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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媒公司“配对”

房企转型文化旅游地产成趋势

□本报记者 姚轩杰

中弘股份日前宣布与上影集团签约开

发影视旅游地产，引发市场人士对文化旅游

地产的关注，而文化旅游地产已成为不少房

企转型的选择。目前我国休闲度假旅游消费

市场正在形成，能够满足游客休闲、度假需

求的文化旅游地产将迎来发展机遇。业内人

士认为，随着国内文化、旅游消费日益旺盛，

房企转型文化旅游地产将会成为趋势。

房企面临转型

房地产行业进入“下半场” ，在市场形

势更复杂、竞争更激烈、马太效应更明显的

当下，房企要获得长远发展，势必面临转型

问题。 近两年，文化旅游地产成为不少房企

转型的选择，绿地、万达、世茂等大型企业先

后在多个城市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一些中小

企业也在此领域看到了商机。

“政府对文化旅游地产比较支持， 而且

拿地价格比起商业、住宅地产有很大优势。 ”

中弘股份副总经理、 董秘金洁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随着跟上影集团签约，中弘股份已介

入影视领域，预计该项目年内将开工建设。

金洁表示，公司未来还将在文化旅游地产

继续发力，和更多影视文化公司或者有意向的

合作方在更多城市投资建设文化旅游项目。

记者查阅公司公告发现，自去年以来中

弘股份计划在海南、云南、吉林、北京等地投

资超过百亿的旅游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在

一到两年内会全部开工。 ” 金洁透露。

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杨彦峰看来，

随着国内文化、旅游消费日益旺盛，房企转

型文化旅游地产将会成为趋势。 比如，万达

在长白山的200亿元度假投资计划， 长隆集

团在广州周边的度假产业等。

而华侨城A已迈开“主题公园+商业地

产”搭配的先河，其经过一番尝试后确定欢乐

谷模式。“主要是因为欢乐谷这种游乐园占地

面积小，项目上马比较快，能够快速收回投入

资金，回报期短，同时配套的商业用地又能带

来良好销售前景。 ”杨彦峰对记者指出。

但大投入、长周期的特点，使得文化旅游

地产的风险不容忽视， 资金运营能力是关键。

对于项目资金需求，金洁表示，“拿地靠自有资

金，后续的开发、建设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

信托等方式融资。 相比住宅开发贷，文化旅游

地产获得贷款和信托支持还是比较顺畅。 ”

主题公园热潮再起

近来，主题公园热似乎卷土重来。 地产

公司搞文化、 文化公司搞地产成为主要特

点。 6月底，由华谊兄弟与观澜湖地产共同开

发的冯小刚电影公社正式对外营业，这是电

影龙头企业华谊兄弟首个运营的文化旅游

地产项目。 此外，华谊兄弟还在苏州、深圳、

上海等地在建或准备建设类似的地产项目。

另一大影视巨头光线传媒在6月中旬宣布，

将在上海闵行区投资建设“中国电影世界”

