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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装备制造业公司分享政策红利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促进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实施方

案》日前发布。 方案明确，到2017年，全省装备

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200

亿元左右， 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22%左右。到2017年，汽车、交通运输装备、能源

装备、工程与专用装备、基础装备五大领域主营

业务收入占全省装备制造业比重达到86%左

右。到2017年，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

元企业力争达到10家。 梳理方案细节， 长城汽

车、*ST天威、*ST通联、新兴铸管等公司有望迎

来发展良机。

长城汽车获政策扶持

根据方案，河北省将实施五项重点工程，汽

车提质扩能工程在五项工程中排在首要位置。

河北省提出，加快长城汽车基地建设，重点推进

长城汽车新技术中心建设，建成国际一流、国内

领先的试验中心、试制中心、造型中心和动力中

心； 支持长城汽车新增50万辆整车和为其配套

的零部件园及物流园项目建设， 全力打造国内

第一自主品牌。

方案提出，积极同北京开展产业对接，推进

北汽现代第四工厂项目落户河北； 加快定州长

安汽车工业基地建设， 支持定州长安汽车发展

节能环保型车辆。 以长城汽车、上汽唐山客车、

保定长安客车为龙头，重点发展纯电动、混合动

力等新能源汽车； 加快推进珠海广通汽车有限

公司邯郸分公司、 石家庄中博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御捷车业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建设，积极引进

比亚迪等大型汽车企业在河北省建设新能源汽

车分公司。

河北省还提出， 积极推进长城汽车年产35

万台发动机、长安汽车年产30万台发动机、凌云

集团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区、 中信戴卡高压铸造

气缸头盖和差压铸造转向节支架等关键配套件

项目建设。 2015年，全省汽车整车产量达到130

万辆， 全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00亿元；

2017年，整车产量达到200万辆，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3000亿元。

多家上市公司有望受益

此外， 河北省还将实施交通运输装备拓展

工程、能源装备升级工程、工程与专用装备品牌

培育工程和强基工程等重点工程。

能源装备升级工程方面，河北省提出，积极

推进保定能源装备基地建设， 支持保定天威特

高压变压器制造能力提升。 根据*ST天威2014

年业绩快报，2014年业绩扭亏为盈，今年有望摘

帽。 公司的新能源业务为此前巨亏的主要原因，

已通过资产置换转给天威集团， 目前资产主要

为变压器业务，在业内为三甲之一。根据申银万

国测算，*ST天威在特高压变压器领域的市占率

近30%，“一带一路” 有望带领特高压 “走出

去” ，*ST天威有望受益。

工程与专用装备品牌培育工程方面， 方案

提出，将天业通联（目前证券简称为*ST通联）

等优势企业作为驰名商标的培育重点， 逐步扩

大品牌影响力。 *ST通联主业为以掘进机械、非

公路自卸车、 铁路桥梁施工及其他领域起重运

输设备为主的工程机械制造业务。 根据业绩快

报，*ST通联2014年实现净利润2606.7万元，今

年同样有望摘帽。

强基工程方面，河北省提出，加快提升智

能制造水平， 重点发展数控机床、3D打印机、

工业机器人、智能仪器仪表、新型传感器、伺

服电机等高端装备； 加快新兴特种管材生产

研发基地建设。 新兴铸管有离心球墨铸铁管、

灰铁排水管、 新型复合管材及配套管件等业

务，目前钢铁行业低迷，新兴铸管有望分享政

策红利。

得利斯

新帅上任谋行业整合

□本报记者 王锦

得利斯日前公告， 公司创始人郑和平由于

年龄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由郑和平之女

郑思敏继任董事长。

郑思敏自2010年起开始进入得利斯工作，

历任北京得利斯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行政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有人士称， 郑思敏曾在德国长期深入肉制

品加工企业，学习欧洲先进的肉制品加工技术，

研究欧洲肉制品行业发展趋势。 在郑思敏就任

北京得利斯期间， 得利斯华北地区业务每年都

有大幅提升。

据了解，得利斯下一步将在产业提升、行业

整合、 资本运作、 电商探索等方面进行重点投

入，并加快发展速度，实现全面提升。

2014 年 ， 得 利 斯 实 现 营 业 总 收 入

162238.48万元，同比下降20.9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19.52万元，同比下降

