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昌鱼拟17亿元并购黔锦矿业

□本报记者 向勇

武昌鱼10月21日晚推出重组预案，拟增发股份收购黔锦矿

业100%股份，标的预估值为17.45亿元，同时拟配套募资5.8亿

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公司第三次拟并购黔锦矿业。

公司10月16日公告， 拟向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增资注

册资本458.33万元， 在增资后的黔锦矿业中持股4%。 10月21

日公告表示，拟于增资完成后，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

通、 世欣鼎成和京通海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黔锦矿业全部

股权。 同时，拟向蜂网文化、金控福开莱、沃乐沃商贸、华普馨

园、中信并购、沃木投资共六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募集的

配套资金将用于标的公司产业链的完善及矿渣综合回收利用

项目。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业务将拓展至镍、钼金属矿的采选及

冶炼业务。截至2014年6月30日，根据黔锦矿业未经审计财务报

表，黔锦矿业资产总额10042.28万元，净资产9317.69万元。公司

表示，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大幅增加，运

用债务融资能力提高，未来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这是武昌鱼第三度欲收购黔锦矿业。 2012年，武昌鱼宣布

欲收购黔锦矿业， 其后称拟注入资产黔锦矿业需取得相关必要

的文件，但是未在规定期限内解决问题，重组终止。去年，公司再

次发布重组方案，但最终未获证监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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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施德承认入股彩票宝

□本报记者 傅嘉

爱施德10月21日晚间公告，承认其入股彩票宝的传闻。 爱

施德称， 公司董事会已经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瑞成汇达科技

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000万元， 向北京全彩时代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并获得其20%股权， 计划于10月21日披露

此事项的相关公告。 公司核查后发现，因交易对手方未清晰了

解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要求，接受了公共媒体的采访，提前泄

露了本次交易事项信息。 这也导致爱施德10月21日股票全天

停牌。

10月20日，有报道称，彩票宝获得爱施德公司3000万元

A轮融资，盛大网络跟投。注资后的爱施德将持有彩票宝20%

股份。

根据公告，通过此次入股，爱施德将持有全彩时代20%的

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

全彩时代总资产2802万元，总负债3242万元，净资产-440万

元。 1-9月营业收入2490万元，净利润-1640万元。 公司表示，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公司移动互联网业

务的布局。

鑫科材料

遭泽熙增煦减持近3%股份

□本报记者 余安然

鑫科材料10月21日晚间公告称，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泽熙增煦” ）

关于减持的告知函， 泽熙增煦近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减持了部分鑫科材料股份， 截至10月21日收盘，累

计减持4632.25万股，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2.9622%。

公告显示，泽熙增煦原持有鑫科材料股份1.245亿股，占鑫

科材料总股本的7.9616%。 本次减持后，泽熙增煦持有鑫科材料

股份7817.75万股，占鑫科材料总股本的4.9994%。 同时，不排除

泽熙增煦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公司股票的可能。

资料显示， 泽熙增煦参与鑫科材料定增的价格为5.16元/

股，按每10股送15股除权后仅2.06元/股计算，其前后三次减持

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每股6.18元、5.31元、5.30元，获利幅度最少

可超157%。

2013年9月，鑫科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1.76亿股，泽熙增煦

认购4980万股，获得公司7.96%的股权，一跃成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此后，鑫科材料频频触及热门题材，参股民营银行、投资新能

源锂电池，公司股价也是节节攀升。 有市场观点认为，鑫科材料

“风格” 变化的背后，或许是受到了泽熙的影响。

朗源股份

前三季净利增长629%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朗源股份10月21日晚间发布三季报。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6.42亿元，同比增长47.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9972.55万元，同比增长629.64%。

与去年同期相比， 公司1-9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增加2.36亿

元，其中，鲜果销售收入增加1.09亿元，果仁及坚果等产品收入

增加1.17亿元，果干销售收入增加3042.4万元，其他果脯、冻干、

蔬菜销售收入减少2074.91万元。

公司称，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烟台百果源有限公司正常运

营，丰富了公司产品品类；同时，短时间内将松籽仁打造成公司

又一主打产品，使公司拳头产品形成规模效应，为后续业务开展

打下坚实基础。

广汇能源前三季净利增长150%

原油进口逐步落实中

□本报记者 汪珺

广汇能源10月21日晚披露三季报。 公

司201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05亿

元，同比增长44.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15.53亿元， 同比增长150.38%，