项目，投资规模达到上百亿元。

而万达、绿地等房企也开始大手笔投资

建设文化旅游地产。 比如位于无锡的万达

城，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就直言，这将是对抗

上海迪士尼的一个旅游地产项目。

过于密集的主题公园建设，是否会带来

同质化竞争和运营亏损？金洁回应称，首先，

从我国的旅游消费特点来看，目前休闲度假

旅游正在形成，而国内能满足游客休闲度假

的地方并不够。 特别是成规模的聚集区，国

内还没有。

其次，国内的旅游接待能力有限。 像华

侨城、宋城进入全球接待量前10名的景区每

年的接待量仅在400万到500万人左右，而

美国奥兰多迪士尼公园每年接待量达到

2000万人。 而且中国有13亿人口，要达到美

国那样的接待人次，国内的潜力还是很大。

第三，房企和传媒公司相继进入这个领

域，各家都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开发。 而且

每家做的项目不可能完全一样，应该是差异

化、互补型的。

万科上半年销售破千亿元

龙头房企销售或两位数增长

□本报记者 姚轩杰

万科7月3日晚间发布公告称，2014年

1-6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821.2万平

方米，销售金额1009.1亿元，分别比2013年

同期增长14.6%和20.6%。

在今年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的当下，房

企的业绩分化更为明显。相比中小房企的增

长乏力或业绩下滑，龙头房企的销售增长依

然强劲。 相关机构认为，上半年业绩排在前

六名的房企依次是万科、绿地、恒大、保利、

碧桂园和中海，销售额均超过500亿元。 前6

月排名前30强的房企中2/3的业绩同比增

长，增幅均达到两位数。

万科半年销售破千亿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充斥着降价潮、地方

救市、销售不畅等报道，但从上市公司披露的销

售数据来看，大型房企的销售依然增长明显。

万科公告称，2014年1-6月份公司累计

实现销售面积821.2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

1009.1亿元，分别比2013年同期增长14.6%

和20.6%。 而在6月初，万科发布的销售数据

显示，1至5月份累计实现销售面积647.3万

平方米，销售金额815.2亿元，分别比2013年

同期增长7.0%和16.2%。 这说明6月份万科

的销售增速在加快。

万科董秘谭华杰曾在6月初的投资者交

流会上表示，5月份整个房地产行业接近底

部的状态。全国14个重点城市的批售比降至

0.72，为近两年来最低；全国14个城市5月份

的推盘比去年同期上升，但销售面积、金额

都下降了约20%。

但6月份地方限购微调形成了一个普遍

的现象，政策环境普遍好转。信贷方面，央行意

见出来以后，商业银行对一套房贷款正在制定

计划、调整。此外，从5月中旬开始，商业银行开

始支持二套房贷。 5月份万科的客户一次性付

款比例下降至18.7%，意味着客户获取贷款的

能力增强。 市场在6月出现了积极变化。

谭华杰认为， 总体来看，2014年是调整

年， 但调整幅度不会超过2013年上升的幅

度，市场不会回到2012年或2008年的水平，

只是把2013年过度上涨的房价调整回来。

房企业绩分化更明显

今年上半年，中国楼市下行压力不断增

大。 然而，与众多房企的增长乏力相比，品牌

房企却表现出较强的市场操控力。

房地产研究机构亿翰智库的报告预估，

上半年业绩排在前三名的房企依次是万科、

绿地和恒大，紧随其后的是保利、碧桂园和

中海，共有6家房企上半年的销售额超过500

亿元。前6月排名前30强的房企中2/3的业绩

同比增长，增幅均达到两位数。

在中国指数研究院重点监测的23家公

布销售目标的房企中，平均完成率为40.3%，

其中4家房企完成不足1/3。 相比之下，恒大

地产、万科、中海地产三家大型房企完成目

标的50%。市场依然演绎着“越大越强、越大

越快” 的竞争法则。

不过，在市场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包括

万科在内的多数大房企在上半年采用降价、降

首付等不同形式的促销策略加快项目销售，实

现资金快速回笼，保障销售业绩。 而中小房企面

临降价也难以带动销售回升，提升业绩的效果。

运通四方搭电商平台谋交易额翻番

□本报记者 王荣

“未来三年，在不断完善现有线下业务基

础上， 运通四方计划建成自己的电子商务平

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步交易。 ” 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运通四方董事长苏敬樵

称。 分析人士指出，运通四方挂牌新三板，为

汽配流通企业的上市打开了一条通路。 而其

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 也是汽配流通领域对

B2B模式的有益探索。

深耕汽车后市场

运通四方成立于1999年7月， 是国内规

模最大的商用车后市场零配件流通服务商，

经营产品基本覆盖国内所有商用车品牌及

型号。

据悉，运通四方的供应商达1000多家，渠

道商有5000多家， 在商用车804个机型品类

中，涉及发动机227种、变速箱177种、底盘及

车桥400种，乘用车52个系列横向件配件品种

达20万种，并且每年以双位数增长。

配件大批分销给小型零售商是目前中国

商用车汽车配件流通的主要模式。运通四方公

司在此渠道约占广东省市场20%的份额，在福

建六缸以上车型配件中占70%的份额。

苏敬樵介绍，运通四方目前在广东、福建

的销售网络已深入覆盖至镇一级，在珠三角、

闽南甚至覆盖到了村一级。 在海南、湖南、广

西也设立了子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 汽车后服务产业是汽车

产业获利的主要来源， 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

阶段，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截至2013年末，我国汽车保有量达1.37亿

辆，汽车后市场规模约6000亿元。 我国商用车

的保有量到2015年将达到2000万辆， 到2020

年将突破3000万辆。 商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

推动维修保养配件和用品需求持续增长。

但是，汽配流通行业缺乏行业标准，流通

企业的基础管理难度大，集约化程度低，企业

之间的差距也很大。业内人士指出，这更有利

于龙头公司的发展， 登陆资本市场的公司或

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对行业进行兼并重组。

过去三年运通四方的业绩实现快速增

长。 2010年-2012年间， 公司的收入分别是

5.6亿元、6.31亿元和6.8亿元， 净利润分别是

777万元、2275万元和2855万元。

建电子商务平台

对于未来发展，苏敬樵介绍，未来三年运

通四方将建成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 实现线

上线下同步交易。 这也是汽配流通领域在

B2B电商模式的首个尝试。

事实上，运通四方确实有电商基础。 据机

构投资人介绍，在汽配流通领域，运通四方的

货品最全，同时也是最先实现数字化的公司。

资料显示，1995年，运通四方在行业内率

先采用进销存管理软件， 极大地提高工作效

率。2001年，自主开发ERP系统，流程重组，开

发并使用行业内首个13位配件条形码管理系

统。 这也使得其配件销售管理实现了数字化，

而这是搭建电商平台的关键一步。

“运通四方还需要筹建自己的物流园。 ”

