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煤能源在建煤矿出事故

1人死亡 9人被困井下

中煤能源10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13日晚公司

获悉，中煤能源控股子公司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所属中煤能源新疆天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建的

106煤矿，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冒顶事故。 截至

公告发布之时，该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9人被困井下，

相关救援工作仍正在进行中。 （戴小河）

泰豪科技拟募资11亿“补血”

泰豪集团成大股东

泰豪科技10月14日晚发布定增预案， 公司拟以

7.56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455亿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11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5亿元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股票将于

10月15日复牌。

根据方案，泰豪集团认购数量为3968万股，海外

控股认购数量为3968万股， 南京传略认购数量为

3306万股，南京瑞森认购数量为1322万股，天津硅谷

天堂、新疆硅谷天堂认购数量均为992万股。 发行完

成后， 泰豪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上升至

20.74%，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泰豪集团及其实际

控制人黄代放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上升至

21.05%， 同方股份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下降为

16.01%，成为第二大股东。

公司表示，通过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增强抗风险能

力；同时，本次融资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营运资金规模

和持续融资能力， 为公司顺利实现战略布局提供资金

支持，是公司全面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戴小河）

三季报预告向下修正业绩公司一览

名称 变化 三季报业绩预告摘要 9月来股价表现

东方通 预减 净利润约

350

万元

~600

万元

,

下降

42%~66% 2.23%

联创节能 预减 净利润约

1115.4

万元

~2230.8

万元

,

下降

40%~70% 6.14%

东宝生物 预减 净利润约

260

万元

~400

万元

,

下降

88.16%~92.31% 16.05%

景兴纸业 预减 净利润约

450

万元

~650

万元

,

下降

40%~60% 13.28%

科华恒盛 续盈 净利润约

6673.66

万元

~8243.94

万元

,

增长

-15%~5% 14.46%

中利科技 续亏 净利润约

-19072.80

万元

~-11689.78

万元

,

增长

5.90%~42.33% 4.28%

云投生态 续亏 净利润约

-1300

万元

~-1100

万元

0.25%

*ST

精功 续亏 净利润约

-3800

万元

~-3200

万元

15.44%

诺普信 略增 净利润约

17012.01

万元

~20414.41

万元

,

增长

0%~20% 14.87%

鑫富药业 略增 净利润约

10000.00

万元

~12000.00

万元

,

增长

23.71%~48.45% 10.81%

菲利华 略减 净利润约

4034

万元

~4483

万元

,

下降

0%~10% 90.20%

康跃科技 略减 净利润约

1943.31

万元

~2045.59

万元

,

下降

0%~5% 13.85%

欧浦钢网 略减 净利润约

7611

万元

~8372

万元

,

下降

1%~10% 11.04%

金河生物 略减 净利润约

5912.66

万元

~6241.14

万元

,

下降

5%~10%

停牌

福建金森 略减 净利润约

1500

万元

~1650

万元

,

下降

36.1%~41.91% 48.01%

天顺风能 略减 净利润约

13752.53

万元

~15280.59

万元

,

下降

0%~10% 13.06%

海峡股份 略减 净利润约

5693

万元

~7006

万元

,

下降

20%~35% 13.59%

友阿股份 略减 净利润约

31087.98

万元

~34745.39

万元

,

下降

5%~15% 21.58%

川大智胜 略减 净利润约

1810.66

万元

~2715.98

万元

,

下降

10%~40% 16.91%

江特电机 略减 净利润约

4258.22

万元

~5322.78

万元

,

下降

0%~20% 3.75%

凯恩股份 略减 净利润约

2903.99

万元

~4355.99

万元

,

下降

10%~40% 14.31%

■ 责编：熊勇宏 电话：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4年10月15日 星期三

公司新闻

ompanies

A08

C

■“新三板” 动态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成立

制造领域将成主投方向

□本报记者 傅嘉

作为实施我国集成电路新一轮刺激政策

的重要一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日前终于

成立。 与之前的市场预期一致，本次基金将主

要投资芯片制造领域。

千亿资金到位

工信部10月14日对外宣布，在工信部、财

政部的指导下，9月24日，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上海国

盛（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华芯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同签署了 《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和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标志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正式设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将采取公司