基本每股收益0.2975元。 公司同时预计，

2014年全年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

对于市场较为关注的公司原油进口的

进展，公司称，目前正在具体落实许可证申

领、原油进口管理等实施细则；公司拥有的

哈萨克斯坦斋桑油气区块已部署钻井共计

49口，具备原油直接生产能力。

原油进口正在落实

今年8月28日，广汇能源公告,� 获得

20万吨的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 公司

也由此成为第一家获得原油进口资质的民

营企业。作为油改的一项标杆事件，广汇原

油进口的进展也牵动人心。

对此， 公司在三季报中就原油进口工

作安排进行了详细披露。公告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广汇石油正在具体落实许可证申

领、原油进口管理等实施细则。新疆自治区

商务厅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后，将会同海关、

商检部门将广汇石油添加进口岸监管体

系，并具体落实陆路运输海关监管、商检管

理办法。完成上述工作后，广汇石油即可以

作为“进口单位” 申报原油进口。

广汇能源在哈萨克斯坦拥有两个境外

油气项目。 其中，斋桑项目已完成S-27井

单层试气，验证新区含气性，与哈里伯顿驻

哈国公司就井组压裂事宜进行方案对接，

同时更新了二叠系两口井的压裂前评价测

试方案， 天然气的集输处理中心按照计划

进度施工中； 南依玛谢夫项目的IUB-1井

测试工作正在进行中， 等待制定下一步方

案，9月获得更新后的环保及排放许可。

对于上述项目，广汇能源称，斋桑油气

区块面积8326平方公里，主产区距离中国

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口岸仅100余公里。 截

至目前，斋桑油气区块已部署钻井共计49

口，具备原油直接生产能力。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广汇能源要

想实现境外自产油的进口还有难度， 预计

短期内仍将以贸易形式进口原油。 明年待

公司境外油田实现原油生产外， 有望实现

自产原油的进口。

新能源业务增长迅猛

三季报同时显示， 广汇能源前三季度

新能源业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前三

季度共生产精甲醇48.65万吨， 同比增长

173.78%；LNG达到20731.47万方，同比增

长519.59%；副产品（环烃、混酚、杂醇等）

19.88万吨，同比增长285.27%。

LNG业务延续了上半年快速增长态

势。 前三季度， 公司共生产LNG产品

71923.63万方， 同比增长111.81%； 实现

LNG产品销售79037.38万方， 同比增长

81.64%；其中自产LNG销售（含哈密新能

源）71093.08万方，占总销量的89.95%。截

至三季度末，公司LNG加注站完成立项91

座 （含收购项目立项），2013年结转在建

的11座，完成收购站点6座，新开工建设32

座，新投入运营站点22座。

齐鲁证券认为，2014-2015年， 广汇

能源的基本面预期将逐渐好转。 一是哈密

煤化工项目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 煤炭分

质利用投产，吉木乃LNG项目盈利能力强

劲；二是天然气价格市场化，公司作为自有

气源企业将直接受益； 三是公司在哈萨克

斯坦的斋桑油气田已经具备原油生产能

力， 原油进口资质的放开将直接为公司贡

献利润。

中石油亿方储气库今冬供气

填补百亿天然气缺口需“混搭”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21日从国家能源局

了解到，根据分析预测，今冬明春国内天

然气供需形势依然严峻，国家能源局已全

面展开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专项监管。中

石油最新报告亦预测，2014年我国天然

气缺口将达136亿方，远高于2013年的67

亿方。

天然气告急，从何补给？中国证券报记

者近日获悉，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承建

的相国寺地下储气库今冬将首次实现对外

供气。 同时， 国内最大单体海相整装气

藏———龙王庙组气藏也在两周前进入大规

模开发阶段，设计年产气量达110亿方，将

对我国天然气形成有效补给。

业内人士指出， 现阶段常规气仍将是

我国天然气供给的主力军。 而无论是提高

储气库调峰能力，还是增加进口气、自产气

规模，都需价格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这一方

面能够提高供给端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

能引导需求端的消费更趋理性。

百亿天然气缺口来袭

2013年冬的 “气紧” 局面仍记忆犹

新。 国家发改委先是在10月频频发文预警

可能出现的“气荒” ，随后又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2013年天然气迎峰度冬工作的

