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水源加码净水器业务

□本报记者 王锦

“目前公司的净水器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

公司对于该业务非常重视，市场发展前景非常好。 ”

碧水源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辉4月15日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4月15日， 碧水源发布首款智能纳滤净水机产

品D506。 梁辉介绍，该款净水机已在京东商城上开

展众筹，众筹首日销售额达到500万元，目前已经超

过650万元，“市场反应较好，伴随纳滤产品的推出，

预计今年公司净水器业务规模将大幅增加， 去年公

司实际销售净水器30万台左右。 ”

碧水源相关人士介绍， 我国净水机产量数年间

以42%-50%的速度增长， 未来市场规模将超过

3000亿元。2013年水家电整体零售额达到186亿元，

同比增速高达79.5%。 当前国内家用净水机普及率

不到10%，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调查，未来五年，净水机市场需求量达1亿台，市场容

量达到4000亿元，市场潜力巨大。

碧水源自2010年开始涉足净水器业务。 根据碧

水源年报，2010年至2013年， 其净水器销售收入分

别 为 169.23 万 元 、1899.55 万 元 、3131.15 万 元 、

8155.96万元，增长快速。 2014年上半年净水器销售

收入为3032.41万元。

碧水源此前表示， 将加强在家用及商用净水领

域的开拓和发展， 大力推动针对个人消费者的净水

器业务快速成长， 力争在两年内该业务成为业绩快

速增长的另一个引擎。

今年3月份在接受机构调研时，碧水源董事会秘

书何愿平表示， 公司家用净水器每天出货量达到

1000台以上，预计未来很快可以达到2000台。 梁辉

称， 公司净水器业务销售将采用新的O2O模式，今

年目标至少在全国开1000家线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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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

将实施无理由退房

□本报记者 游沙

4月15日，记者从广州恒大中心了解到，从4月16

日起，恒大全国所有楼盘住宅全面实施无理由退房。

恒大集团表示，住宅也是商品，理应获得“包退” 承

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据悉，凡购买恒大楼盘住宅的客户，履行《楼宇

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各项义务，并且无

任何违约行为，则自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无

《理由退房协议书》之日起，至办理入住手续前均可

无理由退房。

“希望更多同行都加入无理由退房阵营， 让住

宅包退成为市场常态。 ”恒大地产总裁夏海钧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高峰时有五六万家房地产开发企

业，现在还有两三万家。 市场竞争、行业洗牌再洗掉

两万多家，剩几百几千家很正常。行业整体素质将提

高，为老百姓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

中科招商将推出互联网PE平台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从年初的4.95亿元现金定增， 到3月推出

50.4亿元定增计划，4月公布35.1亿元定增计

划，中科招商分三步完成定向增发募集90亿元

的融资计划。 第一次定增价格为10.83元/股，

后两次定增价格均为18元/股。 15日中科招商

最高价达到108.99元/股， 最终收于60元/股。

按照18元/股的定增价格计算， 参与定增投资

人浮盈超2倍。

公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将继续推进三基工程、三创平台建设，

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链联动机制，逐渐形成生

态的中科招商。 公司目前正在研发互联网PE

平台，今年有望推出。

跨界融合互联网

中科招商董事长单祥双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中科招商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要素

集成、系统支持、高效服务来支持创新创业

企业发展。 过去是单纯提供资本支持，后来

发现仅提供资本支持远远不够，还要提供人

才、管理、产业、技术、市场、资源等诸多要素

的支持。 从2013年开始，公司打造三基工程，

即“设基金、建基地、兴基业” 全新的商业模

式，以及三创平台，即“创新、创业、创富” 的

全新的品牌管理理念，从纯PE机构向平台型

集团转型。 地方政府的三基工程、大学三基

工程、龙头企业的三基工程构成了中科招商

三基工程的主体，通过不断完善产业链和价

值链，培育高成长产业集群，进而打造庞大

的产业生态，探索推动科技创新创业、服务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模式。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科招商了解到，中科

招商合伙人、中科创大发起人兼总经理刘继军

此前主要负责大学三基工程方面的工作，近期

公司进行了调整，刘继军将统筹中科招商各个

领域三基工程。 刘继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大学三基工程、龙头企业三基工程受到地