制形式。 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亦庄国投、中国

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紫光通信、华芯投

资等作为发起人，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

及社会资金，共同投资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官方虽未透露基金的规模，但多方消

息显示，本次基金的金额在1200亿元左右。 有

业内人士指出，此金额也仅仅是第一期投资的

金额，未来仍有后续的资金将会持续投资集成

电路领域。

前期发布的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

进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成立产业基金，“主

要吸引大型企业、 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重

点支持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促进工业转型升

级。 ”本次基金成立的时机和规模均符合市场

预期。

主投制造领域

本次产业基金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投资领

域的侧重，是对前期《纲要》的详细阐述，使得

之前业内的猜测最终尘埃落定。

涉及资金规模的最大的芯片制造环节，成

为投资的主要方向。 工信部表示，基金将重点

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 兼顾芯片设计、封

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主要投资方向上有一

定的轻重缓急， 但各个环节需要的资金量不

同，实际的差距不会如外界预期的巨大。 重资

本的制造环节更需要资金的拉动，也是我国集

成电路领域提速成本最低的领域，符合当前的

国情。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千亿投资基金规模

不小，但考虑到集成电路行业的特性，这个规

模算不上特别巨大。 基金在项目的选择上，应

尽可能做到聚焦， 过于撒胡椒面的投资方式，

收到的效果将十分有限。

阿里推出无线开放计划

10月14日，阿里巴巴推出百川无线开放计划，全面

整合阿里集团的无线资源，包括账号(登陆)、商品、订单

(交易)、支付、数据、广告、地图等，打包提供给APP开发

者,�促开发者简单快捷地完成APP开发与部署。

阿里集团表示，百川无线计划将从技术、数据以及

电商服务等多方面对移动开发者提供基础设施。 入驻

“百川计划” 的APP应用，可以使用阿里提供的“云”

