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渤海租赁欲购一集装箱租赁公司

渤海租赁7月14日晚间公告， 公司与Cronos� Holding� Company�

Ltd（简称“CHC” ）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渤海租赁拟收购CHC持有

的Cronos集装箱租赁公司80%股权。

据介绍，Cronos集装箱租赁公司在17个国家设有18个办公室， 包括

伦敦、纽约、里约、旧金山、迪拜、安特卫普、哥本哈根、汉堡、香港、新加坡、

台北和东京等， 共拥有95名员工和400多家客户。 截至2013年12月底，

Cronos集装箱租赁公司拥有和管理总计约57.3万集装箱 （即162万

CEU)，账面价值25亿美元，利用率94%，按CEU计，是国际排名第7大的

集装箱租赁公司。

渤海租赁称，如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公司将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

箱租赁业务规模（按集装箱价值计算），同时将有利于公司对集装箱租赁

业务的整合，进一步完善全球化发展布局。（王锦）

爱尔眼科上半年净利预增四成

7月14日晚，爱尔眼科发布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报告期内，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4070.56万元-14580.37万元，同

比增长38%-43%。

公司净利润增幅近年来呈快速上升趋势，2012年、2013年年度净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6.33%、22.43%，2014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34.6%，

今年上半年则同比增长约四成。

海通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余文心认为， 医疗服务需求未来将持续快

速释放，作为国内眼科行业龙头，爱尔眼科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从公

司内在增长动力看，盈利医院业绩持续增长，新建医院逐步扭亏或减亏，

推动了公司净利润加速增长。 从长远看，爱尔眼科的“分级连锁” 发展模

式趋于成熟，爱尔并购基金和“合伙人计划” 将加速公司网点布局，准分

子、白内障、视光、眼底病四大事业部的均衡发展成为业绩持续增长的基

石，视光门诊部、眶周美容及上游产业延伸将逐步成为未来业绩增长的新

亮点。（李清理）

代码 名称 类型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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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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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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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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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股份 预增

402%

净利润

1200

万元至

1800

万元

,

增长幅度为

234.22%

至

401.34%

林洋电子与上海三星战略合作

7月14日晚间，林洋电子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林洋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与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于近日在南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书》，将在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市场销售、品牌推广等领域展开深层次的

战略合作。

上海三星是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在上海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从事多媒体及家用电器、信息及通讯、半导体等产品的设计、研究及生产。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上海三星的LED照明事业部在全球LED领域具有技术

和规模领先优势。

根据协议书，上海三星承诺在市场开拓、产品研发、LED颗粒采购中

给予林洋照明在技术、价格、质量、交期、信用等方面以支持，承诺给予林

洋照明市场最优惠的采购价格支持； 林洋照明承诺LED照明产品所用的

LED颗粒在同等商务条件下，给予上海三星品牌唯一优先权。林洋方面将

充分发挥自身的细分渠道优势资源， 三星方面则将充分发挥品牌及技术

优势，在LED照明产业链上，双方互为对方最重要的支持对象和战略合作

伙伴，在中国市场共同开拓LED项目。（丁菲）

鹏欣资源拟定增募资收购南非金矿

鹏欣资源7月15日发布定增预案，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鹏欣集团在内

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85亿股，发行价格不低于5.55元/股，募集

资金不超过38亿元，用于收购Golden� Haven� 100%股权，实施南非奥尼

金矿生产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股票将于7月15日复牌。

根据预案，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中的4.5亿元收购Golden� Haven� 100%

