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泽信息实际控制人被批捕

天泽信息9月30日公告，公司近日接到通知，实际控制人孙伯

荣因涉嫌行贿罪，被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孙伯

荣的上述涉案行为与公司无关。 孙伯荣目前在公司不担任任何职

务，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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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城5600万元设电商公司

小商品城9月29日晚公告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王建军、 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浙江义乌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义乌购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信息公司以现金和实物出资5600万元，占

义乌购公司51%的股份。

公司表示，为了做强做大“义乌购”平台，加大对“义乌购”团

队激励，加快推进义乌市场转型升级，保持义乌市场的持续繁荣，公

司决定投资设立浙江义乌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次投资将促进公

司电子商务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义乌实体市场发展，有利于义乌市

场转型升级，有利于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任明杰）

东方科技子公司

签下1800万元水库工程施工合同

东方科技（430465）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东方世纪

工程有限公司于近日与贵州省水城县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了水城县海发水库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796.21

万元，超过2013年度本公司营业收入的10%。

根据公告，此次签订的工程合同内容为，公司将对水城县海

发水库进行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计划工期为210天。

公司表示， 此次签订的合同是贵州东方世纪工程公司成立

以来最大金额合同，将改善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将对本公司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郭力方）

航天通信吐回2013年度虚增净利440万元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航天通信 （600677）9月29日晚间公

告称，2014年9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

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责令公司对会计差错采取改正措施。根

据检查结论和自查结果， 公司采用追溯重

述法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调整2012年度、

2013年度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其中2013年

度调减净利润440万元。

根据公告，公司对2012年度和2013年

度的财务报表调整如下：2012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调减营业收入132,025,836.30元，

调减营业成本132,025,836.30元；2013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调减预付账款 5,186,

313.89元，调减应交税费777,947.08元，调

减未分配利润2,116,016.07元， 调减少数

股东权益2,292,350.74元， 调减营业收入

190,617,295.54，调减营业成本181,915,

404.73元，调减管理费用3,515,576.92元，

调减所得税费用777,947.08元， 调减净利

润4,408,366.81元， 调减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116,016.07元， 调减少数股

东损益2,292,350.74元。此外，对母公司财

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了调减。

根据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公司问题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业务交易虚假。2013年12月，公司子

公司易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伪造虚假采

购合同、销售合同、入库单、出库单、验收单等

单据以及通过与浙江元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等五家公司的资金循环，虚构对浙江元亨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交易， 使公司

2013年度虚增营业收入45,556,515.18元，虚

增营业成本36,854,624.37元，虚增管理费用

3,515,576.92元，导致虚增利润总额5,186,

313.89元，虚增净利润4,408,366.81元。

二是代理业务确认收入有误。 公司

2012年度向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销售煤

炭业务，从交易实质看，属于代理业务，应

按净额确认收入。公司却按照总额法确认，

导致2012年度多确认收入132,025,836.30

元， 多确认成本132,025,836.30元。 公司

2013年度对上海建顺纺织有限公司、 张家

港保税区禾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客户的

销售属于代理业务，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按照总额法确认145,060,780.36元，

多确认成本145,060,780.36元。

闰土股份董事长意外逝世

9月29日， 有关闰土股份董事长28日晚跳楼身亡的消息不

断传出，开市起闰土股份临时停牌。 29日晚间，公司发布公告

称，公司董事长阮加根不幸于2014年9月28日晚意外逝世，享年

55岁。

根据公告，公司董事会决定，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

副董事长阮加春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的职责， 董事会将尽快组织

召开董事会选举新的董事长。目前，公司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一切

正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9月30日

开市起复牌。（郭力方）

世华地产新经纪模式：“独立” 变“合伙”

□本报实习记者 徐学成

引发业界争议达半月之久的世华地

产新经纪模式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 。9

月29日，世华地产和Q房网宣布启动“合

伙经纪人” 新模式，称这一模式将变企业

自建模式为平台共建模式，同时最大化让

利经纪人。

由此前盛传的“独立经纪人” 到“合

伙经纪人” ，措辞的改变透露着世华地产

面对同行抵制的态度发生了细微变化。与

此同时，深圳中原地产也一改此前咄咄逼

人的气势，称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世华“独立”变“合伙”