平台基础设施，直接授权登陆淘宝账户，并接入阿里商

品、交易、支付、O2O开放体系，为APP应用快速进行

电商化升级。

据悉，阿里为移动开发者提供的TAE（Taobao�

App� Engine）移动开发解决方案，将为创业者提供

完善的开发培训与技术支持， 并解决APP开发过程

中的系统升级、安全防护等技术难题。入驻后的APP

开发周期最快将减少50%， 运营维护的成本也将大

大降低。

阿里巴巴还推出了一揽子配套的线上线下扶持计

划。其中，阿里计划在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等五

地对开发者提供场地支持， 优秀开发者除了能获得阿

里巴巴自有资本的垂青外， 百川扶持计划还引进了包

括银杏谷资本、真格基金、丰厚资本、浙商创投等在内

的阿里无线创投联盟， 为各个类型的APP创业者推出

独特的融资服务。

阿里巴巴有关人员表示， 阿里期待通过基础性的

服务，更多关注如旅游、动漫、健美、美食等垂直领域窄

群体的开发者。（王荣）

力帆股份斥3亿美元俄罗斯设厂造车

□本报记者 周渝 戴小河

力帆股份10月14日晚公告称，2014年10

月13日， 公司与俄罗斯利佩茨克州政府在莫

斯科白宫（俄罗斯政府大厦）签署投资意向

协议，公司将投资约3亿美元在俄罗斯利佩茨

克州建设全新汽车生产厂。 投资意向协议由

公司董事长尹明善、 利佩茨克州州长高诺列

夫、 利佩茨克经济特区管理公司总经理科舍

列夫共同签署。

据了解， 俄罗斯已成为力帆股份的最大海

外市场之一， 力帆汽车已连续三年蝉联俄罗斯

市场销量最高的中国车企， 成为俄罗斯最畅销

的中国品牌。 公司在俄罗斯建厂，将降低成本，

提高产能，减轻竞争压力，形成良性发展的国际

竞争力，是公司国际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布局。

加码俄罗斯市场

本次在俄罗斯斥资建厂，是力帆汽车继在

乌拉圭、埃塞俄比亚之后投资建设的第三家全

资整车工厂，也是力帆汽车目前最大的海外投

资项目。

据介绍，力帆汽车新建工厂位于利佩茨克

州利佩茨克联邦经济特区，占地60万平方米，

将建设现代化的焊接、涂装和总装车间，投产

后计划年产能达6万台。

该项目所需土地由当地政府落实，建设期

间租赁予力帆股份或其子公司， 工厂运营后，

力帆股份或其子公司获得购买该地块的权利，

包括建筑物覆盖区域和未覆盖区域；利佩茨克

州政府和利佩茨克州联邦经济特区保证给予

投资者或其子公司额外3公顷土地用于员工

宿舍建设。

利佩茨克州州长和联邦经济特区总经理负

责给公司提供全面协助， 以利于力帆股份或其

子公司在利佩茨克联邦经济特区投资建设乘用

车工厂。 利佩茨克州政府和利佩茨克联邦经济

特区管理公司表示， 准备就项目投资问题和力

帆股份或其子公司的执行团队进行定期会见和

会议， 筹备期及工厂建设期至少每个月1次，工

厂正式投产之后至少保证每个季度1次。

利佩茨克州州长和联邦经济特区总经理

将协助力帆股份或其子公司获取适用俄罗斯

联邦、 利佩茨克州法律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给予进口至联邦经济特区内的货物免除关税、

增值税。

力帆股份董事长尹明善表示，在俄建厂

实现本地化生产，是公司海外扩张的重要战

略布局，建成投产后将降低成本、提高产能，

减轻竞争压力， 形成良性发展的国际竞争

力，这对力帆汽车以俄罗斯为桥头堡，挺进

俄罗斯周边的独联体国家有积极意义。

海外市场被寄予厚望

力帆股份在汽车市场的全球野心已酝酿

多时。 据公司预计，2015年力帆汽车出口总销

量预计将超过10万台。

目前力帆汽车已经建立了多个海外工厂，分

布于伊朗、伊拉克、埃塞俄比亚、乌拉圭、俄罗斯

等国，辐射亚洲、非洲、南美洲、欧洲。 其中，俄罗

斯的KD工厂， 已经连续三年为俄罗斯中国车企

销量冠军，该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达19.7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公司的海外销售额超过营

业收入的一半以上。公司在摩托车时代积累了

丰富的海外销售经验和渠道优势，在今年自主

品牌整体下滑的背景下，公司仍有望借力海外

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此外，由于自主品牌在海外不具有国内这

样明显的品牌劣势，海外业务占比的提升将拉

高综合毛利水平。 公司在俄罗斯市场2014年

销量有望超过3万辆，在力帆乘用车中占比近

四分之一。 公司在俄罗斯设厂，可以进一步开

拓市场。 近期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正在酝酿

限制西方国家汽车出口，若成功实施，将利好

出口俄罗斯的中国整车企业，而力帆无疑将是

弹性最大的。

三季报预告向下修正业绩公司一览

科传股份无偿受让

大数据开发公司55%股权

科传股份（430371）10月14日公告，公司全资

子公司科传（海外）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拟与宏亮

顾问有限公司合作， 无偿受让该公司旗下传数科技

有限公司55%股权，并在大数据开发、应用等业务领

域进行深度的合作。

据公告，传数科技成立于今年8月，主营业务包

括数据技术推广、开发、咨询和检测；数据分析处理、

数据系统及相关软件销售及维护服务； 相关硬件及

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销售及技术培训。该

公司目前未实际开展业务。

根据双方签署的交易协议，传数科技运营资金将

由科传海外全额提供，科传海外随传数科技的项目开

发进度、资金需求等分批分次向传数科技投入，主要

用于IT团队、数据挖掘团队、行政和财务及设备等成

本的支出，科传海外负责筹备销售团队和办公地址。

科传股份表示，近年来，伴随数据的爆发性增长

及数据处理技术的长足进步，大数据概念应运而生，

并与各行各业互相结合， 公司的商场客户在掌握相

关数据后也将会在获取客户、促销、售后、仓储和物

流管理等各个方面受益。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进

入全新的大数据业务领域的同时， 将增加公司传统

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增加客户的黏性。（郭力方）

瑞丰高材前三季业绩稳定增长

瑞丰高材产能释放，业绩稳定增长。 10月14日晚

公司披露的三季报显示， 公司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65019.9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5.87万元， 分别同比增长16.81%和16.88%。 其中

