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名称

2014年前11月

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收入

同比增幅(%)

2014年前11月

净利润（亿元）

净利润

同比增幅(%)

最新市盈率

（TTM）

中信证券

137.43 48.18 68.52 97.86 50.34

海通证券

103.7 41.06 51.54 52.78 44.02

广发证券

92.83 43.21 34.12 64.33 45.89

华泰证券

85.46 42.5 32.52 58.25 50.28

招商证券

83.32 72.63 35.64 99.99 53.78

光大证券

41.55 37.56 12.73 85.57 159.67

宏源证券

40.71 18.65 14.62 33.04 90.22

长江证券

37.4 46.41 14.82 58.78 54.99

方正证券

35.86 28.93 15.38 41.73 62.02

兴业证券

35.59 61.33 12.35 95.21 66.73

西南证券

31.59 134.36 12.39 137.63 59.34

东吴证券

23.93 79.75 7.51 131.31 69.97

国元证券

23.62 70.64 9.46 128.37 54.48

东北证券

22.43 63.84 8.46 96.21 59.79

国金证券

22.06 67.81 7.13 150.16 87.46

国海证券

18.32 47.08 6.02 107.21 82.87

西部证券

14.77 52.74 6.15 120.57 99.38

山西证券

14.25 37.57 4.36 92.29 91.34

太平洋

10.82 148.61 4.36 517.35 144.06

上市券商经营数据一览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制表：于萍

通达动力

拟收购亿威尔60%股权造军用雷达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通达动力1月7日晚公告称，公司拟投资不超过6750万元，通过

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收购亿威尔60%的股权。

资料显示，亿威尔已取得全套军工资质，自成立以来已有十多年

的雷达信号处理、数字系统设计、嵌入式系统设计等软硬件设计领域

技术积累，且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以数字系统、计算

机、软件技术为基础，以雷达电子战、特种计算机、信息安全系统为突

破口，分行业拓展市场，已形成了一定产业规模。 截至2014年10月

末，亿威尔资产总额为4663.13万元，净资产为2048.31万元；2013年

和2014年1-10月， 亿威尔营收分别为3015.30万元和2130.22万元；

净利分别为145.24万元和-246.23万元。

公司表示，公司以电机定转子为主的传统产业面临发展瓶颈，公

司将向军工产业转型作为未来的核心发展战略。 结合自身和江苏地

区优势，公司在军用雷达相关技术、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和尝试，如此次交易顺利实施，将解决公司资质和平台瓶颈，在公司

军工战略转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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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 动态

高德红外第四代反坦克导弹亮相

贡献业绩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向勇

“秘密武器原来是第四代反坦克导

弹。 ” 高德红外2014年12月8日披露公司

获得“某类完整武器系统许可增项武器装

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曾引起市场猜想。

一个月后，该“秘密武器” 经由另外的权威

渠道正式亮相。不过，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这一产品若要对公司贡献业绩，可能至

少还得一年时间。

日前上线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

网（http://www.weain.mil.cn）在《产

品技术》栏目中公开披露了高德红外上述

产品技术。 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是全

军武器装备采购需求信息的官方发布平

台，于2015年1月4日上线运行，主办单位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该网站对高

德红外“第四代” 便携式自寻的反坦克导

弹武器系统的披露信息称，该武器系统采

用肩扛式发射， 可由单兵或2-3人兵组便

携昼夜作战使用，主要装备于步兵、空降

兵、 海军陆战队及其他快速反应部队，是

攻击坦克、装甲车辆、低空直升机及地面

坚固点目标的火力主干。 该系统作战指标

已达到并部分超过美国的“标枪” ，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命中率高，可有效击毁所

有主战坦克。

通过搜索可知， 该网站披露的高德红

外产品，还包括国产化红外热成像探测器、

机载导弹逼近红外告警系统。 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前，这两款产品已分别

为公司贡献数亿元订单。

据介绍， 高德红外是国内第一家也是

目前唯一一家进入完整武器系统总体研制

领域的民营企业， 而公司一直有志于成为

“民参军”标杆性企业。

不过， 目前未有信息显示有对反坦克

导弹的采购需求和采购招标。 而军品采购

从招标到定型再到订单和批产， 时间流程

通常在一年以上。因此，高德红外的反坦克

导弹，即使一路过关斩将，全程绿灯，对公

司贡献业绩，可能也在一年以后。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高德红外日前披

露自主研发的红外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已

于今年元旦前实现量产， 应该对公司民品

业绩突破有较大刺激。 由于公司内生增长

重点是军工做强， 理论上不排除公司在红

外民用产业上采取外延式扩张路径。

新三板定增网

与广证恒生达成战略合作

为了更好地研究新三板， 近日广证恒生与新三板定增网达成

战略合作，旨在充分发掘和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为广

大投资者提供更多新三板投资机会。

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简称“广证恒生” ）是

CEPA框架下，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由广州证券与香港恒生银行全

资控股的恒生证券共同出资设立的国内第一家合资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在新三板研究领域，广证恒生在业内率先成立了由首席研究