10.87%。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0.3元（含税）。

2015年，得利斯整体经营目标为：实现总

产量增加10%-20%； 市场终端增加20%左右，

销售收入力争增加10%-20%； 增加研发投入

30%-50%，生产成本降低1%-5%。

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成立

□本报记者 于萍

3月16日， 江西省赣州市工商局颁发了中

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标志着南

方稀土集团正式成立。

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年底，赣州稀土

集团组建中国南方稀土集团的实施方案便

已获工信部批复。 赣州稀土集团、江铜集团

和江钨控股集团三方股东缴纳首期注册资

本共1亿元。

按照计划，2015年年底前六大稀土集团将

完成整合全国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的目

标。目前六家集团共整合了全国67本稀土采矿

证中的66本和99家冶炼分离企业中的77家，

剩余1本采矿证和22家冶炼分离企业也已明确

整合意向或列入淘汰落后计划，2015年将全部

完成。

西南证券研究显示， 赣州稀土集团作为赣

州稀土矿山的唯一运营者，拥有44本稀土采矿

权，是国内重稀土资源的最大供给方。江钨控股

控制了赣州市外江西省内唯一的采矿权和冶炼

分离企业。 江铜集团则控制了四川省内最大的

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六大平台将加快整合

步伐，2015年有望成为稀土行业并购整合年。

今年以来稀土价格持续反弹。根据中国稀

土行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截至3月13日，稀土价

格指数为150.9点，较年初增长了17.2点。

鸿博股份

推进彩票业务

□本报记者 任明杰

鸿博股份3月16日晚间公告称， 鸿博股份

与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就开展电话销售彩

票游戏及游戏平台技术服务、 电话代理销售体

育彩票等相关事宜，签订了《福建省电话销售

彩票游戏及游戏平台合作框架协议书》和《福

建省体育彩票电话销售彩票项目代销者合作框

架协议书》。

根据协议，公司负责开展游戏研发以及

游戏系统平台建设和维护；同时，公司作为

福建体彩中心电话销售彩票的代理销售商，

负责自行投资建设、维护公司电话销售体育

彩票系统平台和客户端。 公司表示，公司彩

票无纸化业务培育多年，拥有优秀的彩票游

戏研发能力、系统平台开发能力和丰富的业

务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2月27日，公司公告，公司

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从2015年2月25日开始暂

停，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不过，电话售彩与互联网售彩有所不同，根

据2014年4月1日 《电话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

法》相关规定，电话销售彩票是指利用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通过短信、语音、客户端等方式销

售彩票。 另外，互联网售彩是面向全国范围，所

销售的彩种也是全国性彩种。 而电话售彩只限

于各省区域， 所销售的彩种也只是地方性彩种

和手机即开彩票。

新能源汽车生产将设定门槛

资质放开有望开启

□本报记者 刘兴龙

3月16日，发改委网站发布了《新建纯电动

乘用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和生产准入管理规

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要求，经核准的新建

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只能生产纯电动乘用

车， 不能生产任何以内燃机为驱动力的汽车产

品，新建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使用自有品牌。业

内人士指出， 这意味着汽车行业期待已久的新

能源汽车生产资质放宽有望开启。

划定生产资质“门槛”

根据征求意见稿内容， 新建企业投资主体

应是在中国境内注册， 具备与项目投资相适应

的自有资金规模和融资能力。有3年以上纯电动

乘用车的研发基础， 具有专业研发团队和整车

正向研发能力，掌握整车控制系统、动力电池系

统、 整车集成和整车轻量化方面的核心技术以

及相应的试验验证能力， 拥有纯电动乘用车自

主知识产权和已授权的相关发明专利。 具有整

车试制能力， 具备完整的纯电动乘用车样车试

制条件，包括车身及底盘制造、动力电池系统集

成、整车装配等主要试制工艺和装备。

另外， 新建企业还必须自行试制同一型式

的纯电动乘用车样车数量不少15辆。 提供的样

车经过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检验， 在符合汽车

国家标准和电动汽车相关标准的前提下， 在安

全性、可靠性、动力性、整车轻量化、经济性等方

面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还明确， 获得准入的

生产企业的试制样车必须达到多项技术指标，

其中，车长≤4米、座位数<4座的车型其最高车

速必须超过100公里/小时，而车长大于4米的车

型，最高车速必须超过120公里/小时。这也意味

着低速电动车企业， 将依然被排斥在纯电动乘

用车生产的门槛之外。

浙商证券指出，2015年2月科技部出台《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强调2020年保有量500万辆，