方政府高度重视，在推进大学三基工程的过程

中，形成了政府、大学、企业的三螺旋，使得三

种资源相互促进。

刘继军认为， 一般天使投资人更关注项

目， 而中科招商更加关注创新创业的源头，也

就是创业人才的培养，这也是中科招商区别于

其他PE机构的重要方面。 目前中科招商已经

和国内10所高校以及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签

署了协议，今年计划发展到与30家院校展开合

作，其中包括港澳台高校。刘继军透露，中科招

商将于4月18日-19日携手中科创大联合北京

科技大学等国内20所高校举办首届 “千导计

划” 论坛，旨在协助高校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

才，服务国家战略。

在“互联网+” 浪潮中，中科招商也在探

索与互联网的融合。 单祥双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目前正在研发互联网PE平台，今年

有望推出。 刘继军详细描述了中科招商互联

网PE平台的构架， 中科招商有庞大的LP集

群，设立互联网PE平台初衷是为投资人和创

业者服务，这与一般的互联网金融领域项目

有明显区别。

而实际上，为突破传统PE行业的困境和局

限性，中科招商已经推出了一种新形态的“互

联网PE” 业务———微天使联盟。

多因素助推三板市场火爆

中科招商于3月20日挂牌新三板， 单祥

双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科招商此前考

虑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也考虑过在A

股上市，经过与各方沟通，最终选择了在新

三板挂牌。 单祥双指出，新三板目前还处于

成长初期，有投资人把新三板划定为股权交

易市场，而不是股票交易市场，但实际上新

三板的市场化程度更高。 目前国家也在着力

推进资本市场改革，作为新生事物改革的潜

力更大，新三板市场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中国

的纳斯达克市场。

新三板越来越受到市场追捧，一方面体现

在挂牌公司数量持续增长，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数据， 截至2015年4月15日，挂

牌公司达到2258家； 另一方面新三板定增火

爆，定增规模同比大幅增长，认购也非常积极。

比如中科招商挂牌同时便推出50.4亿元的定

增计划，由于受到投资人追捧，不得不将认购

门槛金额成倍提高， 如此大规模的定增计划，

仅短短十几个交易日便完成了资金募集。而就

在公布前次定增投资人的同时，中科招商又推

出35.1亿元的新一轮定增计划。

单祥双认为， 新三板火爆有几方面的原

因：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小，这

些企业亟须资金支持，但银行信贷、A股市场、

民间信贷等渠道基本把这些企业拒之门外，新

三板解了燃眉之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大背景下，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崛起，这为新

三板的繁荣提供了基础，使得新三板挂牌企业

数量迅速增长，同时质量也在提高；目前各界

对新三板的发展前景看好，监管层也在推动新

三板的完善和发展。

90亿元定增计划分三步完成

中科招商的50.4亿元定增计划吸引了大

业信托·新三板1号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银

叶新三板投资1号基金、中融鼎新-白羊新三板

投资基金1号、 北信瑞丰基金新三板一号资产

管理计划等新三板基金参与。

市场传言原“公募一哥” 王亚伟可能参

与了此次中科招商的定增， 认购股票总额达

到数亿元。 根据中科招商披露，中铁宝盈宝鑫

7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和大业信托·新三

板1号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认购规模位

居第一和第二，认购金额分别为49986万元和

44028万元，二者皆为信托公司通道产品。 中

铁宝盈宝鑫7号是宝盈基金专户子公司一只

通道产品，根据公开资料，中铁宝盈宝鑫7号

与王亚伟曾有合作， 外贸信托与中铁宝盈宝

鑫7号有过多次产品合作，而王亚伟与外贸信

托也曾有过合作。 此外，大业信托·新三板1号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2015年4月成立，与

中科招商此次定增方案推出时间十分接近，

可能是为此次定增专门推出的产品。 从此次

32位认购者中分析， 王亚伟借这两个产品参

与定增的可能性较大。

50.4亿元定增计划的投资人刚刚敲定，中

科招商随即又推出35.1亿元的定增计划，拟以

18元/股的价格， 向不超过15名特定投资人定

向增发股份不超过1.95亿股。

单祥双表示，本次50.4亿元定增由于受资

金额度和出资主体数量双重限制， 未能满足

投资者的认购需求。接下来开展的35.1亿元定

增主要是为满足既符合入资条件又打了定金

的部分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同时拟引进与中

科招商有重大战略协同效应的大型机构。

电煤市场年中有望好转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4月15日， 最新一期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