苏敬樵对记者介绍， 商务平台的搭建主要有

两个步骤。首先，按区域设置仓储及物流配送

中心。其中，母公司广州公司将设置成为华南

区域配送中心，涵盖广东、广西、海南、福建、

湖南、江西；其次，开启连锁配送终端模式，以

注册地在广州的中配连锁公司为主体，以“直

营+加盟” 模式开展终端零售市场业务，进一

步拓宽运通品牌。

按照苏敬樵的设想，通过信息数据库，外

加快捷高效的配送、 优质服务等提升终端用

户体验，增加客户黏性，力争实现日均交易额

较当前翻一番。

中泰化学

建基地开展石墨烯研究

中泰化学公告， 公司控股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

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研发实验基地于2014年6月

底建成， 该基地后续将开展石墨烯与PVC聚合试验、

特种树脂研发等相关实验工作。

根据公告， 该研发实验基地以国家级化学工程

实验室为标准、以特种聚合物产品研发、催化剂性能

测试、高分子材料检测中心为目标进行设计和实施，

具备实现小试配方、中试生产、后期加工及性能测试

评价体系等全套功能。 研发实验基地于2013年7月

全面开工建设，于2014年6月底建成，相关研发试验

装置投料试车成功。根据公司研发工作计划，后续将

开展石墨烯与PVC聚合试验、 特种树脂研发等相关

实验工作。

研发实验基地主要承担公司技术发展战略支持、

构建产业技术平台、产学研合作、新领域技术拓展、新

产品开发的技术支持，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实现

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的转化，为产业转型、相关领域开拓奠定基

础。 （李香才）

中广核成立欧洲能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近日在法国注册成立中广核欧洲能

源公司，布局欧洲新能源市场。

作为中广核全资控股子公司， 中广核欧洲能源公

司将主要从事欧洲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并购、开发建设，运维以及资产管理

等业务。近年来，中广核大力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

积极布局海外清洁能源业务。 2013年10月，中广核与

法国电力公司就在英国投资建设核电站签署了投资合

作兴趣函。 2014年3月，中广核与法国电力进一步签署

了英国新建核电工业合作原则协议。 2014年6月，中广

核英国办事处在伦敦揭牌成立。另外，中广核还积极参

与罗马尼亚切尔沃那德核电机组建设， 目前进展状况

良好。（费杨生）

乐视TV超级电视销量近百万

□本报记者 陈静

乐视TV高级副总裁彭钢7月3日宣布，公

司超级电视X60上市一年销量已接近100万

台，形成规模效应，且乐视生态的产业链垂直

整合正全面颠覆电视行业。

此外，乐视TV还推出CP2C2.0，重新定义

制造，在外观、智能、影音、无线、内容、配件方

面，用户可进行选择，进行个性化定制。

规模效应显现

自2013年7月3日超级电视上市以来，截

至今年6月底，超级电视一年销量近100万台，

充分激活大屏互联网市场。

乐视发布超级电视时， 整个电视业一片

哗然，并受到普遍质疑。 而半年多后，其他厂

商从最初的质疑转为对乐视TV产品和整个

乐视生态的效仿。 此次乐视TV超级电视冲百

万，标志着乐视引领“硬件+服务” 的互联网

硬件2.0时代。

彭钢表示， 一年来乐视TV持续创新，重

新定义电视，击穿行业价格底线。 超级电视不

仅仅是一台电视， 更是完整的大屏互联网生

态系统。 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乐视生态的聚

变效应正持续显现。

在生态聚变效应下，乐视TV多重盈利模

式也成为现实。 依靠“平台+内容+终端+应

用” ，乐视TV可获得“硬件收入+内容收入+

广告收入+应用分成”四重收入来源。

彭钢解释，近100万台的年销量，意味着

硬件销售收入规模化，单品成本降低。 而内容

付费收入也形成规模化，内容更趋丰富化、定

制化。 未来乐视TV将提供个性化生态价值服

务，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过去一年超级电视

大屏广告收入超过1000万元。 此外，Letv�

Store则与第三方开发者试水应用收入分成。

随着网易新闻客户端、QQ音乐、 腾讯家庭相

册等大批优质应用的入驻， 大屏应用市场逐

渐成熟，乐视生态将融入到各个行业领域。

此外，乐视电视用户的商业化运营渐入

佳境。 截至4月30日，LetvUI累计装机量超

200万，这不仅包括超级电视、盒子等在内

的乐视TV自有品牌终端， 也包括搭载该系

统的其他品牌智能电视终端。 有93.31%的

超级电视用户更新过LetvUI， 无论是开机

率还是开机时长，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从

整体表现上看，月均开机率超94.6%，日均

开机时长5.9小时， 超级电视业务接口和数

据访问量超过1亿次。

在Letv� Store游戏中心，乐视未来将和

Gameloft、PopCap、触控、完美世界等国内

外众多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一起， 联合开

发运营， 共同为乐迷提供更多高品质电视

专属游戏。