该政策表明国家重点扶持推广新能源汽车的长

期发展目标不变， 未来不达目标的省市将面临

补贴下降甚至被剔除补贴目标的风险。 2015年

有望成为新能源汽车真正爆发之年， 新能源汽

车推广速度将明显加快。

资质放宽有望成真

2014年11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新能源汽

车生产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 对新建纯电动乘

用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 生产准入条件做出相

关规定。 此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将给非汽车生产商发放两到三张专门

的电动汽车生产牌照。

市场人士指出， 此前国家发改委已经表明

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有望进一步放宽， 将引入

更多非汽车生产商进入电动汽车行业推动产业

发展步伐。 此次生产准入管理规定的出台，有望

为资质放宽勾勒出更加清晰的政策红线， 避免

新能源汽车企业与传统燃油车混业经营， 制造

技术和生产平台混用等问题。

此次国家发改委公开征求意见规定，“经

核准的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只能生产

纯电动乘用车” 。 这意味着电动车生产不再局

限于传统汽车制造商，而新的参与者将利用其

擅长的技术对市场带来冲击。 这也引起了人们

对那些非汽车类公司能够拿到电动汽车生产

牌照的遐想。

此前，工信部官员曾表示，传统汽车生产

企业由于受思维惯性、技术路径依赖和现有资

产拖累，很难有积极性发展新能源汽车，呼吁

政府创造鼓励竞争的环境，以促进新能源汽车

的进步。

按照此前发改委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

准入条件规定，新建独立法人纯电动乘用车生

产企业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 在技术能力

上， 其首先必须具备3年以上纯电动乘用车的

研发基础，掌握整车控制系统、动力电池系统、

整车集成和整车轻量化方面的核心技术以及

相应的试验验证能力，并拥有纯电动乘用车自

主知识产权和已授权的相关发明专利。 与此同

时，还必须拥有整车试制能力。 在售后能力上，

上述新建企业必须能对纯电动乘用车电池、电

机、 电控系统等核心部件不低于5年或10万公

里（以先到者为准）的质保承诺，并有完善的

销售和售后体系。

双鹭药业重磅新药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开年以来，双鹭药业的股价走势可谓“云开

月明” ，连创新高。在此之前，双鹭药业股价已横

盘一年多，市场对公司的业绩感到悲观。 然而，

这些失落的情绪或渐次烟消云散， 两大重磅新

药有望在年内获批生产， 其上市销售可以形成

丰厚利润，将推动公司业绩上扬。而公司控股的

子公司辽宁麦迪生物， 在细胞免疫治疗领域亦

有深耕。

重磅新药或年内获批

资本市场对双鹭药业的两大赚钱利器已等

候多时，分别是来那度胺和达沙替尼。 这两款产

品来自双鹭药业对原研药厂家的 “专利挑战”