Q房网集团副总裁花蕴在9月29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业界盛传的“高

分佣”只是其新模式的冰山一角。 她指出，

新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平台思维模式。

根据花蕴透露的信息，在平台思维模

式下，Q房网推出了两个平台共建策略：一

方面注入合伙经纪人新模式， 另一方面将

通过并购或者注资参股的方式， 帮助加盟

公司实现全面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Q房网系一个拥有以数字字典为基

础的云房源大数据平台，主要提供移动端

和PC端的业务管理和营销服务。 按照其

最新的解释，与此前外界猜测的“独立经

纪人” 模式不同的是， 合伙经纪人模式

下，Q房网将整合中小中介公司的资源，

其合伙经纪人也将获得Q房网全渠道的

资源支持。 花蕴透露，合伙经纪人将分为

培养期、预备合伙人、合伙人和超级合伙

人四个层级， 同时 “最大化让利给经纪

人，提成比例在55%到85%不等” 。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上述解释与

此前业界的猜测有所出入。 根据记者此前

获得的信息， 世华地产加盟Q房网后推出

的新模式被称作“类独立经纪人模式” 。对

此， 业界的担心主要集中于该模式将鼓励

经纪人“单飞” ，造成同行经纪人资源的大

量流失，世华地产也因此招致同行的不满。

世华地产营业总经理林家乐表示，设

计“合伙经纪人” 模式的初衷是希望以互

联网思维来做房产经纪服务，通过收益分

配的大幅度让利，来调动经纪人服务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据Q房网方面的统计， 截至目前，已

有200余家中介公司意向加盟。花蕴表示，

未来6年，Q房网将投资30亿元启动“6年

100城”的战略目标。

中原态度大转变

从9月中旬开始，世华地产即将推出新

经纪人模式的消息引发地产经纪行业“地

震” ， 业界普遍担心该模式将挖角同行经

纪人，同时会蚕食同行的业务份额。 为此，

深圳中原地产相关人士连日来一直通过微

博、微信等渠道，表达对该模式的抵制，该

公司甚至还对世华地产发出了“封杀令” 。

但在29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深圳中原方面的态度出现了转变。深圳

中原二级市场总经理玉家雄表示， 对于世

华地产的新举措， 深圳中原一直在 “观

望” ，并相应地对自身做出了调整。

关于此前与世华地产的 “口水战” ，

玉家雄表示，“一直以来都只是听到传

闻， 对世华地产的具体做法并不是很熟

悉，直到今天他们（世华地产）开发布会，

我们才知道正式的消息” 。 他透露，在世

华地产的发布会结束之后，深圳中原也会

“对事态的发展保持密切关注” 。

第三方监管机构———深圳市房地产

经纪行业协会（下称深圳市房协）也向外

界传递了明确信息。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

意到，在9月29日的发布会上，深圳市房

协派出了相关领导出席。 而在此前，针对

深圳中原 “将世华地产和Q房网开除出

房协” 的要求，深圳市房协却一直未表明

立场。

此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还注意到，包

括招商置业、 同致行以及搜房网等机构，

均派出了高层出席。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认为，“独立” 到

“合伙” 尽管只是措辞的变化，但世华地

产和Q房网此举或可消除同行对世华地

产“挖角” 的顾虑，从而通过公司加盟合

作、资源共享的方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

体。深圳市房协和深圳中原态度上的变化

意味着行业或许正在达成某种共识，所谓

的“合伙经纪人” 模式正在寻找一个微妙

的平衡，并试图通过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

改变房地产中介行业传统的盈利模式。

成交分化 土地市场仍低迷

□本报记者 于萍

受存货与资金压力影响， 房企投资持

续放缓，三季度土地市场依旧低迷，推出量

与成交量均出现下滑。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

新统计显示，三季度全国300个城市各类用

地出让金合计4159亿元，同比下降近五成。

土地市场遇冷

由于楼市成交不济，今年以来房地产

面临去库存压力，房企拿地积极性受到影

响，土地市场也出现明显调整。

根据中指院的统计， 三季度全国300

个城市共推出各类用地5.7亿平方米，与

二季度基本持平， 但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5.5%，其中住宅用地降幅高于总体用地。