售后服务方面，不到一年时间已覆盖587

个城市，在全国拥有6个中心仓，18个区域仓，

B2C年承载量超过500万台。

推“定制”电视

据悉， 乐视TV还推出CP2C2.0， 这是在

CP2C1.0基础上，重新定义制造，让用户的需

求直接参与到生产环节，除了硬件个性化，服

务、内容也正全面个性化。

据了解，超级电视分为6个模块，外观、智

能、影音、无线、内容、配件，每个模块用户均

可进行选择。7月7日，4K超级电视X50� Air将

率先实现用户定制化。

在服务和内容方面， 超级电视能够知道用

户在看什么，是一台充分可运营的电视。轮播桌

面增加业界首个4K轮播频道，并支持私人定制

轮播频道；而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引擎，可

以学习用户习惯，为用户“私人定制”内容。

彭钢表示，乐视TV最大的目标，是希望

真正把乐迷融入到体系当中， 真正对用户开

放最高权限， 透过乐视TV所运作的CP2C模

式，让用户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

拓日新能拓宽融资渠道

拓日新能公告， 公司近日与中信逸百年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签署了为期两年的《框架合作协议》。中信逸

将为拓日新能产品销售以及光伏电站项目提供融资支

持，为公司运营和融资提供金融服务。

另外，公司与中信逸形成战略合作，在中信逸的

现代化农业投资及运营项目中优先考虑并安排光伏

产品的植入，如太阳能设施农业、荒山太阳能电站、

太阳能现代化大棚等项目。 协议期间的业务合作规

模初定为3亿元，后期根据双方合作情况再确定扩大

合作规模。

根据约定，融资租赁服务所涉及的项目和客户

可由拓日新能从其销售客户和已投资的项目中进

行筛选和推荐，或由中信逸推荐给拓日新能的项目

和客户，由双方共同认定。 融资租赁服务所涉及的

租赁设备范围限制在拓日新能的光伏组件或由拓

日新能指定的设备。 中信逸与承租人（拓日新能设

备的购买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不超

过3年。 （李香才）

海信电器获彩电技术创新奖

7月2日，在由中国电子商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

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4年（第十届）中国数字电

视产业发展大会”上，海信ULED凭借出色的产品表现

摘获“2014年彩电产品技术创新奖” 。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大会自2005年开始，至今

已经是第十届， 已成为彩电业颇具权威和影响力的行

业盛会，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本次大会以“炫

动色彩节 畅享新视界” 为主题，现场众多中外主流电

视品牌产品争奇斗艳， 凭借在显示技术上的重大创新

突破， 海信ULED收获了本次大会重要殊荣—“2014

年彩电产品技术创新奖” 。 海信同时荣获“2014年消

费者喜爱平板电视品牌” ， 海信VIDAA2获得“2014

年十佳平板电视奖” 。 （钱秋臣）

广发证券

获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

近日， 广发证券获得由中国证券行业协会通过的

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 获准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

试点，在互联网金融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至此，证

券行业获得该项业务资质的公司达到7家。

据了解，广发证券近年来顺应行业趋势，积极“触

网” ，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电子商务体系，建立起以电商

网站、微信、微博、网上交易、APP运用为五大核心的多

渠道、多层次、立体式互联网运营群落。

广发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自建电子商务平

台， 可实现客户理财资金的功能延伸和互联网证券综

合业务能力的提升。 （黎宇文）

杰瑞股份

拟斥资3亿元回购股份

股价连续下跌使得杰瑞股份祭出回购的杀手锏。

公司7月3日晚间公告， 拟斥资不超过3亿元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价格不高于46元/股，以此提振市场信心。这

一价格较3日收盘价溢价近三成。

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步入下行通道，自1月9日创

出56.69元的历史高点后便跌跌不休。 7月2日，公司股

价盘中一度跌幅达9.32%，创出35.44元的低点，距离年

内高点已跌去近四成。

尽管频遭做空， 公司设备业务和油服业务仍保

持较好增长态势。研究报告显示，公司短期面临一定

波动， 但2014年业绩保持高增长仍有相当大确定

性。 （康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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