显示，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报收于450元/吨， 较比

前一报告期下降9元/吨。 2015年以来，价格指数累

计下跌75元/吨。 汾渭能源价格中心主任曾浩4月15

日表示，上半年煤炭价格很难出现反转，预计电煤市

场5-6月份后会有好转，焦煤市场三季度可能好转。

曾浩分析，动力煤价格跌至9年来新低，原因主

要是经济增速放缓，钢铁及火电对煤炭需求低迷，煤

炭产能过剩情况持续恶化，国际煤价低迷。国家及各

地推出的税费减免等救市政策， 在降低了煤炭生产

成本的同时，也进一步打开了煤价下跌的空间。

不过， 曾浩表示， 随着国内煤炭价格进一步下

降，中国煤炭有望实现大量出口。如果中国的煤炭出

口关税和增值税能够取消或下调， 出口份额将逐渐

增长，东南亚、日韩都是未来潜在的出口市场。

同日， 普氏能源和汾渭能源共同推出了中国煤

炭指数（CCI）冶金煤指数，为国内炼焦煤市场提供

一个新的跨市套利模式参考。

广汽集团合营公司将投资27亿元扩产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广汽集团4月15日晚间公告， 合营公司广

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于近期推进第三生产

线的建设，预计总投资额约27亿元，项目选址

在广汽丰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第一、二生产线

附近地区， 新生产线将融入最新生产技术和

TPS，预计2017年内投入运作，首期产能将达

10万台，并导入新车型进行生产。

按照广汽集团去年发布的2020年中期规

划，广汽丰田将启动“微笑战略” ，计划至2020

年形成10款以上车型的产品阵容，产品覆盖所

有主流细分市场， 形成逾800家经销店的销售

网络，挑战年产销100万辆。

广汽集团目前的主要盈利来源为广汽本

田、广汽丰田。 2014年公司投资收益42亿元，

仅增长5.37%。其中广本、广丰营收分别为598�

亿元、53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3%、2.8%，贡

献权益净利润分别为13亿元、20亿元， 同比增

速分别为-23%、8.2%。

国投电力

一季度净利预增40%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国投电力4月15日晚间公告， 预计公司2015年

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40%以上，去年同期净利润为8.42亿元。

国投电力表示， 一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包

括：水电方面，得益于雅砻江水电锦屏一级水库发挥

调节作用及锦屏一、二级水电站2014年新投机组在

本期出力，雅砻江水电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雅砻江

水电、国投大朝山本期收到水电增值税退税。火电方

面，受益于出售曲靖公司，收购湄州湾一期，火电企

业布局进一步优化；参股企业同比盈利能力增强，投

资收益同比增长。

国投电力2014年营业收入为329.57亿元，同比

增长16.3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97亿元，

同比增长69.32%。

电信运营商加大资本开支

4G产业链有望持续景气

□本报记者 王荣

随着FDD-LTE牌照的发放， 中国电信和

中国联通发力4G网络建设，为其流量经营提供

管道支持。 2015年，三大运营商整体资本开支

将增长9%。 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将持续受益。

中国电信2015年干线光缆线路工程（第一

批）光缆采购项目招标结果已经出炉，包括光

缆、光缆接头盒和硅芯管。 据悉，广东电信将以

百兆光纤宽带为骨干网匹配百兆4G制式网络。

资本开支整体增长9%

受移动用户渗透率饱和、 语音业务遭到

OTT厂商侵袭等影响，电信运营商收入增速放

缓，业绩开始下滑。2014年，三大运营商合计实

现收入12497亿元，同比持平；合计实现净利润

1309亿元，同比下降8%。

但值得注意的是， 流量收入持续增长，

2014年移动宽带收入达1506亿元， 同比增长

43%，目前体量虽小但空间巨大，将成为运营

商未来的主要增长点。 分析人士指出，在此背

景下，运营商将加大对网络的投资，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流量需求，同时拓展流量经营，实现