官领衔的新三板研究团队， 并结合新三板的特点构建了业内领先

的新三板研究体系。 团队成立至今已形成日报、周报、专题及公司

报告的研究产品线，体系完善，成果丰富。 广证恒生将以研究力为

基础，为企业量身打造资本运营计划，对接资本市场，并提供跨行

业、跨地域、上下游延伸等一系列的金融全产业链服务，打造金融

全产业链闭环。

而新三板定增网是中国证券报旗下专注于新三板市场的企业

路演推介、 投融资对接平台， 为新三板企业提供免费路演推介服

务，致力于帮助新三板企业高效对接投资者。作为国内首家新三板

项目路演、交流和投融资对接的平台，目前新三板定增网已经拥有

数万名投资者会员，在新三板市场影响力排名前列。

新三板定增网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合作开展新三板

企业调研活动，与东北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国都证券、五矿

证券等各类机构合作举办了多场线下大型投融资对接活动。 新三

板定增网还携手宝盈基金发行了国内首只投资新三板的资管产

品，目前产品净值已超过1.5元。

此次新三板定增网与广证恒生合作，是为了让更多的新三板

企业走进投资者视线， 也为更多新三板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窗

口。 （严建红）

上市券商经营数据一览

华胜天成拟控股沃趣科技 夯实数据库业务能力

□本报记者 汪珺

华胜天成1月7日晚公告，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不超过2627万元人民币，受让杭州

沃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对其

进行增资，从而成为沃趣科技的控股股东。

双方已于2014年12月31日签署了股权转

让和投资协议。

根据公告， 华胜天成将以977万元的

对价向现有股东收购其持有的沃趣科技

27.91%股份。 收购完成后，华胜天成将向

沃趣科技增资1650万元，以上收购及增资

完成后， 华胜天成将持有沃趣科技51%的

股权，成为沃趣科技的控股股东。

沃趣科技目前主要从事为传统行业、

互联网企业提供专业数据库、 系统相关的

服务和产品 ， 技术领域涉及Oracle、

MySQL、系统和运维自动化。 服务包括对

数据库和系统进行架构设计、优化、实施和

灾难恢复。

华胜天成称， 公司已经聘请相关机构

对沃趣科技现有业务、 运营能力及技术水

平、财务状况、未来盈利能力、战略价值等

方面进行了尽职调查，同时，在收购协议中

对可能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了相关约定。

去年11月19日， 华胜天成曾公告，与

IBM签署informix源代码授权许可协议，

IBM授权华胜天成按照协议约定, � 使用

IBM� Informi关系数据库软件程序源代

码。 华胜天成称，控股沃趣科技，可视为公

司在数据库业务领域的进一步投资。 该投

资将增强华胜天成主导的TOP项目中数

据库业务的综合实力， 丰富华胜天成数据

库领域的高级技术专家团队， 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华胜天成的自主产品体系， 为未来

华胜天成自主产品业绩增长起助推作用。

美达股份抛售所持交通银行股票

□本报记者 于萍

美达股份1月8日公告称，公司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以

竞价方式出售交通银行股票。 其投资成本为404.17万元，成交总价

为2166.18万元，获得利润1753.59万元。 出售时间为2015年1月5日

至6日。

公告称，根据公司经营及发展战略，投资融资部建议，主管领

导审批并经董事长同意，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竞价的方式择机出售

持有的全部“交通银行” 股票，并授权公司相关人员具体操作股票

出售事宜。

1989年至2010年期间，公司通过认购、送股、配售等方式获得交

通银行股票共计309.54万股，占其总股本的0.0042%。截至2014年12

月31日， 公司持有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A股合计309.54万

股。 目前，公司已全部出售上述交通银行股票。

美达股份表示， 交通银行股价目前已处于近五年的高位区间，

而且2014年内其股价急剧上涨已累积较大升幅，按目前价位出售所

持交通银行股票，公司可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可大幅增加公司的

现金流，其收益将计入出售股票当年的损益，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

极影响。

众合机电

拿下天津地铁信号系统3.1亿元合同

□本报记者 于萍

众合机电1月8日公告称，公司与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了《天津地铁5号线工程信号系统总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3.10亿元。