三季度全国各类用地成交3.9亿平方米，

环比下降18.8%，同比下降41.6%。

由于房企拿地保守，土地出让金也呈

现同比回落。 今年前三季度，土地出让金

累计为1.7万亿元，同比下降22%。 其中，

三季度全国300个城市各类用地出让金合

计4159亿元，同比下降近五成。 住宅用地

的土地出让金共2653亿元，同比下降超过

五成，降幅高于商办用地。 从各月表现来

看， 三季度土地市场仍然维持较冷态势，

其中9月市场降温尤为明显， 单月出让金

的同比降幅接近七成。

如果从房企土地购置费用占销售额

的比重这一指标来看，今年房企拿地积极

性已经明显下降。前8个月，品牌房企在土

地市场上略显保守，累计拿地金额同比下

降幅度达到33%，多数房企土地购置金占

销售额比重出现大幅下降。 其中，万科由

2013年的51%下降至10%，保利和金地拿

地销售比均为20%左右，相比去年底40%

以上的水平也出现明显下滑，富力、世茂

和雅居乐拿地销售比重均低于10%，土地

扩展力度明显不足。

成交不断分化

在土地市场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各地

块间也呈现分化的局面，热门地块遭到争

抢，但激烈程度也有所降低。

北京市近期推出的热门地块受到众

多开发商关注。 其中，石景山刘娘府地块

经过约80轮竞拍，最终被远洋地产旗下子

公司北京德俊置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奥宸

置业有限公司联合体以49.17亿元外的总

价获得， 并加异地配建1000平方米保障

房。 根据中原地产的测算，该地块总体楼

面价约为4万元/平方米， 其中包含的

99716平方米的住宅部分实际楼面价接近

5万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石

景山区域是全北京除东西城外住宅供应

最少的区域， 近四年内该区域仅供应了8

宗住宅用地。 “成交地块的容积率非常

低，可以建设为类别墅产品，而且在石景

山区域非常稀缺，所以房企竞争激烈。 ”

张大伟直言。

相比之下，朝阳区孙河地块则出现流

标。 该地块的楼面起拍价达到3.34万元/

平方米。“起价过高，区域竞争激烈，是地

块流标的主要原因。 ”张大伟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继2013年房企争抢土

地后，今年二季度以来房企拿地已更加务

实，对土地的定价也回归理性。 在全国楼

市降温的情况下，各地方出让土地的定价

也应该回归合理， 如果按照目前的底价，

部分土地起拍价格依旧较高，或将导致流

标土地数量增加。

航天科技将收购山东九通55%股权

航天科技公告， 公司拟收购济南永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山

东九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对应的权益价值为10,989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514.51%。

公司表示，投资山东九通符合公司主业发展方向，将有力地提

升公司在车联网业务板块相关产业的规模、 竞争力及话语权。 而

且，山东九通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投资山东

九通将进一步改善公司整体财务指标，提高公司每股盈利。

车联网、物联网和航天技术是航天科技的主要业务，根据公司

“十二五” 发展规划，到“十二五”末期，公司力争成为全国车联网

运营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王小伟）

苏交科拟收购中铁瑞威85%股权

苏交科9月30日公告， 拟使用超募资金3946万元及自有资金

10041万元合计13987万元收购北京中铁瑞威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85%股权。 收购完成后，苏交科持有中铁瑞威85%的股权，中铁瑞

威将成为苏交科的控股子公司。

公告显示，北京中铁瑞威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元，专门从事铁路病害整治服务和隧道特种工程施工业务。按照收