流量数据的价值挖掘。

年报显示，2015年， 三大电信运营商资本

开支整体将增长9%，达到4075亿元。 其中，中

国移动为1997亿元，同比下降6%；中国电信为

1078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联通约1000亿

元，同比增长18%。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资本

开支大幅度增加，中国移动的资本开支也保持

在相对高位水平。

分析三大运营商的资本开支发现，4G投

资高达1532亿元， 同比增长22%，IT支撑及新

业务投入大幅增长36%至360亿元， 成为运营

商投资增幅最大领域。

产业链持续景气

三大运营商加大资本开支，产业链上的上

市公司将最先受益。

中国电信2015年干线光缆线路工程 （第

一批）光缆采购项目中，包括光缆、光缆接头盒

和硅芯管等。 核心的干线光缆由烽火通信和中

天科技中标，硅芯管和光缆接头盒中标厂商分

别是凯乐科技及中天科技。

作为4G设备招标的主要受益者， 中兴通

讯2014年收入814.7亿元，同比上升13.6%。 其

中运营商网络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67.7亿元，

同比上升14.9%。 公司称，主要原因是4G系统

设备、路由器及交换机、光通信系统等产品营

业收入上升所致。

大富科技一季度业绩环比回升，公司2014

年第四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3300万元，出现了单季最低值。公司预计，

2015年一季度将扭转局面，走出低谷，业绩环

比上涨幅度将超过100%。

除了基础设施投入，招商证券分析师指出，

在流量爆发的背景下， 运营商将加大对智能管

道、流量大数据等领域的建设，信令、BSS、OSS

以及运营商大数据相关子行业的企业将受益。

移动通信网优公司世纪鼎利预计，2015年

一季度净利润为1717万-1816万元，同比大幅

增长420%-450%。2014年，公司实现营收4.47

亿元，同比增长27.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4386万元，成功扭亏。

黄山旅游去年净利增45%

□本报记者 余安然

黄山旅游4月15日晚间发布2014年年报， 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990.99万元，同比增长

15.13%。 其中，商品房销售实现营业收入9794.5万

元，同比下降4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24.21万元，同比增长45.5%。 公司拟每10股分配

现金红利0.60元。

黄山旅游表示，2014年公司景区游客数增加，

带动景区门票、索道、酒店及旅游服务等收入。

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扩围

新增安徽、湖北、宁夏、云南四省区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刘丽靓

据国家发改委15日消息， 国家发改委

近日印发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通知，

部署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将安徽、

湖北、宁夏、云南省（区）列入先期输配电

价改革试点范围， 按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

益” 原则单独核定输配电价，加快推进输配

电价改革。

这被认为是新电改9号文的第三个配套

文件。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咨

询中心主任曾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输

配电改革试点范围可能继续扩大， 此次试点

扩围意味着输配电试点进入全面试点阶段，

后续还将出现多个电改配套文件。

试点扩围

通知规定， 鼓励具备条件的其他地区开

展改革试点， 试点范围以外地区同步开展输

配电价摸底测算工作， 全面调查摸清电网输

配电资产、成本和企业效益情况，初步测算输

配电价水平， 研究提出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

工作思路。

通知明确，通过加快输配电价改革，建立

健全对电网企业成本约束和收入监管机制，

对电网企业监管由现行核定购电售电两头价

格、电网企业获得差价收入的间接监管，改变

为以电网资产为基础对输配电收入、 成本和

价格全方位直接监管。同时，积极稳妥推进电

价市场化，结合电力体制改革，把输配电价与

发售电价在形成机制上分开， 分步实现公益

性以外的发售电价格由市场形成。

通知要求，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确保按

期完成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相关工作。 国家电

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要配

合做好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和摸底测算工作，

确保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发改委表示， 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

将为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有序放开发售电价

格、转变政府监管方式奠定坚实基础。

进入全面试点阶段

此前，深圳市、内蒙古西部率先开展了输

配电价改革试点。 日前，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

准，深圳市输配电价改革已正式实施，2015年

深圳输配电价每千瓦时较2014年下降1.23

分，深圳商业用电价格下降8.43分，工业用电

及居民用电价持不变。

曾鸣认为，输配电改革试点范围将来可

能继续扩大，无疑将推动电力体制改革。 此

次新增的试点省份中，国网有三个，南网一

个，意味着输配电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进入全面试点阶段，电改也将全面推进。

曾鸣分析， 选择这些省份进行试点是因

为其自身的代表性。云南是水电大省，云南的

试点对其他水电大省很有借鉴意义。 宁夏以

火电为主，是电力送出为主省份，而安徽和湖

北则分别代表了华东电网和华中电网的省级

电网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试点省份没有选择

东北电网和华北电网。 曾鸣认为，主要考虑

到他们的电网结构、发用电现状，将来可从

区域电网的角度进行试点。 下一步继续推广

试点，可以选择受电为主的省份开展。

此次发改委发布的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

革的通知，被认为是新电改9号文第三个配套

文件。此前，发改委已经发布了促进清洁能源

多发满发， 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

点两个配套文件。

曾鸣认为， 后续应该还有多个新电改配

套方案，如输配电价格调节实施细则，大用户

交易实施细则，售电侧市场相关细则，交易机

构相对独立的具体事宜， 电网统筹规划具体

实施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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