而来。 近年来已不乏仿制药企因专利挑战成功

而获得巨大收益的先例， 但这一切对中国药企

而言却很陌生。 因此资本市场及医药界皆对双

鹭药业都寄予了较高预期。

那度胺是美国Celgene开发的新一代抗肿

瘤药， 主要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多

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为B淋巴细胞的恶性

浆细胞病， 多发于中老年群体， 我国发病率在

1-2人/10万人，已经超过白血病，位于血液系

统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2位。 Celgene公司年报

显示，来那度胺2013年销售收入42.8亿美元，同

比增长13.6%，其中在美国的销售约占一半。

公司内部人士表示， 双鹭药业的子公司卡

文迪许已获得来那度胺的组合物专利， 该产品

公司系挑战全球专利，目标是全球市场。另有知

情人士透露， 该品种已于2012年上半年获得临

床批件，并于2014年11月申报生产批件。 作为

国内紧缺性药品， 来那度胺被列入绿色审批通

道，最快有望在2015年上市销售。

目前国内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二线治疗药

物是硼替佐米， 其2014年的样本医院市场规模

已突破亿元。 不过该药曾被药监局援引加拿大

卫生部关于不当使用硼替佐米可引发致死风险

的文章，导致该品种销量下滑。 来那度胺作为后

来者，Celgene公司于2013年获食药总局许可

进入国内销售， 这两年Celgene公司花费许多

精力对其进行市场培育。 双鹭药业的来那度胺

一旦获批上市销售， 有望凭借价格优势迅速实

现进口替代。 此举对于公司的产品线来说也是

重大突破， 有望接替贝科能成为支撑公司持续

高增长的潜力品种。

此外， 公司另一重磅品种达沙替尼已进入

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审评阶段。 达

沙替尼片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特效药，与

来那度胺同为双鹭药业重要储备新药。2011年，

达沙替尼的原研厂家百时美施贵宝的全球销售

额为8亿美元。双鹭药业内部人士认为达沙替尼

是可达数亿或数十亿的大品种， 且海外市场潜

力巨大。

细胞免疫治疗露真容

双鹭药业起家于生物药，包括立生素、欣吉

尔等品种。但这些药品市场竞争激烈，盈利能力

和成长性有限。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公司多年前

已不再局限于生物药，而是向生化、化学药物布

局，覆盖肿瘤、心脑血管、内科、创伤、免疫抑制

等多个领域， 细胞免疫治疗业务也是公司寄予

厚望的业务板块。

内部人士称， 公司对细胞治疗业务比较低

调，虽然对该业务板块公司颇具信心，但为避免

遭市场过度炒作， 公司高管在券商调研时对这

一业务基本上闭口不谈。

继 《Science》 杂志将肿瘤免疫疗法评为

2013年十大科学突破第一位后，在2014年美国

两场权威肿瘤学术会议AACR（美国癌症研究

会）和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细

胞免疫治疗再次成为前沿聚焦点。 细胞免疫疗

法是通过增强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对癌症细胞的

杀伤和控制作用来达到治疗癌症的目的。

2009年初，双鹭药业出资1020万元合资设

立辽宁迈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51%股

权。 辽宁迈迪的董事长李文欣曾参加与东京国

立癌中心合作进行末梢血干细胞移植的研究，

归国后陆续开展CIK、DC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

移植等项目的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果。

辽宁迈迪开发的体外诊断试剂包括免疫抗

体、蛋白相关试剂、快速诊断试剂、核酸诊断试

剂、生化诊断试剂，其中国内首创预测心脑梗死

的TAFI体外诊断试剂盒已经获得批文。 免疫细

胞生物治疗技术已经获得专利，累计为1.6万人

次以上肿瘤患者提供治疗，有效控制病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分析称， 细胞免疫疗法是目前非常看好的一个

治疗手段， 可以避免病人承受药物和射线造成

免疫力下降所带来的双重痛苦。“我认为辽宁迈

迪的治疗手段和肿瘤治疗医院相结合的商业模

式具有复制性。 公司的TAFI体外诊断试剂盒面

向心血管疾病这个大病种领域， 具有非常大的

市场空间。 ”该医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试水基因检测投石问路

作为基因工程药物领域的龙头企业，在深交

所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上，不少投资者问及公司是

否涉足基因检测业务。 双鹭药业对此回应称，公

司并未直接涉足该领域， 但公司2013年出资

3000万元参与设立的“崇德弘信基金” 投资的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北京泛生

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均涉足基因检测领域。

公司介绍，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于2012年成立， 是国内目前产前诊断基因

检测领域已获许可的两家领先企业之一， 也是

国内基因组行业的知名企业。 安诺优达主要专

注于新一代基因组学技术在人类医学健康和生

命科学研究两大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公司拥有

自主研发、 领先的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技

术， 建立了领先的高通量测序平台和高性能计

算平台，形成Bio-IT基础和产业化服务能力。

双鹭药业称， 北京泛生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于2013年成立， 主要专注于癌症基因组学分