根据总承包合同，公司主要提供天津地铁5号线工程信号系统设

备采购、施工安装、系统集成及相关服务。 合同工期分三年，2015年

12月第一期投入运营，2016年12月第二期投入运营，2017年12月第

三期投入运营。

公司称，由于合同执行周期较长，工期的变化将影响公司收入的

确认时间，同时也存在因材料价格波动、利率、税率及汇率等因素而

影响合同收益的风险。 合同金额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的21.96%，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天润康隆1500万元设立环保公司

天润康隆（430342）公告称，公司投资设立河北惠康恒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100%。

根据公司与张家口沙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入区

协议书》， 约定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河北张家口沙城经济开发区

内投资建设可拆式异型软质保温产品及降噪设备产品生产项目，

在开发区内购买土地、建厂、设立公司。

公告显示， 河北惠康恒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节

能、环保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及销售。异型保温产品和噪音治理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

服务。

天润康隆表示，通过在河北建立全资子公司，实现公司业务异

地扩张策略，加速主营业务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的整体

盈利能力。（于萍）

业绩料翻番 券商盈利估值双赢

□本报记者 于萍

1月7日券商板块再次成为沪深两市

表现最为活跃的板块之一。 作为2014年

四季度以来的明星板块， 券商行业业绩

随着交易量提升、 大盘走势好转有望实

现翻番。业内人士认为，2015年证券行业

的整体业绩及政策预期依然向好， 证券

行业将进入高成长阶段， 迎来盈利估值

双轮驱动。

2014年业绩有望大增

凭借四季度的大幅增长，券商板块在

2014年全年涨幅位居A股前列。从业绩表

现看，2014年前11个月上市券商净利润

同比增幅达八成，业内预计全年业绩有望

实现翻番。

Wind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19

家上市券商共实现营业收入875.64亿元、

净利润 358.08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50.05%和78.76%。 其中，19家券商11月

单月实现营业收入120.11亿元、 净利润

48.8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65.09%和

335.38%。 太平洋、国金证券、西南证券等

7家券商前11月的净利润增幅已经超过

100%。 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

华泰证券、招商证券等大型券商的净利润

同比增幅也都在50%以上。

市场活跃的成交量为券商业绩提升

奠定了基础。 Wind数据显示，2014年12

月份A股市场成交额达到180204亿元，

已经超过10月和11月的成交额之和。 12

月A股日均成交额达到7835亿元， 较11

月环比增长了77.35%。 继11月后再度创

下2014年年内总成交额、 月均成交额的

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二级市场明

显回暖，成交额大幅增加。 虽然佣金费率

下降对经纪业务有所影响，但是凭借着市

场交易量的大幅提升，券商经纪业务收入

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目前沪深上市券商中已有8家公司

发布了全年业绩预告，其中光大证券全年

预增。 光大证券表示，公司“8·16事件”

负面影响逐渐消除， 受限业务于2014年

陆续恢复， 预计2014年度累计净利润与

上年相比将有较大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

光大证券实现营业收入34.59亿元， 同比

增长16.59%；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8.99亿元，同比增长76.23%。

此外，还有7家券商披露的全年业绩

预告为不确定。 尽管如此，由于市场行情

回暖， 多数业内人士对2014年券商的业

绩预期十分乐观。 业内人士预计，在12月

火热行情推动下， 上市券商2014年全年

将实现业绩翻番，迎来近几年业绩增长最

好的一年。

转型带动未来预期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券

商行业也迎来改革转型的最佳时期。 目

前，我国券商正在不断向综合金融机构转

型。 在创新推动下，资本中介业务迅速发

展，带动券商业绩稳步提升。

以融资融券为代表的资本中介业务

成长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

两市融资融券余额已经达到10256.56亿

元， 而11月末时这一规模为8253.4亿元。

2014年11月和12月， 券商两融余额以每

月增长千亿元的规模扩张。

海通证券表示，随着行业创新持续推

进，融资融券、股权质押等资本中介业务

迅速发展至超过10000亿元规模，是证券

行业2013、2014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之一，也将继续带动2015年业绩的提升。