7-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25038.60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45万元， 分别同比增长

30.85%和24.07%。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和利润均同比实现增长。首

先，公司生产正常，产能充分释放。 截至报告期末，

ACR综合产能达到54000吨，通过工艺改进，MBS产

能也由16000吨提升至20000吨；其次，公司重视新

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

与附加值；第三，公司MBS产品的质量与技术含量

进步明显，同比增长较快；第四，报告期内，公司继续

开拓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发泡、木塑制品市场发展较

快。 （董文杰）

中小公司集中变脸

三原因致三季报业绩“晴转阴”

□本报记者 于萍

三季报披露大戏开唱不久， 便已有多家

公司集中发布业绩修正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

报记者的统计，截至10月14日，两市已有63

家上市公司进行了业绩预告修正， 发生业绩

变脸的公司达到29家。 这其中绝大多数公司

是从原来的预喜，变为预减、预亏或调低预增

幅度等悲观预期。

在变脸公司中，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占据

了多数。 业绩变脸的原因反映出不少中小企业

的通病，市场低迷、行业竞争加剧、成本费用上

升三大因素成为左右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

三因素拉低业绩

三季报披露期来临， 业绩表现再度成为

市场关注焦点。 尽管大多数公司业绩集中在

10月末才见分晓，但从近期频繁披露的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来看，由于市场低迷、行业竞争

加剧、成本费用上升等因素的制约，部分公司

业绩遭遇“寒流” 。

Wind数据显示，29家发生业绩变脸的

公司中， 有15家预减、3家预亏、1家续盈，还

有2家公司缩小了业绩增幅， 下调业绩预期

的公司占比七成，业绩变化趋于悲观。从各家

公司披露的变脸原因看，所在市场未见好转、

行业竞争加剧、成本费用增长，成为导致业绩

低于预期的重要原因。

三季度行业低迷对部分公司业绩产生直

接影响。 联创节能将业绩略减预期下调至前

三季度预减40%至70%，公司称，净利润预计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下游太阳能热水器及房

地产等行业需求低迷影响，毛利下降较多。

行业竞争加剧也影响到一些公司的盈利能

力，成为业绩变脸的重要原因。凯恩股份在对业

绩进行修正时表示，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部分

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导致产品毛利率有所

下降。 公司将净利润变动幅度由此前的-10%

至20%，下调至业绩同比下降10%-40%。

销售及财务费用支出增加也导致一些公

司的成本费用激增。 福建金森公告称，虽然三

季度木材生产经营形势保持良好，但公司财务

费用支出超出预期，为确保经营规模，森林收

购在规模速度上较快，导致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1300万元。 受此影响，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

润同比下降36.1%至41.91%。而在中报时，公司

曾预计业绩变化幅度为-22.54%至2.63%。

此外， 会计制度的变化也导致公司业绩

不及预期。以景兴纸业为例，公司主营低毛利

的情况并未扭转， 但由于参股公司莎普爱思

在二季度实现IPO， 公司曾预计带动净利润

同比增长。不过，由于财政部对长期股权投资

处理方法的修订，且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

起开始执行，公司调减了投资收益2651.62万

元，导致三季报预计同比下降40%-60%。

中小公司“遇冷”

在业绩变脸的公司中， 中小板及创业板

公司占据绝大多数。 尽管这些公司在二级市

场上表现抢眼， 但是从目前披露的业绩预告

看，其三季报业绩尚难对股价形成有力支撑。

Wind数据显示， 在29家公告业绩变脸

的公司中，仅有3家为沪深主板公司，其余均

为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 特别是今年刚刚登

陆创业板的东方通、康跃科技、菲利华均出现

了业绩变脸。

9月刚刚上市的菲利华将此前预计的前

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5%至25%之间，下

调至同比下降0-10%。 8月登陆A股的康跃

科技则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0-5%。 而此前，公司曾预计增长0-20%。 对