补充通知》，提出天然气供需形势严峻，要

确保民生重点需求，优先保障民用。

今年10月， 国家能源局又 “发号施

令” ， 重点围绕增加天然气供应情况、天

然气合理使用情况、 天然气利用项目气

源落实情况、 天然气供需监测及预测预

警情况等展开专项监管， 主要分为动员

部署和专项调研、企业自查、现场检查、

企业落实整改四个阶段， 计划于今年12

月底完成。

公开数据显示，2002-2012年十年间，

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增加了将近5倍， 平均

年增长率为17.26%，高于同期天然气生产

量平均年增长率12.57%。

根据中国石油发布的最新运行报告，

今年我国天然气需求量预计达2061亿立

方米，而供给量为1925亿立方米，预计天

然气总缺口将达到136亿方。 城市燃气需

求是其中的最大头。 报告显示，2005—

2013年，城市燃气消费量从113.8亿立方米

增至687亿立方米，年均增长25.2%。 考虑

到年度增速和2014年京津冀鲁因大气污

染需削减转换1700万吨原煤， 报告预计，

2014年全年我国城市燃气需求量为951亿

立方米。

报告总结称， 随着国家能源结构的进

一步调整和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落

实，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煤改气’ 、

‘油改气’ 以及天然气汽车等工程项目的

大量上马，天然气消费将呈大幅增长趋势，

由于季节峰谷差矛盾突出， 冬季供需形势

仍比较严峻。

亿方储气库年底供气

“今年底， 老百姓就可以用上我们储

气库之前注入的从中亚、 中缅过来的气

了！ ” 站在距离重庆主城区约60公里、海

拔950米的山上， 相国寺地下储气库的相

关负责人兴奋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道。

据其介绍， 作为我国首座碳酸盐岩储气

库，相国寺地下储气库将在今年12月份迎

来其第一个采气期，计划供气2亿方，将为

国家骨干管网每日提供1000万方的冬季

调峰气量。

天然气地下储气库， 是将长输管道输

送来的商品天然气重新注入地下空间而形

成的一种人工气田或气藏，具有储存量大、

调峰能力强、安全系数高、使用年限长等特

点。 迄今，全球已有36个国家共建成储气

库630座，年工作气量逾3500亿方，占天然

气消费总量的12％。 我国地下储气库建设

起步较晚。 二十世纪90年代，为确保京津

两地安全供气， 国家开始加大力度研究建

设天然气地下储气库。 作为我国“供气大

头” ，中石油则是从2010年2月起，在全国

范围内启动建设6座地下储气库， 相国寺

储气库便是其中之一。

中石油相关人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该储气库的前身为相国寺气田，建设投

资百亿元，2013年6月29日正式投运，由

“采气” 华丽转身为“储气” ，其设计库容

42.6亿方，年工作气量22.8亿方。 “这个储

气库的主要功能是天然气供给季节调峰、

应急调峰和战略储备。 季节调峰时最大日

采气量可达1393万方，战略应急时最大日

采气量可达2855万方。”上述负责人表示，

今年冬天储气库实现对外供气后， 有望大

大缓解气急、气紧的局面。

“目前我国城市用气季节性峰谷差巨

大，而储气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调峰能力不

足，导致冬季供气紧张局面时有发生。 ” 一

位石油行业业内人士感叹道。

今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发改

委《关于建立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长效机

制的若干意见》指出，支持各类市场主体

依法平等参与储气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

研究制定鼓励储气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

意见并强调， 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参与储

气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

“目前储气库建设仍然是国企担纲

主力。 投资建设储气库规模动辄上百亿，

若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吸引更多市场主

体参与储气库建设， 将对增加调峰能力、

缓解气紧产生重要促进作用。 ” 上述业内

人士称。

常规气担纲补气主力

在调峰能力提高的同时， 我国天然气

的供给龙头也在陆续“打开” 。

一方面，进口气渠道正在增多。 公开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正在运营的天然气

进口项目包括霍尔果斯口岸接收的中亚

管道天然气和江苏、福建等沿海码头接收

的亚太LNG。 按照标准天然气热值折算，

上述项目输送能力可达512亿立方米/年。

未来将达产的进口渠道包括云南瑞丽口

岸， 将于2014年开始接收缅甸管道气；东

北地区，2018年开始接收俄罗斯东线管道

气；沿海LNG码头，也将陆续投产。将上述

在建和达产项目加总，全部输送能力将接

近2400亿方/年， 相当于目前国内天然气

产量的两倍。

另一方面， 国内天然气供应陆续取得

突破。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就在两周

前，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宣布，安岳气田

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年产气40亿方的

开发一期工程投运， 标志着国内最大单体

海相整装气藏开始大规模开发。

据了解， 龙王庙组气藏是中国石油在

龙女寺古隆起取得的重大发现， 探明地质

储量4403亿立方米，为国内迄今最大的单

体海相整装气藏。 该气藏具有 “两大、两

高、三好” 的特点，即储量规模大、含气面

积大，气井产量高、气藏压力高，天然气组

分好、勘探效益好、试采效果好，平均单井

测试日产达到110万立方米， 投产气井平

均日产达到60万立方米。

根据中石油的计划， 该气藏开发工程

总投资178亿元，设计年产气量110亿立方

米。 目前，年产能10亿立方米的试采工程

和年产能40亿立方米的开发一期工程均

已投运，年产能60亿方的开发二期工程即

将启动。

中石油一位内部人士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龙王庙气藏实现大规模开发

的意义在于， 证明了中石油乃至中国还

具备发现大气田的资源潜力， 这对我国

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了这个

大发现， 目前川中油气矿已具备年产天

然气70亿方的资源基础和地面配套能

力，有望在2015年建成年产天然气100亿

方的气区。 ”