与此同时，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

设、降低市场融资成本等要求，未来直接

融资占比将逐步提升，带动券商投行业务

的发展。 数据显示，2014年沪深股市IPO

共计125宗，融资总额达到786亿元。 普华

永道预计，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深

化，2015年中国内地IPO市场节奏将加

快， 预计2015年将有200家企业上市，集

资规模在1300亿元左右。

总体来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5

年证券行业整体业绩、 政策预期仍将向

好。 券商将进入“加杠杆” 及创新驱动的

成长周期。

长城证券表示，未来券商经纪佣金率

下滑空间有限， 两融促进交投活跃；IPO

注册制、国企改革、新三板扩容将引爆投

行业务； 资管总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这

都将使券商主要业务盈利得到显著提升。

海通证券则认为，在市场向好的行情

中， 证券行业的业绩和估值将双重提升。

未来证券行业“加杠杆” 趋势持续，带动

业绩大幅提升；同时，金融体系整体直接

融资占比提升也将打开证券行业的市值

空间。

板块估值提升

从二级市场表现看，券商板块已经成

为2014年表现最为抢眼的板块之一。 目

前各家研究机构对于券商行业未来预期

均较为乐观，但在股价连续上涨后，一些

机构也开始关注券商板块的估值风险。

Wind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券商行

业指数累计上涨约159%，涨幅居前。同期

上证指数累计涨幅约为53%。在19家上市

券商中， 有18家公司股价在2014年出现

翻番。 其中，宏源证券2014年股价累计涨

幅达到275.6%，太平洋证券、长江证券、

光大证券等5家券商股价累计涨幅均超

过200%。

首创证券表示，在牛市中，证券板块

将进入“市场上涨-券商业绩好-券商股

普涨-带动市场上涨” 的循环当中，但是

当前券商板块整体估值较高，需要警惕回

调风险。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月7日

收盘， 证券行业整体市盈率 （TTM）为

58.09倍，而A股整体市盈率约为18倍。 光

大证券市盈率约为159倍，太平洋、西部

证券、山西证券、宏源证券的市盈率也均

在90倍以上。

虽然在股价连续上涨后，券商板块的

整体估值已经大幅提升，但研究机构对于

券商2015年的业绩及市场表现仍较为乐

观。 长江证券就表示，券商股的上涨并非

一蹴而就， 在新的业绩增长预期形成之

前，估值将阶段性地限制券商股的上涨速

度，但整体仍将呈现上升趋势。

万鸿集团易主80后曹飞 父子一年买下两壳资源

□本报记者 汪珺 向勇

自12月22日开市起便停牌的万鸿集

团，1月7日晚披露了一则控股股东 “易

主”的公告，“80后” 曹飞将取代何长津成

为万鸿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股权转让对价

为5亿元。

根据公开信息， 曹飞为济川药业董事

长曹龙祥之子。 2013年12月26日，济川药

业作价56亿元通过资产置换方式进入洪

城股份，实现了借壳上市，但洪城股份的名

称及股票简称至今未换。 短短一年多时间

里，曹飞家族接连在湖北拿下两个壳资源。

再拿一壳何用？ 目前曹飞对此不予置评。

控股股东欲5亿元让位

公告信息显示，1月7日万鸿集团获

悉，控股股东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美城投资” ）与曹飞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曹飞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美城投

资持有的万鸿集团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共

计45,888,672股股份，占万鸿集团总股本

的18.25%，转让对价为5亿元。 由此估算，

上述转让价折合每股约10.90元。 万鸿集

团停牌前的股价为7.05元， 溢价幅度超过

50%。

同时， 曹飞还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

交易购入8,550,418股万鸿集团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3.4%。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

中交易及协议转让， 曹飞将合计持有万鸿

集团54,439,09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5%。

本次股份转让前， 美城投资为万鸿集

团控股股东， 自然人何长津通过间接控制

美城投资成为万鸿集团实际控制人。 此次

股份转让完成后， 美城投资不再持有万鸿

集团股份， 万鸿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将变更为自然人曹飞。

万鸿集团同日公告， 拟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重大事项，自1月8日起停牌不超

过10个交易日。 公司将尽快确定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 并于本次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10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事项并复牌。

父子俩拿下两壳资源

曹飞何许人也？根据公告，曹飞的身份

证信息显示其为江苏泰州人，1983年7月

生人，现居于上海市长宁区富贵东道。除此

之外公告并未透露更多信息。不过，根据公

开资料，曹飞曾任职于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至今任职经历

也主要是在医药行业， 其家族主要产业为

药业产业。

更令人玩味的是， 曹飞所在家族此前

已经在湖北拿到了一个上市公司壳资源。

2013年12月26日，济川药业作价56亿

元，通过资产置换方式正式进入洪城股份，

实现了借壳上市。 济川药业董事长曹龙祥

正是曹飞之父。完成借壳上市之后，曹龙祥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为，江苏

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

66.13%股份，而曹龙祥持有江苏济川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70.00%股份。

洪城股份注册地在湖北荆州市， 原主

业是各类阀门、 水工机械及环保设备的生

产与销售，目前正向药业产业转型。江苏济

川药业是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集药品

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一体，2013年度营业

收入24.47亿元，净利润4.02亿元。 不过，济

川药业已经入主公司一年有余， 上市公司

主业也更换一年有余， 公司名称及股票简

称仍未更换。

一年之后， 曹飞家族又在湖北拿下一

个壳资源。 既然其家族企业已经实现证券

化并获得了融资平台， 再拿一壳何用？ 目

前，曹飞对此不予置评。

■年报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