股权，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其下属公司CAPM拥有的南非奥尼金矿相关资

产。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 公司将通过设立全资香港子公司持有Golden�

Haven� 100%股权，并进而控股CAPM，实现将其下南非奥尼金矿相关黄金

资产纳入上市公司。 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约25亿元投入南非奥尼金

矿的生产建设项目。

公告显示，Golden� Haven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姜照柏，与公司

属同一控制下企业。（王小伟）

近百家化工企业中报预喜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7月14日，两市已有151家化工

企业披露中期业绩预告。 其中，40家企

业预增，略增和续盈企业分别为35家和

11家，11家企业扭亏。 也就是说，预喜化

工企业近百家，占比超过64%。 此外，有

13家企业首次亏损，15家企业续亏。

部分细分行业转暖

以同比增长率下限计， 净利润同比

增长超过50%的企业共有38家。 其中，

尤夫股份7月14日晚间发布业绩修正公

告，经修正后，公司预计2014年上半年

净利润为4523万元至4539万元，上年同

期为32.66万元，同比增长13748.74%至

13797.73%。 此前公司预计的增幅为

13628.32%至13678.32%。 数据显示，公

司2014年1-3月净利润为1025.40万元，

同比增长近50倍。

行业中高增长、高利润的公司仍主

要集中在染料、除草剂、氨纶等高景气

品种中。 受益于产品持续涨价，浙江龙

盛预计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80%-220%，

预期实现净利润15.34亿元-17.54亿

元左右。 同样受益于主要产品价格上

涨，沙隆达A预计实现净利润27406.16

万元至 31230.27万元 , 增长幅度为

115%至145%。

华鲁恒升则是在氮肥行业整体惨淡

的行情下杀出一条血路。 今年以来尿素

价格持续低迷， 尿素企业成为亏损企业

的“重灾区” ，不过华鲁恒升预计实现净

利润3.42-4.18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为

80%至120%。 据了解，华鲁恒升目前尿

素成本仍维持在1300元/吨以下， 仍有

一定的安全边际。公司表示，公司充分发

挥煤气化平台优势， 强化生产系统稳定

运行，释放产能，降低成本；经营方面把

握市场价格变化，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了

公司盈利能力。

部分亏损行业今年出现转暖迹象。

进入2014年，随着纯碱价格上涨，部分

企业业绩转好。 青岛碱业预计公司2014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100万元左右。 公

司表示，公司主导产品纯碱价格企稳，小

苏打价格小幅上涨，主要原材料原盐、煤

炭价格较大幅度下降，双重因素之下，公

司得以扭亏。 *ST海化也实现了扭亏，报

告期内预计净利润2200万元至2700万

元。公司表示，业绩变化主要是主导产品

纯碱销价、 销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增长， 而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产品成本较

去年同期降低。

环保约束持续发力

随着环保压力加大， 部分化工细分

行业出现供给端萎缩的态势， 由此带来

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

黑猫股份7月10日修正业绩预告，

将公司净利润上调至2500万元至3000

万元。 此前黑猫股份预计净利润1300万

元至1800万元。 公司表示，炭黑产品销

售毛利率在二季度有所提升，致使2014

年半年度公司业绩超出此前预计范围。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炭黑企业面临的环

保和低碳的压力越来越大， 预计炭黑行

业弱复苏的行业态势将得以延续， 大型

企业盈利将得到保障。

不过，环保带来的供给端的收缩是否

能够对企业业绩形成长期支撑仍是个疑

问。 在行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一旦环

保约束放松或者缺乏配套性政策，企业开

工率往往会迅速上升，产品价格随之走向

下行趋势。 草甘膦即是一例，尽管第一批

通过环保核查的企业均为上市公司及其

子公司。但由于后期配套措施短期内难以

到位， 行业开工率二季度以来迅速反弹，

价格曾一度距高峰时期下跌20%以上。

草甘膦板块主要上市公司中，目前仅

有新安股份发布了业绩预减公告。公司表

示，除一季度全资子公司开化合成材料基

本处于停产状态外， 公司主要产品草甘

膦、有机硅市场价格与去年上半年相比均

有所下降；同时，草甘膦成本增加，影响了

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预计上半年累计净

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半年报开局平淡

创业板四公司净利两增两降

□本报记者 王锦

7月14日晚，三家创业板公司佐力药

业、福星晓程、宝通带业公布2014年半年

报， 除佐力药业净利润同比增长23%之

外，其余两家公司业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下滑，其中，福星晓程降29%，宝通带业降

15%。 算上7月11日晚创业板公司中首家

披露2014年半年报的华平股份净利同比

增长20%，整体来看，创业板公司今年半

年报开局并不理想。

毛利率达88%

佐力药业净利增23%

佐力药业半年报显示， 公司上半年

继续专注于药用真菌发展战略， 报告期

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364.7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95%； 利润总额5,