于业绩下调的原因， 康跃科技表示是由于利

息支出增加400余万元， 且主营产品毛利下

降， 并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

额为350万元左右。

此外，年初上市的中小板公司欧浦钢网也

向下修正了业绩。 公司公告称，受市场低迷和

竞争加剧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较预期有所降

低，同时销售费用有较大增长。 受此影响，公司

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1%-10%。 此

前，公司曾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1%-10%。

事实上，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前三季度

的盈利状况并不十分突出。 已经披露三季度

预告的1026家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中，仅有

半数预计业绩将出现同比增长或扭亏。 尽管

中小公司素以高成长性著称，但是整体来看，

在披露预告的中小板及创业板公司中， 只有

约三成公司预增幅度超过30%。

股价仍需业绩支撑

随着大盘好转， 小市值公司股价也迎来

狂欢盛宴。但从当前业绩预告表现看，不少小

市值公司仍缺少业绩支撑， 股价则相对透支

了未来的成长性。

统计显示，目前两市总市值低于25亿元

的公司共有251家，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占

据过半席位。但从今年的表现看，中小板和创

业板的高成长“光环”已经有所褪色。中小板

整体业绩增速虽然在中报时有所回升， 但却

并未跑赢A股整体9%的增速， 仅同比增长

6.4%。 创业板公司中报时的净利润同比增幅

为15.17%，虽然高于A股整体，但是相比一季

度却下滑了1.4个百分点。

在上述251家小市值公司中， 已有165家

披露了三季度业绩预报， 其中预增及扭亏的

公司仅有44家，占比尚不足三成。 二级市场表

现并未反映出这些公司的业绩变化。 仅从9月

至今的股价表现看， 在前三季度预亏的48家

小市值公司中，有32家均跑赢了上证指数，其

中有7家涨幅更是超过30%。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市值较低，小市值公

司未来成长的想象空间较大。 但当前小市值

个股的炒作较为狂热，已经积聚了一定风险，

部分公司股价表现已经透支了未来的成长

性。 随着三季报的披露，具有一定业绩支撑的

公司将具有更稳健的发展前景。

1.5亿存款“失踪” 泸州老窖欲起诉

□本报记者 于萍

泸州老窖10月15日公告称，公司于2013

年4月15日与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签

订四份协定存款协议，但在2014年9月25日

剩余1.50亿元存款到期后被银行告知账户

上已无该笔资金。

泸州老窖决定以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

益。 公司将就此事项于近日向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此连线了泸州老窖

董秘曾颖，他表示，银行方面的态度是账上

没有这笔资金。 对于公司自查情况，曾颖表

示目前在诉讼期间，并不方便透露。

1.5亿存款消失

公告显示，泸州老窖根据协议先后分四次

以网银方式汇入公司在农行迎新支行开设的

存款账户共计2亿元。 农行迎新支行向公司出

具了存款证明书、对账单。 2014年4月23日，第

一笔5000万元存款到期后， 公司通过一般存

款户转回了该笔存款及相应利息。 2014年9月

25日，公司剩余1.50亿元存款到期。次日，公司

财务人员在转款时却被农行迎新支行告知：公

司账户上已无该笔资金，不能按时划转。

经多方协调多次磋商无果，泸州老窖决定

以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公司将就此事项于

近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情况，公司将后续公告。

泸州老窖表示，此事项可能给公司造成一

定损失，具体影响金额目前尚难以确定。 公司

将就前述事项的进展持续进行披露。 同时，公

司也将展开内部自查，消除风险隐患。

业绩或受冲击

受政策影响，高端白酒行业进入深度调整

期，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泸州老窖此前发布

的三季报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

利润同比下降50%-55%，实现盈利12.15亿元

至13.50亿元。公司表示，受宏观政策和白酒行

业深度调整的影响， 公司中高档产品销售下

滑，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净利润下降。

从中报数据看，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77亿元， 同比增长

71.33%。 6月末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为64.49

亿元，较年初有所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公司存款“消失” 尚

有疑问待解。 总部位于四川的泸州老窖为何

将存款存入地处长沙的银行？ 此次存款“失

踪” 是否暴露银行在资金管理上的漏洞？

泸州老窖陷入“存款门” ，对于酒类公司

而言并非首例。此前酒鬼酒也曾曝出亿元存款

被盗事件， 该事件最终对酒鬼酒2013年年报

业绩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公司亏损的主要原

因。专家表示，按照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可能会

进行计提，或将对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