析和癌症个体化全周期诊疗服务的高端服务型

技术企业。 泛生子是世界上在脑癌、膀胱癌及肝

癌基因诊断与个体化治疗领域最领先的公司，

公司科学家阎海是脑癌相关基因的发现人，被

西方列为诊断金标准， 是世界脑癌基因诊断的

奠基人。

足球产业迎发展良机

□本报记者 姚轩杰

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 足球概念股盘中集体爆发，

双象股份、贵人鸟、中体产业、江苏舜天涨停，雷

曼光电涨幅超7%，中信国安涨幅超5%。

业内人士认为， 本次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的

通过， 与足球相关的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市场

发展空间， 足球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将从中

受益。 A股市场中相应的概念股有望充分享受

足球产业发展带来的机会。

足球改革方案出台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要把

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实行“三

步走”战略，最终实现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

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

强队行列。

作为足球管理的行业机构， 中国足协一直

饱受诟病。 此次《方案》中明确，中国足球协会

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

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

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多位足球界人士认为，这有

利于改变多头监管，释放足球市场的活力。

在足球教育方面，《方案》提出，全国中小

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多所基础上，

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 到2020

年，完成对5万名校园足球专、兼职教师的一轮

培训。

在政府投入方面，《方案》 提出成立中国足

球发展基金会，每年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中安

排一定资金，资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同时，加

强足球产业开发，加大足球无形资产开发和保护

力度，通过打造赛事品牌、开发足球附属产品、培

育足球服务市场、探索足球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

合发展，构建全方位、全过程足球产业链。国金证

券研报认为， 开发足球产业链将带来足球服装、

传媒、球员经纪、相关装备制造等细分领域的市

场机会，保守估计市场空间超过万亿元。

此外，《方案》还提出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

播权市场竞争机制。 创新足球赛事转播和推广

运营方式， 探索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足球领域

融合发展的实现形式， 增加新媒体市场收入。

“CCTV5赛事垄断权将会被打破， 其他视频网

站、 体育赛事经营机构都将逐步获得赛事转播

权，这是个大利好。 ”一家视频网站赛事运营负

责人告诉记者。

相关公司受益

足球是体育产业最大的单一项目， 全球年

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 占体育产值比重超过

40%。 足球在中国拥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且

属典型的高附加值与产业， 发展足球产业是做

大做强体育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广发证券在

去年年度策略会上曾预计， 足球将成为2015年

资本市场的一大亮点。

A股市场上， 与足球相关的公司包括泰达

股份、江苏舜天、雷曼光电、中体产业、乐视网、

百视通、华夏幸福等。泰达股份控股股东天津泰

达集团的母公司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公司拥有天

津泰达足球俱乐部85.41%股权。 该俱乐部成立

于1998年2月，2003年4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

司，目前注册资本1.37亿元，拥有自己的足球职

业学校，有完整的梯队建设。

江苏舜天于2000年1月成立江苏舜天足球

俱乐部。该俱乐部现有江苏国信舜天队、江苏国

信舜天二队以及不同年龄结构的后备梯队，整

个梯队建设已形成一定的系统和规模， 处于全

国领先地位。

中体产业是国家体育总局控股的唯一一家

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体育产业和房地产业

务，并涉足机票代理及传媒等业务。在体育产业

方面，公司承办各类体育比赛，开发、经营体育

健身项目，并参与建设体育主题社区。

雷曼光电是中超联赛LED设备制造类唯一

合作伙伴， 为中超联赛提供赛场全彩广告显示

屏设备及相关服务，与中超签署了5年协议。 此

外，公司现已逐步布局中甲联赛，并已介入12个

俱乐部的商务运营开发。

华夏幸福近期收购了中甲球队河北中基，

并将球队名称正式更改为河北华夏幸福足球

队，还花巨资签约曾执教皇马、巴萨以及鲁能等

球队的塞尔维亚名帅安蒂奇担任总教练。 乐视

网和百视通都获得过NBA、 英超联赛等国际顶

级赛事的转播权，此次足球赛事转播权的放开，

这两家传媒类公司有望获得更多、 范围更广的

赛事转播权和收益分成。

首旅酒店减持外运发展

获利2992万元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首旅酒店3月16日晚间公告， 根据公司董

事会对公司经营层的授权， 公司于3月16日通

过上交所股票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有的外运

发展180万股股票，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199%，

获得投资收益约2992.6万元。

本次减持后， 公司尚持有外运发展409.37

万股股票，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452%。 本次减

持外运发展180万股股票， 交易获得现金约

4080万元，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税费后，公司

可获得投资收益约2992.6万元，占公司2013年

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2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