购业绩承诺，2013年中铁瑞威经审计的净利润为1,745万元，2014

年中铁瑞威净利润不低于2013年，2015-2017年中铁瑞威净利润

分别为2,601万元、3,381万元、4,395万元。

苏交科表示，此次收购产生的业务协同效应，将增强苏交科在

铁路系统市场的业务承接能力。（王小伟）

林洋电子1.34亿元增资内蒙乾华

林洋电子9月29日晚公告，公司拟投资13,354.8387万元增资

控股内蒙古乾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增资，林洋电子全部以自

有资金投入。 增资后，内蒙乾华注册资本19,354.8387万元，其中

林洋电子占注册资本69%。

公司指出，增资控股内蒙乾华，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在西部地

区的太阳能工程、电站等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

拓展能力， 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长远规

划。 （任明杰）

“十一” 房企降价促销力度不减

年底前楼市难有起色

□本报记者 姚轩杰

9月楼市“成色” 不足，10月份是房企

冲量的关键。“十一”长假将至，多数房企

加大推盘和促销力度。业内人士认为，“十

一” 长假楼市将迎来成交小高峰，环比9月

同期或有小幅上升，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依

然将下降，至今年底楼市还将处于调整期。

降价促销力度不减

根据亚豪机构数据统计，10月份，北

京商品住宅市场预计仅有22个项目（包含

1个自住房）入市销售，其中，包括中建国

际公馆、 北京城建北京密码、 方庄公馆等

12个纯新盘，泛海国际、常楹公元自由派、

首创澜茵山等10个老项目后期。

在9月阶段性冲高之后，10月北京楼

市项目开盘入市数量略减， 但降价促销力

度依然不减。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走访北

京的部分楼盘发现， 房企降价或者变相降

价的力度还在加大。 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五

和万科长阳天地， 二期计划在10月开盘，

目前报价在21000元左右， 还有3万抵5万

的优惠。 而相同区域的楼盘价格基本在

25000-26000元之间，这就意味着该楼盘

价格实际降幅在5000元左右。 位于北京亦

庄的合生摩尔公馆项目，准现房销售，单价

仅为13800元， 而同区域的商品房价格基

本都在20000元以上。

事实上，北京楼盘供应量最大的房山、

大兴、通州、昌平、顺义等区域，目前的多数

楼盘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措施， 同时开盘

价格基本都是低于周边在售楼盘， 比肩自

住房价格。

朗诗集团董事长田明认为，在成交不足

的情况下，很多开发商的房子卖不掉，就会

产生现金压力。 一些企业为了资金流就会降

价，一旦降价，就会带动周边的楼盘降价。

尽管出现实实在在的降价， 但购房者

出于“买涨不买跌” 的心态，购房变得谨

慎。中房集团董事长沈东进介绍，根据目前

代理商反馈的信息， 各地楼盘的销售情况

依然是去化缓慢， 大部分城市的开发商都

已开始采用做金融产品等方式变相降价，

万科、恒大、保利等大型房企在不少城市已

经采取了直接降价的促销手段。

全国限购的城市仅剩5个， 但放开限

购的城市的成交量并未出现明显回升。 不

少开发商认为，今年的“金九银十”差于往

年，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根据市场情况

调整，该降就降。 ” 北京万科一位中层人士

表示。在年度销售目标的压力下，以价换量

的销售策略得到了多位业内人士的认同，

部分房企也将全年推货重点放在9月和10

月，以冲刺全年销售任务。

年底前楼市难有起色

在当前信贷小幅改善、 政策趋松的环

境下，蓄客、认购率正从年初以来持续恶化

转为平稳修复。然而，客源绝对值仍维持低

位，与去年低点相近，房企仍然面临着激烈

竞争。

中原地产分析报告显示，6月开始的

松绑限购刺激作用逐渐放缓，8月二线城

市成交放量后， 因为没有信贷的明显鼓

励，市场又归于平淡。 三线城市成交有所

上涨，主要是大部分城市都有以价换量的

项目出现。

在多地相继“放松限购”之后，个别商

业银行开始恢复首套利率优惠政策， 虽然

此现象目前并不普遍且折扣力度不大，但

其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不容小觑， 信贷政策

的放松将直接利好楼市需求的释放。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预计，10

月楼市成交量将有所回升， 但并不意味着

市场已经摆脱困境。 虽然楼市及信贷政策

均有松动趋势， 但显然力度和速度均受到

控制。 渐进式的放松对市场心理的恢复效

果是有限的， 市场复苏所持续的时间依赖

后继信贷的支持。 这也决定了9、10月不可

能出现爆发式的量价齐涨局面。

“目前来看， 地方政策无法刺激楼市

回暖，使得购房者的观望情绪愈加严重。如

果没有重大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动， 四季

度房地产市场依然会处于调整期。 ” 沈东

进说。

青海春天39.2亿元借壳*ST贤成

*ST贤成9月30日发布重组方案称，公司拟出售其持有的全

部经营性资产，即创新矿业83.11%股权和贤成节能100%股权；

同时， 公司拟以8.01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489,388,261股，

购买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肖融、新疆泰达新源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卢义萍、新疆益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上海盛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中登投资管理事务所合计持有的青海春天药用

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99.8034%的股份。交易双方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青海春天99.8034%的股权价值为

392,000万元。

公司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导致贤成矿业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将由青海国投变更为西藏荣恩，

肖融女士直接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合计60.44%的股份， 实际控

制人将由青海省国资委变更为肖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

壳上市。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7名交易对方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青海春天2014

年度、2015年度与2016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1,827.64万元，36,337.56万元，39,

753.54万元。（任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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