使消费者可以用上低价药，解决目前低价药

“有价无市”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