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常规气仍将是我

国天然气供给的主力军。 非常规天然气如

页岩气等拥有巨大的资源储量， 可作为解

决能源安全的“远水” 。 短期看，仍需通过

进口、挖掘常规气资源等方式填补缺口，化

解气源短缺的“近渴”问题。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伯强认为，要解决用气紧张问题，除了扩

大进口、增加供应量以外，还要理顺天然气

价格机制。加快天然气价格调整，这样才能

有效地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 防止再出现

“气荒” 现象。

泸州老窖前三季净利润下降逾五成

沱牌舍得第三季度亏损

□本报记者 王锦

泸州老窖和沱牌舍得10月21日晚间披

露2014年三季报， 前三季净利润均出现下

降，沱牌舍得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亏损，显示

出白酒行业的调整仍在继续。

泸州老窖业绩降幅加大

前三季度， 泸州老窖实现营业收入

47.74亿元，同比下降41.47%；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7亿元， 同比下

降53.92%。基本每股收益0.889元。值得注意

的是， 此前公司确定的2014年销售目标是

116.33亿元，前三季度仅完成41%。

对于业绩的下滑，泸州老窖解释，主要

是受行业深度调整以及公司销售产品结构

变动影响所致。

在国庆备货旺季的第三季度，泸州老窖

业绩未见好转且继续呈现大幅下降，单季实

现营业收入11.37亿元， 同比下降60.8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6亿

元， 同比下降67.64%。 单季净利润也创出

2008年以来的最低。

事实上，为了推动旺季动销，抢占市场

份额，泸州老窖曾于今年7月25日宣布降低

国窖1573价格，但从三季度业绩可以看出，

降价并未能换来销量和业绩的增长。为消化

库存， 泸州老窖还于国庆节前发布通知，全

面停止了国窖1573经典装的供应。

伴随业绩下降，经销商打款意愿也未见

明显好转。 三季报显示，公司三季度末应收

账款为2822.46万元，较年初增加179.65%，

主要是为了拓展销售，适当放宽赊销额度影

响所致。期末公司预收款项14.25亿元，比年

初的15.63亿元下降8.8%， 比半年度末的

13.24亿元增加7.6%。

三季报还显示， 对于公司失踪的1.5亿

元存款三季度暂不做会计处理。根据公司公

告，2014年9月25日，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

长沙迎新支行的1.5亿元存款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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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沱牌舍得三季度亏损

另一家白酒公司沱牌舍得三季报业绩

同样不乐观。 今年前三季度，沱牌舍得实现

营业收入10.28亿元，同比增长1.5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7万元，同

比下降18.85%。 基本每股收益0.018元。

对比半年报可知，第三季度单季，沱牌

舍得营业收入为2.97亿元， 同比增长15%；

净利润则亏损439万元。

业内人士称，受到行业调整和高端酒价

格下行挤压的双重影响，区域酒企的日子更

不好过，市场竞争激烈，较难在价格和销量

之间找到平衡。

不过，沱牌舍得三季度股价出现大幅上

涨，三个月涨幅接近50%。分析人士称，这主

要缘于公司大股东的改制预期。沱牌舍得曾

于9月1日公告了拟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沱牌

舍得集团进行战略重组的消息。目前传闻中

的战略投资者包括中粮集团和复星集团等。

三季报显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由半年

报时的41%上升至42.72%。

盈谷股份

拟进行两项关联交易

□本报记者 傅嘉

盈谷股份10月21日公告称，拟向大股东北京盈谷信晔的

全资子公司宁夏中哈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 同时，公

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中金资源有限公司拟收购大股东盈谷信

晔全资二级子公司中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金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表示，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就上述交易方案、对价及

支付条件和方式与交易对手方进行谈判。

此次交易一进一出。公司表示，出售资产标的所在地在宁

夏石嘴山。 购买资产方面，金谷资源注册地在香港，主要业务

为境外矿产资源的投资，于2014年4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1万港元。

中石油安岳气田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勘探钻井作业现场。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