318.3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58%；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

740.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22%。基

本每股收益0.1496元。

报告期内， 公司的乌灵系列实现营收

22096万元，同比增长12.26%，毛利率更是

高达88.26%， 比上年同期增长0.74个百分

点。

佐力药业表示， 公司在市场营销方

面继续推进大品种营销策略，以“把乌

灵胶囊发展为现代中药大品种” 为目

标，不断创新营销模式，优化营销渠道；

在关注二级以上医院开发的同时， 持续

关注基药市场发展， 继去年进入广东基

药增补目录以后， 乌灵胶囊于今年进入

了新疆基药增补目录。

佐力药业在半年报中披露对外投资

情况称，公司密切关注医药行业的并购机

会，加快收购兼并的步伐。 7月4日，公司

公告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

金中的15,000万元投资青海珠峰冬虫夏

草药业有限公司，从而进一步优化产品结

构，增强企业后续发展动力。

下游低迷

宝通带业净利下滑15%

同医药行业的稳步增长不同，橡胶和

塑料制品行业的宝通带业业绩则出现下

滑。公司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364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5.40%；营业利润为4627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403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5.36%。 基本每股收益0.1346元。

宝通带业称，2014年上半年， 宏观经

济增长放缓，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公司下游

煤矿、钢铁、建材行业景气度持续低迷。 由

于行业内竞争激烈， 虽然公司产品产量总

体保持平稳， 但主要产品销售单价有所下

降，产品销售结构也有了变动，耐高温输送

带上半年实现6,043.62万元， 同比下降

8.95%，钢丝绳输送带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5,854.97万元，同比下降31.18%，造成公司

总体销售收入有所下降；另外，公司“年产

600万平方米高强力高性能钢丝绳芯输送

带项目”进入初试生产阶段，由于前期生产

负荷低，生产产品所耗用的水、电、气单位

生产成本高于公司同类产品。

销量不佳

福星晓程业绩降三成

对于处于集成电路行业的福星晓程

而言，上半年国家对于集成电路行业的政

策支持尚未在上市公司业绩上有所体现。

福星晓程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销

售收入为10,104.95万元， 较上年同期相

比减少26.54%； 实现利润总额3,878.62

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3.84%；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106.50万

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9.55%。 基本每

股收益0.28元。

公司解释，收益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

于海外项目前期投入基本完成，在建项目

较多，收益体现较少；国内市场芯片模块

销量不佳，导致业绩下降。

公司同时称，公司紧密关注国家出台

的各项政策规定以及资本市场的动态，拓

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报告期内，经

过公司审慎考虑，认为目前国内债券市场

融资成本较高，无形中给企业增加了资金

成本，公司决定放弃“非公开发行2013年

公司债券”融资计划。 未来不排除选择成

本相对较低的其他融资方式的可能来满

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安达科技将享受税收优惠

近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利好不断，从事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的安达科技也传来税收优惠的消息。 7月14日晚，安达科技（830809）

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贵州省开阳县地方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公司将按优惠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开阳县地方税务局准予安达科技从2014年起按15%优惠税率进

行企业所得税预缴。 在年终汇算清缴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主营业

务收入占收入总额70%以上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依

照税收优惠税率汇算清缴， 不符合条件依照法定税率汇算清缴并补

缴税款。

据了解，安达科技目前的主要产品磷酸铁、磷酸铁锂属于《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版）（修正）》所规定的范围，并获贵州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复确认。 （刘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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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预降25%-35%

溢多利实际控制人提议10转10

□本报记者 王锦

业绩下滑无碍上市公司高送转热情，

溢多利（300381）7月14日晚间发布半年

度业绩预告及利润分配预案，在公司上半

年净利润同比下降25%至35%的背景下，

公司大股东提议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0股。

溢多利预计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为

1800.89万元至2077.95万元， 同比下降

25%至35%。公司表示，上半年受禽流感事

件及饲料行业周期性低迷的影响，预计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7.5%-8.

5%。此外，母公司加大科研费用投入，预计

较上年同期增加200万元至300万元支出。

与此同时，鉴于公司目前资本公积金

余额较高且股本规模相对较小，同时考虑

到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公司实际控制

人、 董事长陈少美提议公司201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14年6月30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9160万股。

公开信息显示，珠海市金大地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溢多利51.53%的股份，为其控股股

东，而陈少美则持有珠海市金大地投资有限

公司90%股份，为溢多利实际控制人。

此外，溢多利发布重组进展公告称，

目前中介机构仍在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

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审计、 评估等工

作， 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

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7月22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预计于2014年8月22日前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环境及海外业务发力增长

中联重科预计上半年盈利约10亿元

□本报记者 李清理

中联重科7月14日晚发布2014年上

半年业绩预告公告。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同比将下降60-70％，盈利预计在8.72

亿-11.62亿元之间。

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董

事会秘书申柯先生认为，一方面，受到

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放缓的影响，公

司混凝土机械与起重机械产品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较为明显；另一方面，为控

制经营风险，公司坚持从紧的市场销售

政策，将企业更多精力放在应收账款的

回收工作上，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探索

新兴经营模式，甚至主动放弃了不少订

单，对于上半年的收入和利润也产生一

定影响。

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深度下探的行

业形势，申柯表示，公司在积极落实开源

节流、 降本增效等一系列举措的同时，着

力进行战略转型， 正努力向环境产业、农

业机械、重卡和金融服务等板块创建经济

增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 中联重科环境及海

外业务明显发力提升，2014年上半年，

公司环卫机械产品收入及境外销售收入

均实现了较好增长。目前，中联重科已完

成包括垃圾分选设备、中大型垃圾站、餐

厨垃圾等垃圾处理设备产品的技术提升

和产业化落地，未来将深耕水处理、土壤

深层处理等环境保护领域市场。 海外市

场方面，中联重科积极扩充海外蓝图，成

立印尼子公司，创建海外“本土化” 平台

模式，成立南非形象店，拓展比利时等欧

洲高端市场， 进一步稳固了中联重科在

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兴通讯预计上半年净利增长270%

中兴通讯7月15日发布201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由于持续

加强合同盈利管理和费用控制，国际合同毛利率改善，国内4G系统项目

营业收入占比上升， 中兴通讯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0亿-11.5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222.57%-270.96%。

公告称，2014年，公司在主流市场、主流客户和主流产品上实现了布

局的进一步优化和改善。（谢卫国）

盛运股份“中考”创佳绩

7月14日晚间，盛运股份发布2014年中报业绩预增公告，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1亿元-1.15亿元，同比增长83%-110%。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净利润5456.16万元。

盛运股份表示， 中报业绩大增主要是当期投资丰汇租赁有限公司实

现投资收益8100万元，以及获得政府当期补助1750万元。

长江证券此前发布研报称，盛运股份非经常性损益增长明显，带来

巨大业绩增量，2014年将进入垃圾焚烧发电真正的业绩兑现期。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安徽省推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望

助力盛运股份业务发展。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安徽省唯一一家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的上市公司， 政府此举将有助于公司的业务扩张和订单的

增长。（余安然）

工大首创再遭雅戈尔减持

工大首创7月15日公告，公司14日收到雅戈尔发来的“关于持股比例

变动的函” 。近日雅戈尔和一致行动人减持了公司部分股份，截至2014年

7月14日收盘，减持比例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 减持后，雅戈尔累计持

有公司股份188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2%。 （王小伟）

中期业绩快报披露

银河磁体中海达双双增长

银河磁体 （

300127

） 和中 海 达

（

300177

）

7

月

14

日晚间发布

2014

年中期

业绩快报，两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均实现

增长。

银河磁体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82

亿元，同比增长

8.40%

；实现利润总

额

4,037.38

万元，同比增加

33.73%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02.11

万

元，同比增加

35.49%

；基本每股收益

0.11

元。 银河磁体解释，利润增长主要是本报

告期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有一定增加、

同时本期汇兑收益及收到的政府补助增

加共同影响所致。

中海达表示，由于公司主要业务取得

增长，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4

亿元，

同比增长

32.3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66

万元， 同比增长

16.18%

。

基本每股收益

0.1106

元。（王锦）

化工企业中报业绩预增幅度前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